
新西兰数据表

克瑞翁®10,000，克瑞翁®20,000 克瑞
翁®25,000，克瑞翁®35,000

⼀、产品名称
Creon 10,000 粒㬵囊
Creon 20,000 粒㬵囊
Creon 25,000 粒㬵囊
Creon 35,000 粒㬵囊

2. 定性和定量组成
每个 Creon 10,000 㬵囊含有棕⾊肠溶⾐⼩丸，含有 150 毫克胰酶（胰粉），相当于不少于 8,000 
Ph.Eur。单位淀粉酶，10,000 Ph.Eur。单位脂肪酶和 600 Ph.Eur。单位蛋⽩酶。

每个 Creon 20,000 㬵囊含有棕⾊肠溶⾐⼩丸，含有 300 毫克胰酶（胰粉），相当于不少于 16,000 
Ph.Eur。单位淀粉酶，20,000 Ph.Eur。单位脂肪酶和 1,200 Ph.Eur。单位蛋⽩酶。

每个 Creon 25,000 㬵囊含有棕⾊肠溶⾐⼩丸，含有 300 毫克胰酶（胰粉），相当于不少于 18,000 
Ph.Eur。单位淀粉酶，25,000 Ph.Eur。单位脂肪酶和 1,000 Ph.Eur。单位蛋⽩酶。

每个 Creon 35,000 㬵囊含有棕⾊肠溶⾐⼩丸，含有 420 毫克胰酶（胰粉），相当于不少于 25,200 
Ph.Eur。单位淀粉酶，35,000 Ph.Eur。单位脂肪酶和 1,400 Ph.Eur。单位蛋⽩酶。

胰酶由猪胰腺组织产⽣。

有关赋形剂的完整列表，请参阅第 6.1 节。

3. 药物形式
Creon 10,000 是⼀种 2 号硬质明㬵㬵囊，带有棕⾊不透明帽和⽆⾊透明体，填充有微型微球（抗胃药
丸）。

Creon 20,000 是⼀种尺⼨为 0 的细⻓硬明㬵㬵囊，带有棕⾊不透明帽和⽆⾊透明体，填充有微型微球
（抗胃药丸）。

Creon 25,000 是⼀种尺⼨为 0 的硬明㬵㬵囊，带有瑞典橙⾊不透明帽和⽆⾊透明体，填充有微型微球
（抗胃药丸）。

Creon 35,000 是⼀种尺⼨为 00 的细⻓硬明㬵㬵囊，具有红棕⾊帽和⽆⾊透明体，填充有微型微球
（耐胃⼩球）。

4. 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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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PANCREATIN / CREON MEDICATION PATIENT INFORMATION IN CHINESE

Source : New Zealand Medicines Authority

www.911globalmeds.com/buy-pancreatin-creon-zenpep-online
https://www.medsafe.govt.nz/Profs/Datasheet/c/CreonCreonFortecap.pdf


4.1 治疗适应症
Creon 适⽤于治疗⼉童和成⼈患者的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 (PEI)。

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通常与但不限于：

-
-
-
-
-

囊性纤维化
慢性胰腺炎
胰腺切除术后
胃肠道旁路⼿术后（例如 Billroth II、胃肠造⼝术）胰腺或胆总管（例如来⾃肿
瘤）的导管阻塞。

4.2 剂量和给药⽅法
剂量
剂量学针对个⼈需求，取决于疾病的严重程度和⻝物的成分。根据膳⻝的脂肪含量和疾病的严重程度调
整所需的 Creon 剂量。

根据 2006 年澳⼤利亚囊性纤维化营养临床实践指南，胰酶替代疗法的主要⽬标是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
和⽣⻓以及控制消化不良的症状（例如脂肪泻）。这是通过使⽤不限制脂肪含量的饮⻝（如果超过 5 
岁，每天 > 100 克脂肪）的最佳饮⻝摄⼊来实现的，除⾮患者超重。

根据囊性纤维化 (CF) 共识会议、美国 CF 基⾦会病例对照研究和英国病例对照研究的建议，可提出以下
胰酶替代疗法的⼀般剂量建议：

治疗⼉科和成⼈患者的基于体重的剂量建议
使⽤ Creon 治疗囊性纤维化 (CF)

患者年龄 起始剂量 滴定注意事项 最⼤剂量

孩⼦们
< 4 年

1,000 单位脂肪酶/kg
每餐体重

根据以下情况调整剂量：
-
-

4,000 单位脂肪酶/g
膳⻝脂肪摄⼊量疾病严重程度——

控制脂肪泻—— 或者
耐⼼

≥ 4 年
500 单位脂肪酶/kg

每餐体重 - 保养好
营养状况-

10,000 单位脂肪酶/kg
每天体重

使⽤ Creon 治疗胰腺的成⼈患者的剂量建议
与其他疾病相关的外分泌功能不全 (PEI)

起始剂量 滴定注意事项 如果需要，增加⾄：

25,000 ⾄ 40,000⼀顿饭 评估患者的临床反应和依从
性

治疗。

80,000 单位脂肪酶单位脂肪酶

⼩吃 ⼀半⼀顿饭剂量 ⼀半⼀顿饭剂量

每天每公⽄体重最⼤剂量 10,000 单位脂肪酶

增加胃液 pH 值的药物，例如 H2据报道，β拮抗剂和质⼦泵抑制剂可增加所施⽤的胰脂肪酶的活性，并
且可能有助于对胰酶治疗没有充分反应的患者。这不是批准的适应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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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代理。处⽅者应根据已发表的证据决定是否以这种⽅式使⽤它们。

给药⽅法
建议在饭后或饭后⽴即服⽤酶。

㬵囊应完整吞服，不要压碎或咀嚼，在每餐或点⼼期间或之后⽤⾜够的液体吞服。当㬵囊难以吞咽时
（例如⼩孩或⽼年患者），可以⼩⼼地打开㬵囊，将微球加⼊到酸性软⻝中，如苹果酱、酸奶或 pH 值
⼩于 5.5 的不需要咀嚼的果汁，或者微型微球将与液体⼀起服⽤，例如 pH 值⼩于 5.5 的果汁，例如苹果
汁、橙汁或菠萝汁。任何微球与⻝物或液体的混合物都应⽴即使⽤，不应储存。

粉碎和咀嚼微型微球或与 pH 值⼤于 5.5 的⻝物或液体混合会破坏保护性肠溶⾐。这可能导致⼝腔中酶
的早期释放，并可能导致功效降低和对粘膜的刺激  。

应注意不要让产品滞留在⼝中。

重要的是要确保患者在服⽤ Creon 时始终保持充⾜的⽔分，尤其是在体液流失增加期间。⽔分不⾜可
能会加重便秘。

4.3 禁忌症
对胰酶或第 6.1 节中列出的任何赋形剂过敏。

4.4 特别警告和使⽤注意事项
据报道，服⽤⾼剂量胰酶制剂的囊性纤维化患者会出现回盲盲肠和⼤肠狭窄（纤维化结肠病）。作为预
防措施，应对不寻常的腹部症状或腹部症状的变化进⾏医学评估，以排除纤维化结肠病的可能性，特别
是如果患者每天摄⼊超过 10,000 单位的脂肪酶。

4.5 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和其他形式的相互作⽤
没有进⾏相互作⽤研究。

4.6 ⽣育、妊娠和哺乳
怀孕
对于胰酶，没有关于暴露妊娠的临床数据。
动物研究显⽰没有证据表明猪胰酶有任何吸收。因此，预计不会出现⽣殖或发育毒性。

给孕妇⽤药时应谨慎。

哺乳
预计不会对孩⼦产⽣影响，因为动物研究表明⺟乳喂养的妇⼥不会全⾝接触胰酶。哺乳期可以使⽤胰
酶。

如果在怀孕和哺乳期间需要，应以⾜以提供⾜够营养状态的剂量使⽤ Cr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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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能⼒
没有临床数据可⽤。

4.7 对驾驶和使⽤机器能⼒的影响
没有证据表明 Creon 对驾驶或操作机器的能⼒有任何影响。

4.8 不良影响
在临床试验中，超过 900 名患者接触了 Creon。最常⻅的不良反应是胃肠道疾病，严重程度主要为轻
度或中度。

在临床试验期间观察到以下不良反应，频率如下：

器官系统 很普通的
≥1/10

常⻅的
≥ 1/100 ⾄
< 1/10

罕⻅
≥ 1/1000 ⾄
< 1/100

频率不
已知

胃肠道
疾病

腹痛* 恶⼼，
呕吐，
便秘，
腹部
膨胀，
腹泻*

的限制
回盲肠和
⼤肠
（纤维化
结肠病）

-

⽪肤和
⽪下
组织疾病

⽪疹 瘙痒，荨⿇疹
- -

免疫系统
疾病

超敏反应
（过敏性
反应）- - -

* 胃肠道疾病主要与基础疾病有关。与安慰剂相⽐，腹痛和腹泻的发⽣率相似或更低。

在服⽤⾼剂量胰酶制剂的囊性纤维化患者中曾报告回盲肠和⼤肠狭窄（纤维化结肠病），⻅第 4.4 节。

在批准后使⽤期间，已观察到主要但不限于⽪肤的过敏反应，并将其确定为不良反应。因为这些反应是
从⼀个规模不确定的⼈群中⾃发报告的，所以不可能可靠地估计它们的频率。

特殊⼈群
⼉科
在⼉科⼈群中未发现特定的不良反应。与成⼈相⽐，囊性纤维化⼉童不良反应的频率、类型和严重
程度相似。

疑似不良反应报告
在药物批准后报告可疑的不良反应很重要。它允许持续监测药物的收益/⻛险平衡。要求医疗保健专业⼈
员报告任何可疑的不良反应https://nzphvc.otago.ac.nz/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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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过量
症状
据报道，极⾼剂量的胰酶与⾼尿酸尿症和⾼尿酸⾎症有关。

治疗
⼤多数病例对⽀持性措施有反应，包括停⽌酶疗法和确保充⾜的⽔合作⽤。

有关过量管理的进⼀步建议，请联系国家毒物信息中⼼（0800 POISON 或 0800 764 766）。

五、药理性质

5.1 药效学特性
药物治疗组：消化剂，包括。酶; 多酶（淀粉酶、脂肪酶、蛋⽩酶），ATC 代码：A09AA02

作⽤机制
Creon 含有猪胰酶，在明㬵㬵囊中配制为肠溶（耐酸）微球。㬵囊在胃中迅速溶解，释放出数百个微型
微球，这是⼀种多剂量原理，旨在实现与⻝糜的良好混合，与⻝糜⼀起从胃中排空，释放后，酶在⻝糜
内的良好分布。当微型微球到达⼩肠时，涂层会迅速分解（pH > 5.5）以释放具有脂肪分解、淀粉分解
和蛋⽩⽔解活性的酶，以确保脂肪、淀粉和蛋⽩质的消化。胰消化的产物然后被直接吸收或在被肠酶进
⼀步⽔解后被吸收。

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总共进⾏了 30 项研究，调查 Creon 对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患者的疗效。其中⼗项是在患有囊性纤维
化、慢性胰腺炎或⼿术后疾病的患者中进⾏的安慰剂对照研究。

在所有随机、安慰剂对照的疗效研究中，预定义的主要⽬标是显⽰ Creon 在主要疗效参数脂肪吸收系数 
(CFA) ⽅⾯优于安慰剂。考虑到脂肪摄⼊量和粪便脂肪排泄量，脂肪吸收系数决定了被吸收到体内的脂
肪百分⽐。在安慰剂对照的 PEI 研究中，与安慰剂 (62.6%) 相⽐，Creon 治疗 (83.0%) 的平均 CFA (%) 
更⾼。Creon 治疗显着改善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的症状，包括⼤便稠度、腹痛、胀⽓和⼤便频率，与基
础疾病⽆关。

Creon 治疗显着改善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的症状，包括⼤便稠度、腹痛、胀⽓和⼤便频率，与基础疾病
⽆关。

⼉科⼈群
在囊性纤维化 (CF) 中，Creon 的疗效在 288 名涵盖从新⽣⼉到⻘少年的年龄范围的⼉科患者中得到证
实。在所有研究中，在所有⼉科年龄组中，Creon 的平均治疗结束 CFA 值均超过 80%。

5.2 药代动⼒学特性
吸收
动物研究显⽰没有证据表明完整酶的吸收，因此是经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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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进⾏药代动⼒学研究。胰酶补充剂不
需要吸收才能发挥作⽤。相反，它们的全部治疗活性是在胃肠道内腔内发挥的。此外，它们是蛋⽩质，
因此在通过胃肠道时经过蛋⽩⽔解消化，然后被吸收为肽和氨基酸。

5.3 临床前安全数据
临床前数据显⽰没有相关的急性、亚慢性或慢性毒性。尚未进⾏关于遗传毒性、致癌性或⽣殖毒性
的研究。

6. 药品详情

6.1 辅料清单
Creon 㬵囊还包含： 丸芯

-聚⼄⼆醇4000

颗粒涂层
-
-
-
-

羟丙甲纤维素邻苯⼆甲酸酯
鲸蜡醇
柠檬酸三⼄酯
聚⼆甲基硅氧烷

硬明㬵㬵囊
-
-
-
-

明㬵
氧化铁 (E 172) ⼆氧化钛 
(E 171) ⼗⼆烷基硫酸钠

明㬵原料可能含有⼆氧化硫残留物。

6.2 不兼容
不适⽤。

6.3 保质期
⾃制造之⽇起 2 年。

6.4 储存的特殊注意事项
储存在 25°C 或以下的凉爽⼲燥条件下。

存放在⼉童接触不到的安全地⽅。

开封后，请勿储存在 25°C 以上，并在六个⽉内使⽤。

保持容器密闭，以防受潮。

6.5 容器的性质和内容物
带有防篡改 PP 旋开封⼝的 HDPE 瓶。包装尺⼨为 100 粒㬵囊。

并⾮所有的优势都可以销售。

模块 1 第 1 卷 第 6 ⻚，共 7 ⻚PG。1



6.6 处置的特殊注意事项
不适⽤。

7. 药物时间表
Creon 35,000 是⼀种处⽅药。

Creon 25,000 是⼀种处⽅药。

Creon 20,000 是⼀种通⽤销售药物。

Creon 10,000 是⼀种通⽤销售药物。

8. 赞助商详情
Viatris Ltd 邮政信箱 11-183 埃
勒斯利
奥克兰
www.viatris.co.nz
电话 0800 168 169

9. ⾸次批准⽇期
克⾥昂 10,000：1999 年 9 ⽉ 16 ⽇

克⾥昂 25,000：1991 年 3 ⽉ 22 ⽇

Creon 20,000 和 30,000：2020 年 10 ⽉ 15 ⽇

10. ⽂本修改⽇期
2021 年 8 ⽉ 17 ⽇

部分 变更摘要
全部 更名为 Viatris。
6 删除⽆麸质和⽆乳糖声明，轻微的编辑更改。
8 更新了赞助商详细信息。

克瑞翁®是 Viatris 公司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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