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西兰数据表
⼀、产品名称
DBL™ 氟⻢西尼注射液

2. 定性和定量成分

安瓿含有 0.1 mg/mL 氟⻢西尼的⽔溶液（⽤于静脉内给药）以及以下成分：依地酸⼆钠、
⼄酸、氯化钠、氢氧化钠在调节⾄ pH 4.0 的注射⽤⽔中。DBL 氟⻢西尼注射液有 0.5 mg/
5 mL 和 1 mg/10 mL 安瓿瓶。

有关赋形剂的完整列表，请参阅第 6.1 节。

3. 药物形式

DBL Flumazenil Injection 是⼀种⽆⾊⾄⼏乎⽆⾊的透明液体，调节⾄ pH 4.0。

注射液。

4. 临床资料

4.1 治疗适应症

DBL 氟⻢西尼注射液适⽤于住院患者，⽤于逆转急性苯⼆氮卓作⽤（过量或治疗性）。住
院患者是在氟⻢西尼的影响下住院、住院治疗并接受持续专业观察的患者。不适⽤于⻔诊
病⼈或短期住院病⼈。不能⽤作诊断。

4.2 剂量和给药⽅法

DBL 氟⻢西尼注射液应由⿇醉师或有经验的医师进⾏静脉注射。

应根据预期效果调整剂量。由于某些苯⼆氮卓类药物的作⽤持续时间可能超过 DBL 氟⻢西
尼注射液的作⽤时间，如果在觉醒后再次出现镇静作⽤，可能需要重复给药。

DBL 氟⻢西尼注射液的使⽤应与诱发戒断症状的⻛险相平衡（⻅第 4.4 节）。应考虑在术
后早期保持⼀定程度镇静的可取性。

DBL Flumazenil Injection 可以在 5% 葡萄糖⽔溶液或 0.9% NaCl 中稀释⽤于输注，也可
以与其他复苏程序同时使⽤。为减少微⽣物污染危害，输注后应尽快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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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应在制备后 24 ⼩时内完成输注，并丢弃任何残留物。

DBL 氟⻢西尼注射液仅⽤于⼀名患者。丢弃任何剩余内容。

在治疗剂量下逆转苯⼆氮卓的作⽤（⿇醉或镇静）

推荐的初始剂量为 0.2 mg 在 15 秒内静脉内给药。如果在第⼀次静脉内给药后 60 秒内未
获得所需的意识程度，则可以注射第⼆剂 0.1 毫克，必要时可以每隔 60 秒重复⼀次，直⾄
总剂量为 1 毫克。常⽤剂量为 0.3 ⾄ 0.6 mg，但个⼈需求可能有很⼤差异，具体取决于所
⽤苯⼆氮卓类药物的剂量和作⽤持续时间以及患者特征。

1 岁以上的⼉童(⻅第 4.4 节）

推荐的初始剂量为 0.01 mg/kg（或⾼达 0.2 mg，以较低者为准）静脉内给药超过 15 秒。
如果在等待 60 秒后仍未获得所需的意识⽔平，则可以进⼀步注射 0.01 mg/kg（或⾼达 
0.2 mg，以较低者为准），并在必要时每隔 60 秒重复⼀次，以达到最⼤总剂量0.05 mg/
kg 或 1 mg，以较低者为准。剂量应根据患者的反应个体化。氟⻢西尼治疗后应观察患者
⾄少 2 ⼩时。没有关于重复给予⼉童氟⻢西尼再次镇静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数据。

使⽤氟⻢西尼时，应考虑快速逆转镇静和抗焦虑的潜在影响，以及诱发戒断症状的⻛险。
尚未研究氟⻢西尼逆转⻓期镇静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例如在重症监护病房。

已知或怀疑过量服⽤苯⼆氮卓类药物的逆转作⽤

推荐的初始静脉注射剂量为 0.3 mg。如果在 60 秒内未获得所需的意识程度，可重复注射
氟⻢西尼直⾄患者醒来或总剂量⾼达 2 mg。如果嗜睡复发，静脉输注 0.1 ⾄ 0.4 毫克/⼩
时已被证明是有⽤的。输液速度应单独调整⾄所需的唤醒⽔平。

如果重复服⽤氟⻢西尼后意识或呼吸功能没有显着改善，则必须假定⾮苯⼆氮卓类药物的
病因。

在重症监护病房中，在接受⾼剂量苯⼆氮卓类药物治疗和/或⻓期治疗的患者中，缓慢给药
的氟⻢西尼单独滴定注射不应产⽣戒断综合征。如果出现意外症状，可以根据患者的反应
仔细静脉滴定地西泮或咪达唑仑（⻅第 4.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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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功能损害

由于氟⻢西尼主要在肝脏中代谢，因此建议肝功能受损患者谨慎调整剂量。

4.3 禁忌症

已知对该药过敏的患者禁⽤氟⻢西尼。

氟⻢西尼禁⽤于已给予苯⼆氮卓类药物以控制可能危及⽣命的疾病（例如控制颅内压或癫
痫持续状态）的患者。

在苯⼆氮卓类药物和环状抗抑郁药的混合中毒中，抗抑郁药的毒性可以被苯⼆氮卓类药物
的保护作⽤所掩盖。在存在⾃主神经系统（抗胆碱能）、神经系统（运动异常）或三环类/
四环类药物严重中毒的⼼⾎管症状时，不应使⽤氟⻢西尼来逆转苯⼆氮卓类药物的作⽤。

4.4 特别警告和使⽤注意事项

氟⻢西尼可阻断苯⼆氮卓类药物对动物的作⽤，并可在⾼剂量下促使苯⼆氮卓类药物戒断
（另⻅ 5.1 节和 4.8 节）。

对于已知或疑似苯⼆氮卓依赖或在治疗前数周接受⾼剂量苯⼆氮卓治疗的患者，应谨慎使
⽤氟⻢西尼。在这种情况下，苯⼆氮卓类药物作⽤的逆转可能会导致戒断症状或抽搐。剂
量的滴定可能有助于降低这种⻛险。如果出现意外的戒断迹象，应缓慢静脉注射 5 mg 地
西泮或 5 mg 咪达唑仑。

氟⻢西尼可能会消除苯⼆氮卓类药物在多种药物过量中的保护作⽤。在已知致⼼律失常药
物过量的情况下服⽤氟⻢西尼后，已有⼏例快速性⼼律失常（其发病机制尚不清楚）的报
道。以前⽤苯⼆氮卓类药物治疗的癫痫患者可能会发⽣惊厥。

应考虑使⽤氟⻢西尼后可能出现再镇静、呼吸抑制或其他苯⼆氮卓残留效应。应根据所⽤
苯⼆氮卓类药物的剂量和作⽤持续时间对这些患者进⾏适当的监测。由于有潜在肝功能损
害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延迟的苯⼆氮卓类药物作⽤，因此可能需要延⻓观察期。

由于相对缺乏临床经验，不推荐在重症监护病房使⽤氟⻢西尼来中断⻓期/过度镇静。

在⽆法⽴即获得处理并发症的复苏设备和专业知识的环境中，不应将氟⻢西尼⽤作评估昏
迷患者的常规经验⽅法。

接受氟⻢西尼治疗以逆转苯⼆氮卓类药物作⽤的头部损伤（和/或颅内压不稳定）患者可能
会出现颅内压升⾼。此外，

版本：pfdflumi10720 取代：版本 4.0
第 3 ⻚，共 11 ⻚



在接受苯⼆氮卓类药物治疗的头部损伤患者中，氟⻢西尼可能会诱发抽搐或改变脑⾎流。

⻓期接受苯⼆氮卓类药物治疗的癫痫患者不推荐使⽤氟⻢西尼。尽管氟⻢西尼具有轻微的
内在抗惊厥作⽤，但其突然抑制苯⼆氮卓类激动剂的保护作⽤可引起癫痫患者的惊厥。

当氟⻢西尼与神经肌⾁阻滞剂⼀起使⽤时，在神经肌⾁阻滞剂的作⽤完全逆转之前不应注
射。

在氟⻢西尼给药前⼏周内的任何时间结束⾼剂量和/或⻓期接触苯⼆氮卓类药物的患者应避
免快速注射氟⻢西尼，因为它可能产⽣戒断症状，  包括激动、焦虑、情绪不稳定以及轻度
混乱和感官扭曲。

不推荐氟⻢西尼作为苯⼆氮卓依赖的治疗或⻓期苯⼆氮卓戒断综合征的治疗。

在⼿术结束时⽤于⿇醉时，在外周肌松药的作⽤消失之前，不应注射氟⻢西尼。

⼉科⼈群

在 1 ⾄ 17 岁 (n = 107) 的⼉童中进⾏了⼀项不受控制的单臂研究，这些⼉童在咪达唑仑下
接受各种程序（如胃肠道内窥镜检查和⽀⽓管镜检查）后给予基于体重的滴定剂量（⻅第 
4.2 节）。分别有 3% 和 2% 的⼉童出现激动和攻击性反应。来⾃ 27 名⼉童⼦集的药代动
⼒学数据显⽰药代动⼒学参数的⾼度可变性，尽管平均清除率与成⼈的历史对照数据相
似。

氟⻢西尼应谨慎⽤于 1 岁以下⼉童的清醒镇静逆转、⼉童过量⽤药的管理、新⽣⼉的复苏
以及⽤于逆转⽤于全⾝⿇醉诱导的苯⼆氮卓类药物的镇静作⽤。⼉童，因为经验有限（⻅
第 4.2 节）。

4.5 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和其他形式的相互作⽤

氟⻢西尼通过受体⽔平的竞争性相互作⽤阻断苯⼆氮卓类药物的中枢作⽤；⾮苯⼆氮卓类
激动剂对苯⼆氮卓类受体的作⽤，如佐匹克隆、三唑并哒嗪等也可被氟⻢西尼阻断。未观
察到与其他 CNS 抑制物质的相互作⽤。

苯⼆氮卓类药物的药代动⼒学在拮抗剂氟⻢西尼存在时不变，反之亦然。

在混合药物过量的情况下使⽤氟⻢西尼时需要特别⼩⼼，因为过量服⽤的其他药物（尤其
是环状抗抑郁药）的毒性作⽤（如抽搐和⼼律失常）可能会随着氟⻢西尼对苯⼆氮卓作⽤
的逆转⽽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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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和氟⻢西尼之间没有药代动⼒学相互作⽤。

4.6 ⽣育、妊娠和哺乳

⽣育能⼒

使⽤⾼剂量氟⻢西尼的动物研究未显⽰⽣育⼒受损的证据。

怀孕

B3 类

此类别指定仅由有限数量的孕妇和育龄妇⼥服⽤的药物，未观察到畸形频率增加或对⼈类
胎⼉产⽣其他直接或间接有害影响。动物研究显⽰胎⼉损伤发⽣率增加的证据，其重要性
在⼈类中被认为是不确定的。

尚未确定氟⻢西尼在⼈类妊娠中的安全性。因此，应权衡怀孕期间药物治疗的益处与对胎
⼉的⻛险。

妊娠⼤⿏或兔在整个器官形成期⼝服氟⻢西尼⾄多 150 mg/kg/天，未观察到致畸性的证
据。根据 AUC，这些剂量代表最⼤推荐静脉内剂量 2 mg 时临床暴露的 > 300 ⾄ 1700 
倍。在兔中，⼝服剂量 ≥ 50 mg/kg/天（> 500 倍临床暴露，基于 AUC）观察到胚胎毒性
（增加的再吸收）。

曲线下⾯积）。

⽆效应剂量为 15 mg/kg/天（临床暴露量的 170 倍，基于

因为动物⽣殖研究并不总是能预测⼈类的反应，所以只有在明确需要时才应在怀孕期间使
⽤氟⻢西尼。

哺乳期

决定给哺乳期妇⼥服⽤氟⻢西尼时应谨慎，因为不知道氟⻢西尼是否会从⼈乳中排出。

从妊娠晚期到断奶，以 125 mg/kg/天的剂量向怀孕⼤⿏⼝服氟⻢西尼与幼⽝存活率降
低、幼⽝肝脏重量增加和⾝体发育迟缓（⻔⽛萌出和⽿朵张开延迟）有关。根据 AUC，该
剂量代表最⼤推荐剂量 2 mg 时临床暴露的 > 300 倍。⽆效应剂量为 25 mg/kg/天（临床
暴露量的 65 倍，基于可⽤的 AUC 数据）。

在紧急情况下⾮肠道给予氟⻢西尼在哺乳期没有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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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对驾驶和使⽤机器能⼒的影响

应警告患者在给药后的最初 24 ⼩时内不要从事需要完全精神警觉的危险活动（如操作危
险机械或驾驶机动⻋辆），因为可能会出现镇静和嗜睡。

4.8 不良影响

氟⻢西尼全⾝和局部耐受良好。在氟⻢西尼的临床试验中报告了恶⼼和/或呕吐。当氟⻢西
尼作为单次⾼剂量⽤于逆转⿇醉以及阿⽚类药物和其他⿇醉剂⽤作⿇醉的组成部分时，这
种情况更频繁地发⽣。这些反应很少发⽣在志愿者研究中或单独使⽤苯⼆氮卓类药物进⾏
镇静时。

已观察到超敏反应，包括过敏反应。

不常报告的不良事件包括头晕、眩晕、焦虑、⼼悸、恐惧、情绪低落以及伴有或不伴有激
越的流泪。这些可能与⿇醉剂的逆转有关。

据报道，已知患有癫痫或严重肝功能损害的患者出现癫痫发作，特别是在⻓期使⽤苯⼆氮
卓类药物治疗或混合药物过量的情况下。

在混合药物过量的情况下，尤其是使⽤环状抗抑郁药时，可能会出现毒性作⽤（如抽搐和
⼼律失常），⽽氟⻢西尼会逆转苯⼆氮卓类药物的作⽤。

在氟⻢西尼给药前⼏周内的任何时间，⻓期暴露于苯⼆氮卓类药物的患者快速注射氟⻢西
尼后可能会出现戒断症状。

据报道，氟⻢西尼会引起有恐慌症病史的患者的恐慌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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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9 过量

氟⻢西尼在⼈类中急性过量的经验⾮常有限。

氟⻢西尼过量没有特效解毒剂。氟⻢西尼过量的治疗应包括⼀般⽀持措施，包括监测⽣命
体征和观察患者的临床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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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以 100 mg 的剂量静脉内给药，也没有观察到药物过量的症状。有关激动剂引起的戒
断症状，  请参⻅第 4.4 节。

有关过量管理的建议，请致电 0800 POISON (0800 764766) 联系国家毒物中⼼。

5. 药理性质

5.1 药效学特性

作⽤机制

氟⻢西尼是⼀种咪唑并苯⼆氮卓类药物，是⼀种苯⼆氮卓类拮抗剂，可通过竞争性抑制特
异性阻断通过苯⼆氮卓受体作⽤的药物的中枢作⽤。在动物实验中，对苯⼆氮卓受体没有
亲和⼒的化合物，例如巴⽐妥酸盐、⼄醇、甲丙氨酯、GABA 模拟物、腺苷受体激动剂和
其他药物的作⽤不受氟⻢西尼的影响，但苯⼆氮卓受体的⾮苯⼆氮卓激动剂如环吡咯酮的
作⽤不受氟⻢西尼的影响。例如佐匹克隆）和三唑并哒嗪被阻断。

氟⻢西尼可逆转苯⼆氮卓类药物的中枢镇静作⽤。

苯⼆氮卓类药物的催眠镇静作⽤在静脉注射后（1 ⾄ 2 分钟）被氟⻢西尼迅速逆转，并可
能在接下来的⼏个⼩时内逐渐重现，具体取决于激动剂和拮抗剂的半衰期和剂量⽐。

即使在⾼剂量下，氟⻢西尼也具有良好的耐受性。

氟⻢西尼可能具有⼀些弱的内在激动（例如抗惊厥）活性。

在数周内⽤⾼剂量苯⼆氮卓类药物预处理的动物中，氟⻢西尼引起了戒断症状，  包括癫痫
发作。在成⼈受试者中也看到了类似的效果。

5.2 药代动⼒学特性

吸收

氟⻢西尼的药代动⼒学在治疗范围内或以上（⾼达 100 mg）与剂量成正⽐。

分配

氟⻢西尼是⼀种弱亲脂性碱，约 50% 与⾎浆蛋⽩结合。⽩蛋⽩占⾎浆蛋⽩结合的三分之
⼆。氟⻢西尼⼴泛分布于⾎管外空间。氟⻢西尼的分布阶段约为 4 分钟。

稳态时的平均分布容积（Vss = 0.95 L/kg）与结构相关的苯⼆氮卓类药物接近，表明药物
的组织结合和/或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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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转化

氟⻢西尼在肝脏中⼴泛代谢。羧酸以游离和共轭形式被鉴定为⼈尿中的主要代谢物。在药
理学测试中，这种主要代谢物作为苯⼆氮卓类激动剂或拮抗剂是⽆活性的。

淘汰

氟⻢西尼的平均消除半衰期为 53 分钟。

氟⻢西尼⼏乎完全（99%）⾮肾脏消除。⼏乎没有变化的氟⻢西尼从尿中排出，表明药物
完全代谢降解。放射性标记药物的消除基本上在 72 ⼩时内完成，其中 90% ⾄ 95% 的放
射性出现在尿液中，5% ⾄ 10% 出现在粪便中。消除迅速，如 40 ⾄ 80 分钟的短暂消除半
衰期所⽰。氟⻢西尼的总⾎浆清除率平均为 1 L/min，⼏乎可以完全归因于肝脏清除率。
低肾清除率表明肾⼩球滤过后药物的有效重吸收。

在静脉输注氟⻢西尼期间摄⼊⻝物会导致清除率增加 50%，这很可能是由于进餐时肝⾎流
量增加所致。

当与苯⼆氮卓类咪达唑仑、氟硝西泮或氯美西泮⼀起给药时，氟⻢西尼的基本药代动⼒学
参数不受影响。

特殊⼈群的药代动⼒学

在肝功能受损的患者中，氟⻢西尼的消除半衰期较⻓（中度受损为 1.3 ⼩时，重度受损患
者为 2.4 ⼩时），全⾝清除率低于健康受试者。在中度⾄重度肝功能不全的患者中，氟⻢
西尼的清除率降低了 57% ⾄ 74%，消除半衰期延⻓了 2 倍。

氟⻢西尼的药代动⼒学在⽼年⼈、⾎液透析或肾功能衰竭中没有显着影响。

⼀岁以上⼉童的消除半衰期⽐成⼈变化更⼤，平均为 40 分钟，⼀般为 20 ⾄ 75 分钟。根
据体重标准化的清除率和分布容积与成⼈的范围相同。

5.3 临床前安全数据

遗传毒性

氟⻢西尼在细菌中没有致突变性（⿏伤寒沙⻔⽒菌或者酿酒酵⺟) 或哺乳动物 (V79) 细胞体
外在⼈淋巴细胞中也没有致裂性体外 或⼤⿏微核体内. 氟⻢西尼导致⼤⿏肝细胞中计划外
的 DNA 合成略有增加体外⽽在⼩⿏⽣殖细胞中没有观察到 DNA 修复的诱导体内.

版本：pfdflumi10720 取代：版本 4.0
第 8 ⻚，共 11 ⻚



致癌性

尚未对氟⻢西尼的致癌潜⼒进⾏⻓期动物研究。

⽣殖和发育毒性

氟⻢西尼在雌性和雄性⼤⿏⼝服剂量⾼达 125 mg/kg/天（> 300 倍于最⼤推荐静脉内剂量 
2 mg，基于 AUC）时不影响⽣育⼒。

6. 医药品

6.1 辅料清单

· 依地酸⼆钠

· 醋酸

· 氯化钠

· 氢氧化钠

· 注射⽤⽔

6.2 不兼容

除下述药物外，本品不得与其他药物混合使⽤。

DBL Flumazenil Injection 可以在 5% 葡萄糖⽔溶液或 0.9% NaCl 中稀释⽤于输注，也可
以与其他复苏程序同时使⽤。应在制备后 24 ⼩时内完成输注，并丢弃任何残留物。

6.3 保质期

⾃⽣产之⽇起 24 个⽉。

6.4 储存的特殊注意事项

储存于 25ºC 以下。

6.5 容器的性质和内容物

DBL 氟⻢西尼注射液 0.5 mg/5 mL

DBL 氟⻢西尼注射液 1 mg/10 mL

并⾮所有包装尺⼨都可以销售。

5 x 5 mL 安瓿（玻璃）

5 x 10 mL 安瓿（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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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处置的特殊注意事项

任何未使⽤的药物或废料应按照当地要求进⾏处理。

7. ⽤药时间表
处⽅药

8. 赞助商

辉瑞新西兰有限公司

邮政信箱 3998

奥克兰 1140, 新西兰

免费电话：0800 736 363

9. ⾸次批准⽇期
2007 年 3 ⽉ 15 ⽇

10. ⽂本的修订⽇期

2020 年 7 ⽉ 27 ⽇

变更汇总表

部分已更改 新信息摘要

2、4.2、4.6、5.2、
6.1、6.2、6.5、8

细微的编辑改动。包括对⽂本的更正、⼦标题的输⼊和适合 Medsafe 数据
表模板要求的⽂本。不需要删除信息。

4.2 包括有关剂量滴定的建议并扩展有关个⼈要求的⽂本。

包括有关在⼉童中⽤于重新镇静的信息。

扩⼤的⽂本包括在过量服⽤苯⼆氮卓类药物的逆转作⽤下。

包括针对肝功能损害患者的⼩节和建议。

4.4 包括对肝功能不全患者的建议。

1 岁以下⼉童的使⽤需谨慎。

4.5 包括扩展⽂本和与⼄醇相互作⽤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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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更新了与  ⽣育⼒和动物研究有关的信息。

有关哺乳期间给药的扩展信息。

4.8 包括过敏反应在内的超敏反应。

4.9 包括关于过量的扩展⽂本。

5.2 关于代谢和消除半衰期的扩展⽂本。

6.2 包括关于与其他药物混合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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