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产品名称

九头蛇®500 毫克硬㬵囊

2 定性和定量成分

每粒㬵囊含有 500 毫克羟基脲（羟基脲）。

已知作⽤的辅料：

含有乳糖⼀⽔合物 42.2 毫克。

有关赋形剂的完整列表，请参阅第 6.1 节。

3 药物形式

㬵囊：500mg；不透明的绿⾊和粉红⾊标记 BMS 303，尺⼨ 0 㬵囊壳。

4 临床特点

4.1 治疗适应症
对Hydrea的显着肿瘤反应(羟基脲)已在慢性粒细胞⽩⾎病（预处理阶段和姑息治疗）和复发性转移
性或不能⼿术的卵巢癌中得到证实。Hydrea 与放射治疗同时使⽤，旨在局部控制头颈部原发性鳞
状细胞（表⽪样）癌，不包括唇部和宫颈癌。

4.2 剂量和给药⽅法
由于卵巢癌和⼉童头颈部癌的罕⻅性，尚未确定给药⽅案。所有剂量应基于患者的实际或理想体
重，以较⼩者为准。

⽼年患者可能需要较低剂量的⽅案。

羟基脲与其他⻣髓抑制剂同时使⽤可能需要调整剂量。

实体瘤：

间歇治疗：
80 mg/kg ⼝服给药单⾝的剂量每第三天。

持续治疗：
20 ⾄ 30 mg/kg ⼝服给药单⾝的剂量⽇常.

间歇给药⽅案具有降低毒性的优势，因为采⽤这种给药⽅案的患者很少因毒性⽽需要完全停⽌治
疗。

伴随放射治疗：（头颈部癌） 80 mg/kg ⼝服给药单⾝的剂量每第三天。

Hydrea（羟基脲）的给药应在照射开始前⾄少 7 天开始，并在放疗期间以及之后⽆限期持续，前
提是可以对患者进⾏充分观察，并且没有证据表明没有异常或严重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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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适合特定治疗情况的最⼤剂量进⾏照射；当同时使⽤ Hydrea 时，通常不需要调整辐照剂量。

耐药性慢性粒细胞⽩⾎病：持续治疗：

20 ⾄ 30 mg/kg ⼝服给药单⾝的剂量⽇常被推荐。

确定 Hydrea 的抗肿瘤效果的适当试验期是六周的治疗。当肿瘤⼤⼩消退或肿瘤⽣⻓停⽌时，应⽆
限期继续治疗。如果⽩细胞计数降⾄ 2500/mm 以下，应中断治疗3，或⾎⼩板计数降⾄ 100,000/
mm 以下3. 在这些情况下，应在三天后重新检查计数，并在计数显着上升⾄正常值时恢复治疗。由
于造⾎反弹很快，通常只需要省略⼏剂。如果在羟基脲和放射治疗联合治疗期间没有出现快速反
弹，也可以中断放射治疗。然⽽，很少需要推迟照射；放射治疗通常使⽤推荐的剂量和技术继续进
⾏。如果发⽣贫⾎，应通过全⾎替代纠正，⽽不中断羟基脲治疗。因为造⾎功能可能会受到⼴泛照
射或其他抗肿瘤药物的影响，

受照射部位的粘膜炎症（粘膜炎）引起的疼痛或不适通常通过局部⿇醉剂和⼝服镇痛剂等措施来控
制。如果反应严重，可暂时中断羟基脲治疗；如果⾮常严重，还可以暂时推迟照射剂量。然⽽，很
少需要终⽌这些疗法。

联合治疗引起的严重胃部不适，例如恶⼼、呕吐和厌⻝，通常可以通过暂时中断 Hydrea 来控制(羟
基脲)⾏政; 很少需要额外中断照射。

肾功能不全

没有数据⽀持对肾功能受损患者进⾏剂量调整的具体指导。由于肾脏排泄是⼀种消除途径，因此应
考虑减少该⼈群的剂量。建议密切监测⾎液学参数。

肝功能不全

没有数据⽀持对肝功能受损患者进⾏剂量调整的具体指导。建议密切监测⾎液学参数。

给药⽅法

笔记：如果患者喜欢或⽆法吞咽㬵囊，可将㬵囊内容物倒⼊⼀杯⽔中并⽴即服⽤。在㬵囊中⽤作载
体的⼀些惰性材料可能不会溶解，并可能漂浮在表⾯上。

应提醒通过将㬵囊内容物倒⼊⽔中来服药的患者，这是⼀种必须⼩⼼处理的强效药物。必须告诫患
者不要让粉末接触⽪肤和粘膜，包括在打开㬵囊时避免吸⼊粉末。不服⽤ Hydrea 的⼈不应接触
它。为降低接触⻛险，在处理 Hydrea 或装有 Hydrea 的瓶⼦时，请戴上⼀次性⼿套。处理 Hydrea 
的任何⼈都应在接触瓶⼦或㬵囊之前和之后洗⼿。如果粉末溢出，应⽴即⽤湿的⼀次性⽑⼱擦⼲，
并丢弃在密闭容器中，如塑料袋，空㬵囊也应如此。Hydrea 应远离⼉童和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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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禁忌症
Hydrea 禁⽤于先前对羟基脲或其制剂中第 6.1 节中列出的任何其他成分过敏的患者。

羟基脲禁⽤于有明显⻣髓抑制，即⽩细胞减少（< 2500 WBC/mm3) 或⾎⼩板减少症 (< 100,000/
mm3)，或严重贫⾎。

4.4 特别警告和使⽤注意事项
警告

如果⻣髓功能明显降低，不应开始使⽤羟基脲治疗（⻅4.3 禁忌症）。可能会出现⻣髓抑制，⽩细
胞减少通常是其⾸发和最常⻅的表现。⾎⼩板减少症和贫⾎症的发⽣率较低，很少出现没有先前的
⽩细胞减少症。然⽽，当治疗中断时，⻣髓抑制的恢复很快。应该记住，先前接受过放射治疗或细
胞毒性癌症化疗药物的患者更容易出现⻣髓抑制；此类患者应谨慎使⽤羟基脲。

过去接受过放射治疗的患者可能会出现放射后红斑的恶化。

已有报道⽤羟基脲治疗⻣髓增⽣性疾病患者的溶⾎性贫⾎病例(⻅ 4.8 不良影响).出现持续性贫⾎的
患者应进⾏溶⾎化验评估。在确诊溶⾎性贫⾎的情况下，应停⽤羟基脲。

在开始使⽤羟基脲治疗之前，必须通过全⾎替代来纠正严重贫⾎。

由于羟基脲可能导致嗜睡和其他神经系统影响，因此驾驶和操作机器时的警觉性可能会受损。(⻅ 
4.7 对驾驶和使⽤机器能⼒的影响）。

应建议患者保持⾜够的液体摄⼊量。患者应就错过的剂量咨询他们的医⽣。

在使⽤羟基脲和去羟肌苷（加或不加司他夫定）治疗期间，HIV 感染患者发⽣致命和⾮致命胰腺
炎。在接受羟基脲和其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的 HIV 感染患者上市后监测期间，报告了肝毒性和
肝功能衰竭导致死亡。使⽤羟基脲、去羟肌苷和司他夫定联合治疗的患者最常报告致命的肝脏事
件。应该避免这种组合。在接受羟基脲与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包括去羟肌苷）联合使⽤或不使⽤司
他夫定的 HIV 感染患者中报告了在某些情况下严重的周围神经病变。

在接受⻣髓增⽣性肿瘤治疗的患者中报告了间质性肺病，包括肺纤维化、肺浸润、肺炎和肺泡炎/
过敏性肺泡炎，并且可能与致命的结果有关。应密切监测、调查和治疗出现发热、咳嗽、呼吸困难
或其他呼吸道症状的患者。⽴即停⽤羟基脲并⽤⽪质类固醇治疗以解决肺部事件（⻅ 4.8 不良反
应）。

红细胞异常
巨幼红细胞⽣成是⾃限性的，通常在羟基脲治疗过程的早期出现。形态变化类似于恶性贫⾎，但与
维⽣素 B ⽆关12或叶酸缺乏。⼤红细胞症可能掩盖了叶酸缺乏症的偶然发展；因此，可能需要预防
性给予叶酸。羟基脲也可能延迟⾎浆铁的清除并降低红细胞对铁的利⽤率，但它似乎不会改变红细
胞的存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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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应谨慎使⽤羟基脲。

在接受羟基脲⻓期治疗⻣髓增殖性疾病（如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和⾎⼩板增多症）的患者中，已有继
发性⽩⾎病的报道。尚不清楚这种致⽩⾎病作⽤是继发于羟基脲还是与患者的基础疾病有关。

⻣髓增⽣性疾病患者在使⽤羟基脲治疗期间发⽣⽪肤⾎管炎毒性，包括⾎管炎性溃疡和坏疽。这些
⾎管毒性最常⻅于有⼲扰素治疗史或⽬前正在接受⼲扰素治疗的患者。由于在⻣髓增⽣性疾病患者
中报告的⽪肤⾎管炎性溃疡的潜在严重临床结果，如果发⽣⽪肤⾎管炎性溃疡，应停⽤羟基脲，并
应根据指⽰开始使⽤替代的细胞减灭剂。

怀孕期间使⽤
羟基脲在给孕妇服⽤时会造成胎⼉伤害，并且已被证明是⼀种强效的动物致畸剂。在兔⼦和⼤⿏的
后代中观察到畸形的剂量分别相当于⼈类最⼤剂量的三分之⼀到两倍。没有对孕妇进⾏充分和良好
对照的研究。如果在怀孕期间使⽤该药或如果患者在接受羟基脲治疗期间怀孕，应告知患者对胎⼉
的潜在危害。应建议有⽣育能⼒的妇⼥在服⽤羟基脲时避免怀孕。

哺乳期使⽤
羟基脲在⼈乳中排泄。由于羟基脲可能对哺乳婴⼉造成严重不良反应，因此在羟基脲治疗期间不建
议⺟乳喂养。

⼉科使⽤
在⼉童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确定。

⽼年⼈使⽤
⽼年患者可能对羟基脲的作⽤更敏感，可能需要较低剂量的⽅案。

⼉科使⽤
在⼉童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确定。

⽼年⼈使⽤
⽼年患者可能对羟基脲的作⽤更敏感，可能需要较低剂量的⽅案。

防范措施

适当时，应告知患者在治疗期间使⽤避孕措施。

同时使⽤羟基脲和其他⻣髓抑制剂或放射治疗可能会增加⻣髓抑制或其他不良反应的⽔平（⻅4.4 
特别警告和使⽤注意事项和4.8 不良影响）。

应告知患者保持⾜够的液体摄⼊量，并就错过的剂量咨询医⽣。

羟基脲治疗需要密切监督。⾎液的完整状态，包括⻣髓检查（如有指征）以及肾功能和肝功能应在
治疗前和治疗期间反复确定。⾎红蛋⽩⽔平、总⽩细胞计数和⾎⼩板计数应⾄少每周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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羟基脲治疗过程。如果⽩细胞计数降⾄低于 2500/mm3, 或⾎⼩板计数低于 100 000/mm3，应中断
治疗，直到数值显着上升⾄正常⽔平。如果发⽣贫⾎，应通过全⾎替代治疗，⽽不中断羟基脲治
疗。

4.5 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和其他形式的相互作⽤
同时使⽤羟基脲和其他⻣髓抑制剂或放射治疗可能会增加⻣髓抑制或其他不良事件反应的可能性
（⻅4.4 特别警告和使⽤注意事项和4.8 不良影响）。

由于羟基脲可能会升⾼⾎清尿酸⽔平，因此可能需要调整排尿酸药物的剂量。

体外研究表明，羟基脲处理的细胞中阿糖胞苷的活性显着增加。这种相互作⽤是否会导致临床环境
中的协同毒性或是否需要修改阿糖胞苷剂量尚未确定。

研究表明，羟基脲对⽤于测定尿素、尿酸和乳酸的酶（脲酶、尿酸酶和乳酸脱氢酶）存在分析⼲
扰，从⽽导致接受羟基脲治疗的患者的这些结果错误地升⾼。由于羟基脲可能会升⾼⾎清尿酸⽔
平，因此可能需要调整排尿酸药物的剂量。

同时使⽤活疫苗会增加致命的全⾝性疫苗疾病的⻛险。不推荐免疫抑制患者接种活疫苗。

疫苗接种

Hydrea 与活病毒疫苗同时使⽤可能会增强疫苗病毒的复制和/或可能增加疫苗病毒的不良反应，因
为 Hydrea 可能会抑制正常的防御机制。服⽤ Hydrea 的患者接种活疫苗可能会导致严重感染。患
者对疫苗的抗体反应可能会降低。应避免使⽤活疫苗，并寻求个别专家的建议。

4.6 ⽣育、妊娠和哺乳
⽣育能⼒

在男性中观察到⽆精⼦症或少精⼦症，有时是可逆的。在开始治疗之前，应告知男性患者保留精⼦
的可能性。

羟基脲可能具有遗传毒性。建议接受治疗的男性在治疗期间和治疗后⾄少 1 年内使⽤安全的避孕措
施。（⻅ 4.8 不良影响）

应建议有⽣殖潜⼒的⼥性患者在治疗期间和治疗后⾄少 6 个⽉内使⽤有效的避孕措施。

怀孕

羟基脲在给孕妇服⽤时会造成胎⼉伤害，并且已被证明是⼀种强效的动物致畸剂。在兔⼦和⼤⿏的
后代中观察到畸形的剂量分别相当于⼈类最⼤剂量的三分之⼀到两倍。没有对孕妇进⾏充分和良好
对照的研究。如果在怀孕期间使⽤该药或如果患者在接受羟基脲治疗期间怀孕，应告知患者对胎⼉
的潜在危害。应建议有⽣育能⼒的妇⼥在服⽤羟基脲时避免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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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

羟基脲在⼈乳中排泄。由于羟基脲可能对哺乳婴⼉造成严重不良反应，因此在羟基脲治疗期间不建
议⺟乳喂养。

4.7 对驾驶和使⽤机器能⼒的影响
由于羟基脲可能导致嗜睡和其他神经系统影响，因此建议患者在出现这些症状或知道其个体易感性
之前不要驾驶或操作机器。

4.8 不良影响
⾎液学

不良反应主要是⻣髓抑制（⽩细胞减少、贫⾎，偶尔还有⾎⼩板减少）。溶⾎性贫⾎。（看4.4 特
别警告和使⽤注意事项）。

胃肠道

不良胃肠道症状包括⼝腔炎、厌⻝、恶⼼、呕吐、腹泻和便秘。

⽪肤

⽪肤反应包括斑丘疹、⾯部红斑和外周红斑、⽪肤溃疡、⽪肌炎样⽪疹、⽪肤红斑狼疮。脱发很少
发⽣。⼀些患者在使⽤羟基脲进⾏数年的⻓期⽇常维持治疗后，已观察到⾊素沉着过度、指甲⾊素
沉着、红斑、⽪肤和指甲萎缩、脱屑、紫⾊丘疹和脱发。⽪肤癌也很少被报道。

神经病学

⼤剂量可能会产⽣中度嗜睡。神经系统障碍很少发⽣，仅限于头痛、头晕、定向障碍、幻觉和抽
搐。

肾

羟基脲偶尔会引起肾⼩管功能的暂时性损害，并伴有⾎清尿酸、BUN 和肌酐⽔平的升⾼。排尿困
难很少发⽣。

肌⾁⻣骼和结缔组织疾病

系统性红斑狼疮。

呼吸

间质性肺病、肺炎、肺泡炎、过敏性肺泡炎、咳嗽。

超敏反应

药物性发热
据报道，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住院的⾼烧（> 39°C）与胃肠道、肺部、肌⾁⻣骼、肝胆、⽪肤病或⼼
⾎管表现同时出现。发病通常发⽣在开始后 6 周内，并在停⽤羟基脲后迅速消退。再次给药后24⼩
时内再次出现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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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也有发热、寒战、不适、虚弱、⽆精⼦症、少精⼦症、胆汁淤积、肝炎、肿瘤溶解综合征和肝酶升
⾼的报道。

羟基脲与急性肺部反应（包括弥漫性肺浸润、纤维化、肺⽔肿、发热和呼吸困难）的发⽣有关的报
道很少。

⻣髓增⽣性疾病患者在使⽤羟基脲治疗期间发⽣⽪肤⾎管炎毒性，包括⾎管炎性溃疡和坏疽。这些
⾎管毒性最常⻅于有⼲扰素治疗反应史或⽬前正在接受⼲扰素治疗反应的患者（⻅4.4 特别警告和
使⽤注意事项）。

在接受羟基脲与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尤其是去羟肌苷联合司他夫定）联合治疗的 HIV 感染患者中，
已报告了致命和⾮致命胰腺炎和肝毒性以及严重的周围神经病变。使⽤羟基脲与去羟肌苷、司他夫
定和茚地那⻙联合治疗的患者 CD4 细胞平均下降约 100/mm33

（看4.4 特别警告和使⽤注意事项）。

联合羟基脲和放射治疗

联合使⽤羟基脲和放射治疗观察到的不良反应与单独使⽤羟基脲所报道的相似。这些影响主要包括
⻣髓抑制（贫⾎和⽩细胞减少）和胃刺激。⼏乎所有接受⾜够疗程的羟基脲和放射治疗的患者都会
同时出现⽩细胞减少症。⾎⼩板计数减少（<100,000/mm3) 很少发⽣，并且仅在存在明显的⽩细
胞减少症的情况下发⽣。单独照射和与羟基脲治疗联合使⽤也有胃痛的报道。

应该记住的是，单独照射治疗剂量会产⽣与羟基脲相同的不良反应；联合治疗可能会增加这些副作
⽤的发⽣率和严重程度。

尽管照射部位的粘膜炎症（粘膜炎）仅归因于照射，但⼀些研究⼈员认为更严重的病例是由于联合
治疗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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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受超过通常推荐剂量数倍剂量的羟基脲的患者中已报告了急性⽪肤粘膜毒性。观察到疼痛、紫
罗兰⾊红斑、⼿掌和⾜底⽔肿、继之⼿⾜脱屑、⽪肤强烈的全⾝性⾊素沉着过度和严重的急性⼝腔
炎。

在药物过量的情况下，⽴即进⾏洗胃，然后进⾏⽀持性⼼肺治疗。造⾎系统的⻓期监测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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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治疗组：其他抗肿瘤药，ATC代码：L01XX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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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法描述羟基脲产⽣其细胞毒性作⽤的确切机制。然⽽，组织培养、⼤⿏和⼈的各种研究报
告⽀持这样的假设，即羟基脲会⽴即抑制 DNA 合成⽽不⼲扰核糖核酸或蛋⽩质的合成。这⼀假设
解释了为什么在某些条件下，羟基脲可能会引起致畸作⽤。

三种作⽤机制已被假设⽤于增加羟基脲疗法与照射对头颈部鳞状细胞（表⽪样）癌的同时使⽤的有
效性。体外使⽤中国仓⿏细胞的研究表明，羟基脲 (1) 对正常的抗辐射 S 期细胞是致命的，并且 (2) 
使细胞周期的其他细胞处于 G1 或 DNA 合成前阶段，这些细胞最容易受到影响的辐照。第三种作⽤
机制的理论基础是体外HeLa 细胞的研究；似乎羟基脲通过抑制DNA合成，阻碍了受损但未被辐射
杀死的细胞的正常修复过程，从⽽降低了它们的存活率；RNA和蛋⽩质合成没有显⽰出改变。

5.2 药代动⼒学特性
⼈体⼝服后，羟基脲很容易从胃肠道吸收。药物在 2 ⼩时内达到⾎清浓度峰值。约 80% 的⼝服或
静脉剂量 7 ⾄ 30 mg/kg 可在 12 ⼩时内从尿液中回收。

羟基脲穿过⾎脑屏障。

5.3 临床前安全数据
动物药理学和毒理学

⼝语LD50羟基脲在⼩⿏中为 7330 mg/kg，在⼤⿏中为 5780 mg/kg，作为单剂量给药。

在⼤⿏的亚急性和慢性毒性研究中，最⼀致的病理学发现是明显的剂量相关的轻度⾄中度⻣髓发育
不全以及肺充⾎和肺部斑块。在最⾼剂量⽔平（1260 毫克/公⽄/天，持续 37 天，然后 2520 毫克/
公⽄/天，持续 40 天）时，会出现睾丸萎缩⽽没有精⼦发⽣。在⼀些动物中发现了伴有脂肪变态的
肝细胞损伤。在狗中，除了较低的剂量⽔平外，轻度⾄显着的⻣髓抑制是⼀致的发现。此外，在较
⾼的剂量⽔平（140 ⾄ 420 毫克或 140 ⾄ 1260 毫克/公⽄/周，每周 3 或 7 天，持续 12 周）时，发
现⽣⻓迟缓、⾎糖值略有升⾼以及肝脏或脾脏含铁⾎⻩素沉着症，注意到可逆的⽣精停滞。在更⾼
的地⽅，通常致命的剂量（400 ⾄ 800 毫克/公⽄/天，持续 7 ⾄ 15 天），在肺、脑和泌尿道中发
现出⾎和充⾎。在超过临床⽔平的某些种类的实验动物中观察到⼼⾎管效应（⼼率、⾎压、体位性
低⾎压、⼼电图变化）和⾎液学变化（轻微溶⾎、轻微⾼铁⾎红蛋⽩⾎症）。

致癌、突变、⽣育⼒受损

羟基脲具有明确的基因毒性，是⼀种假定的跨种属致癌物，这意味着对⼈类有致癌⻛险。在接受⻓
期羟基脲治疗⻣髓增殖性疾病（如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和⾎⼩板增多症）的患者中，已有继发性⽩⾎
病的报道；尚不清楚这种致⽩⾎病作⽤是否继发于羟基脲或患者的基础疾病。在接受⻓期羟基脲的
患者中也有⽪肤癌的报道。

6 药物特性

6.1 辅料清单
柠檬酸，
乳糖，
硬脂酸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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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钠，
明㬵和，
㬵囊着⾊剂（⼆氧化钛、⾚藓红、靛蓝胭脂红和氧化铁⻩）。印刷油墨：OPACODE 
1-S-277002。

6.2 不兼容
不适⽤。

6.3 保质期
玻璃瓶：⾃⽣产之⽇起 36 个⽉，在 30°C 或以下储存

瓶⼦，塑料，HDPE，带⼉童防护盖：⾃⽣产之⽇起 18 个⽉，在 30°C 或以下储存。

6.4 储存的特殊注意事项
30°C以下储存；避免过热；保持瓶⼦紧闭。分配在密封容器中。

6.5 容器的性质和内容物
瓶⼦，玻璃，100 粒㬵囊。

瓶⼦，塑料，HDPE，带⼉童防护盖，100 粒㬵囊。

并⾮所有包装类型都可以销售。

6.6 处置的特殊注意事项
为尽量减少⽪肤暴露的⻛险，在处理含有 Hydrea 㬵囊的瓶⼦时，请始终佩戴防渗⼿套。这包括临
床环境、药房、储藏室和家庭医疗保健环境中的所有处理活动，包括拆包和检查、设施内的运输以
及剂量准备和给药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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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赞助商

Bristol-Myers Squibb (NZ) Limited 
Private Bag 92518
奥克兰 1141

电话：免费电话 0800 167 567

9 ⾸次批准⽇期

1969 年 12 ⽉ 31 ⽇。

10 ⽂本修订⽇期

2021 年 12 ⽉ 20 ⽇。

变更汇总表

部分已更改 新信息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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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剂量
⽅法
⾏政

和
的

将⽂本与指⽰措辞对⻬

4.6 ⽣育能⼒，
怀孕和
哺乳期

添加以下⽂本：
应建议有⽣殖潜⼒的⼥性患者在治疗期间和治疗后⾄少 6 个⽉内使⽤有效
的避孕措施。
将⽂本从致癌、突变、⽣育⼒障碍中移出，并将⽂本添加到参考第 4.8 
节。

®Hydrea 是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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