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MNIPAQUE™（碘海醇）注射液

140 180 240 300 350

140 350 不⽤于鞘内使⽤

第 I 部分 - 鞘内 第 II 部分 - ⾎管内 第 
III 部分 - ⼝腔/体腔使⽤

仅接收

描述
Iohexol,N,N´ - Bis(2,3-dihydroxypropyl)-5-[N-(2,3-dihydroxypropyl)-acetamido]-2,4,6-
triiodoisophthalamide，是⼀种⾮离⼦型⽔溶性放射造影剂分⼦量821.14（碘含量
46.36%）。在⽔溶液中，每个三碘化分⼦保持未解离。化学结构为：

OMNIPAQUE 以⽆菌、⽆热原、⽆⾊⾄淡⻩⾊溶液的形式提供，碘浓度如下：140、180、
240、300 和 350 mgI/mL。OMNIPAQUE 140 含有 302 毫克碘海醇，相当于每毫升 140 毫克
有机碘；OMNIPAQUE 180 含有 388 毫克碘海醇，相当于每毫升 180 毫克有机碘；
OMNIPAQUE 240 含有 518 毫克碘海醇，相当于每毫升 240 毫克有机碘；OMNIPAQUE 300 
含有 647 毫克碘海醇，相当于每毫升 300 毫克有机碘；OMNIPAQUE 350 含有 755 毫克碘海
醇，相当于每毫升 350 毫克有机碘。每毫升碘海醇溶液含有 1.21 mg 氨丁三醇和 0.1 mg 依地
酸钙⼆钠，⽤盐酸或氢氧化钠将 pH 值调节在 6.8 和 7.7 之间。所有溶液均经过⾼压灭菌，不
含防腐剂。必须丢弃未使⽤的部分。碘海醇溶液对光敏感，因此应避免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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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浓度具有以下物理特性：

绝对
粘度

(cp)
浓度

(mgI/mL)
渗透压*

(mOsm/kg ⽔)
渗透压
(mOsm/L)

具体的
重⼒

20°C
2.3
3.1
5.8

11.8
20.4

37°C
1.5
2.0
3.4
6.3

10.4

37°C
1.164
1.209
1.280
1.349
1.406

140
180
240
300
350

* 通过蒸⽓压渗透法。

322
408
520
672
844

273
331
391
465
541

如上表所⽰，OMNIPAQUE 140、OMNIPAQUE 180、OMNIPAQUE 240、OMNIPAQUE 
300 和 OMNIPAQUE 350 的渗透压约为⾎浆（285 mOsm/kg ⽔）或脑脊液（301 mOsm/
kg ⽔）的 1.1 ⾄ 3.0 倍，以及在使⽤条件下是⾼渗的。

第⼀节
临床药理学——鞘内注射

碘海醇从脑脊液 (CSF) 中吸收到⾎液中，并通过肾脏排泄消除。不发⽣显着的代谢、脱碘
或⽣物转化。
在通过腰椎鞘内注射接受 16 ⾄ 18 毫升碘海醇 (180 mgI/mL) 的 5 名成年患者中，⼤约 88% 
(73.1-98.2)% 的注射剂量在给药后的最初 24 ⼩时内从尿液中排出。肾脏和⾝体清除率分别为
每分钟 99 (47-137) 毫升和每分钟 109 (52-138) 毫升。平均最⼤⾎浆浓度为每毫升 119 
(72-177) 微克碘海醇，发⽣在 3.8 (2-6) ⼩时后。分布容积为每公⽄ 557 (350-849) 毫升。在
⼀名患有⼤脊髓肿瘤的患者中，排泄延迟（67% 的剂量在最初的 24 ⼩时内出现在尿液中），
⽽ 48 ⼩时后尿液中的总恢复量没有差异。

介质的初始浓度和体积，连同适当的患者操作和放置介质的脑脊液体积，将决定可以达到的
诊断对⽐的程度。

在常规射线照相中进⾏鞘内注射后，OMNIPAQUE 180、OMNIPAQUE 240 和 OMNIPAQUE 
300 将继续提供良好的诊断对⽐剂⾄少 30 分钟。碘海醇在整个脑脊液中缓慢扩散，随后吸收
到⾎流中。⼀旦进⼊体循环，碘海醇⼏乎没有与⾎清或⾎浆蛋⽩结合的趋势。在注射后约 1 
⼩时，诊断质量的对⽐将不再可⽤于常规脊髓造影。如果要进⾏计算机断层扫描 (CT) 脊髓造
影，应考虑延迟数⼩时以降低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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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到腰椎蛛⽹膜下腔后，计算机断层扫描显⽰，在⼤约 1 ⼩时内，胸部区域出现对⽐
剂，⼤约 2 ⼩时出现在颈部区域，3 到 4 ⼩时后出现在基底池中。

在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中，根据肾功能不全的程度，由于肾脏排泄减少，预计⾎浆碘海醇⽔
平会延⻓。

适应症和⽤法——鞘内
OMNIPAQUE 180、OMNIPAQUE 240 和 OMNIPAQUE 300 适⽤于成⼈鞘内给药，包括脊髓
造影（腰椎、胸椎、颈椎、全柱状）和计算机断层扫描（脊髓造影、脑池造影、脑室造影）
的对⽐增强。

OMNIPAQUE 180 适⽤于⼉童的鞘内给药，包括脊髓造影（腰椎、胸椎、颈椎、全柱状）和
计算机断层扫描（脊髓造影、脑池造影）的对⽐增强。

禁忌症——鞘内注射
OMNIPAQUE 不应⽤于已知对碘海醇过敏的患者。在可能存在菌⾎症的明显局部或全⾝感染
的情况下，不应进⾏脊髓造影。

禁⽌⽤ OMNIPAQUE 鞘内注射⽪质类固醇。
由于药物过量的可能性，在发⽣技术故障时⽴即重复脊髓造影是禁忌的（⻅剂量和给药）。

警告—⼀般
严重不良事件——⽆意的鞘内给药 由于⽆意鞘内注射了不适合鞘内使⽤的碘化造影剂，已报
告了严重的不良反应。这些严重的不良反应包括：死亡、抽搐、脑出⾎、昏迷、瘫痪、蛛⽹
膜炎、急性肾功能衰竭、⼼脏骤停、癫痫发作、横纹肌溶解、体温过⾼和脑⽔肿。必须特别
注意确保 OMNIPAQUE 140 和 350 不是鞘内给药。（所有其他浓度的 OMNIPAQUE 都被批准
⽤于鞘内给药。）

如果遇到严重⾎性 CSF，则应根据对患者的⻛险考虑脊髓造影术可能带来的益处。

建议有癫痫病史、严重⼼⾎管疾病、慢性酒精中毒或多发性硬化症病史的患者慎⽤。

⽼年患者在接受脊髓造影后可能会出现更⼤的⻛险。应仔细评估这些患者的⼿术需求。必须
特别注意培养基的剂量和浓度、⽔合作⽤和使⽤的技术。

正在接受抗惊厥药的患者应继续接受这种治疗。如果发⽣癫痫发作，建议静脉注射地西泮或
苯巴⽐妥钠。对于有癫痫发作史但未接受抗惊厥治疗的患者，应考虑使⽤巴⽐妥类药物进⾏
术前⽤药。

对于有证据表明⼤量或集中的对⽐剂意外进⼊颅内的患者，应考虑使⽤巴⽐妥类药物进⾏预
防性抗惊厥治疗，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增加癫痫发作的⻛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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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癫痫发作阈值的药物，尤其是吩噻嗪衍⽣物，包括那些⽤于其抗组胺特性的药物，不推
荐与 OMNIPAQUE ⼀起使⽤。其他包括 MAO 抑制剂、三环类抗抑郁药、CNS 兴奋剂和描述
为兴奋剂、主要镇静剂或抗精神病药物的精神活性药物。虽然这些药物的作⽤尚未确定，但
这些药物的使⽤应基于医⽣对潜在益处和潜在⻛险的评估。医⽣在⼿术前⾄少 48 ⼩时和⼿术
后⾄少 24 ⼩时已停⽤这些药物。

在患者管理中需要⼩⼼，以防⽌⼤剂量或集中推注介质意外进⼊颅内。此外，应努⼒避免介
质的快速分散导致⽆意中上升到颅内⽔平（例如，通过积极的患者运动）。不推荐直接在脑
池内或⼼室内进⾏标准放射摄影（不是 CT）。

在⼤多数报告的⾮离⼦脊髓介质引起的主要运动性癫痫病例中，存在以下⼀种或多种因素。
因此避免：
· 偏离推荐的程序或脊髓造影管理。
· ⽤于有癫痫病史的患者。
· 过量。
· ⾼浓度培养基推注或过早扩散进⼊颅内。
· 服⽤抗精神病药物或吩噻嗪类抗恶⼼药。
· 在⼿术过程中、担架上或床上未能保持头部抬⾼。
· 过度且特别活跃的患者运动或紧张。

注意事项——⼀般
涉及使⽤不透射线诊断剂的诊断程序应在受过必要培训并全⾯了解要执⾏的特定程序的⼈员
的指导下进⾏。应有适当的设施来应对⼿术的任何并发症，以及对造影剂本⾝的严重反应进
⾏紧急处理。由于发⽣了严重的延迟反应，在肠胃外施⽤不透射线药物后，应有合格的⼈员
和急救设施⾄少 30 ⾄ 60 分钟可⽤。（⻅不良反应。）

预备性脱⽔是危险的，可能导致晚期⾎管疾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和易感⾮糖尿病患者（通
常是患有肾病的⽼年⼈）的急性肾功能衰竭。这些患者的脱⽔似乎因造影剂的渗透性利尿
作⽤⽽增强. 在使⽤任何造影剂（包括碘海醇）之前和之后，患者应充分补充⽔分。

应始终考虑反应的可能性，包括严重的、危及⽣命的、致命的、过敏反应、⼼⾎管或中枢神
经系统反应（⻅不良反应）。因此，最重要的是提前仔细规划⾏动⽅案，以便⽴即处理严重
反应，并在发⽣任何反应时随时提供⾜够和适当的设施和⼈员。

应始终考虑易感患者发⽣特异反应的可能性（⻅不良反应）。易感⼈群包括但不限于有造影
剂反应史的患者、已知对碘本⾝敏感的患者以及已知临床超敏反应的患者：⽀⽓管哮喘、花
粉热和⻝物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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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异质反应的发⽣促使使⽤了⼏种预测试⽅法。然⽽，不能依靠预测试来预测严重反
应，并且本⾝可能对患者有害。建议在注射任何造影剂之前详细了解过敏和超敏反应的病
史，这可能⽐预先测试更准确地预测潜在的不良反应。

有过敏或超敏反应的阳性病史并不能任意禁⽌在认为必须进⾏诊断程序的情况下使⽤造影
剂，但应谨慎⾏事（⻅不良反应）。应考虑使⽤抗组胺药或⽪质类固醇进⾏术前⽤药以避免
或尽量减少此类患者可能出现的过敏反应。最近的报告表明，这种预处理不能防⽌严重的危
及⽣命的反应，但可以降低其发⽣率和严重程度。

在患有严重肾功能不全或衰竭的患者中，预计会发⽣药物的代偿性胆汁排泄，并缓慢清除到
胆汁中。肝肾功能不全患者不应接受检查，除⾮获益的可能性明显⼤于额外的⻛险。

造影剂的使⽤应由熟悉程序和适当的患者管理的合格⼈员执⾏（参⻅患者管理）。任何脊
柱穿刺都必须使⽤⽆菌技术。

当使⽤⼀次性塑料注射器注射 OMNIPAQUE 时，应将造影剂吸⼊注射器并⽴即使⽤。

如果使⽤⾮⼀次性设备，应⼩⼼谨慎，以防⽌残留清洁剂污染。

给药前应⽬视检查肠胃外产品是否有颗粒物质和变⾊。如果存在颗粒物或变⾊，请勿使
⽤。重复程序：如果根据医⽣的临床判断需要连续或重复检查，应观察给药之间的适当时
间间隔，以使药物从体内正常清除（⻅剂量和给药和临床药理学）。

患者信息（或如果适⽤，⼉童）
应指导接受可注射不透射线诊断剂的患者： 1. 如果您怀孕，请告知您的医⽣（参
⻅临床药理学）。
2. 如果您患有糖尿病或患有多发性⻣髓瘤、嗜铬细胞瘤、纯合镰状细胞病或已知的

甲状腺疾病，请告知您的医⽣（⻅警告）。

3. 如果您对任何药物、⻝物过敏，或者如果您对之前注射过⽤于 X 射线检查的染料有任何
反应，请告知您的医⽣（请参阅注意事项 - 常规）。

4. 在您  服⽤此药之前，请告知您的医⽣您⽬前正在服⽤的任何其他药物，包括⾮处⽅药。

药物相互作⽤
降低癫痫发作阈值的药物，尤其是吩噻嗪衍⽣物，包括那些⽤于抗组胺或抗恶⼼的药物，不
推荐与 OMNIPAQUE ⼀起使⽤。其他包括单胺氧化酶 (MAO) 抑制剂、三环类抗抑郁药、CNS 
兴奋剂、描述为兴奋剂的精神活性药物、主要镇静剂或抗精神病药物。此类药物应在脊髓造
影前⾄少 48 ⼩时停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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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于控制脊髓造影期间或之后的恶⼼或呕吐，并且不应在术后⾄少 24 ⼩时内恢复使⽤。
在使⽤这些药物的患者的⾮选择性⼿术中，考虑预防性使⽤抗惊厥药。

致癌、突变、⽣育⼒受损
尚未进⾏⻓期动物研究来评估致癌可能性、诱变作⽤或 OMNIPAQUE 是否会影响
男性或⼥性的⽣育能⼒。

怀孕类别 B
已在⼤⿏和兔⼦中进⾏了⽣殖研究，剂量⾼达推荐⼈剂量的 100 倍。由于 OMNIPAQUE，没
有证据表明⽣育⼒受损或对胎⼉造成伤害。然⽽，没有针对孕妇的研究。由于动物⽣殖研究
并不总是能预测⼈类的反应，因此只有在明确需要时才应在怀孕期间使⽤这种药物。

哺乳⺟亲
⽬前尚不清楚碘海醇在⼈乳中的排泄程度。然⽽，许多可注射造影剂在⼈乳中以原形排出。
虽然尚未确定哺乳婴⼉会发⽣严重的不良反应，但在给哺乳妇⼥使⽤⾎管内造影剂时应谨
慎。在 OMNIPAQUE 给药后 24 ⼩时内，奶瓶喂养可替代⺟乳喂养。

⼉科使⽤
在使⽤对⽐剂期间发⽣不良事件⻛险较⾼的⼉科患者可能包括患有哮喘、对药物和/或过敏
原敏感、充⾎性⼼⼒衰竭、⾎清肌酐⼤于 1.5 mg/dL 或年龄⼩于 12 个⽉的患者。

不良反应——鞘内
使⽤ OMNIPAQUE 最常报告的不良反应是头痛、轻度⾄中度疼痛，包括背痛、颈痛和僵硬、
恶⼼和呕吐。这些反应通常发⽣在注射后 1 到 10 ⼩时，⼏乎都发⽣在 24 ⼩时内。它们的程
度通常为轻度⾄中度，持续数⼩时，通常在 24 ⼩时内消失。很少，头痛可能很严重或持续数
天。头痛通常伴有恶⼼和呕吐，并且在⽔分不⾜的患者中往往更加频繁和持续。⽣命体征可
能会出现短暂的变化，其重要性必须根据个⼈情况进⾏评估。根据对 1531 名患者的临床研
究，在 OMNIPAQUE 临床研究中报告的那些反应按发⽣率降序排列如下。

头痛：脊髓造影后最常⻅的不良反应是头痛，发⽣率约为 18%。头痛可能是由造影剂的直
接作⽤或硬脑膜穿刺部位的脑脊液渗漏引起的。然⽽，在管理患者时，通过体位管理尽量
减少对⽐剂进⼊颅内被认为⽐试图控制可能的 CSF 泄漏更重要（⻅患者管理）。

痛：注射后出现轻度⾄中度疼痛，包括背痛、颈痛和僵硬，以及神经痛，发⽣率约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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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和呕吐：据报道，恶⼼的发⽣率约为 6%，呕吐的发⽣率约为 3%（⻅患者管理）。保持
正常的⽔合作⽤⾮常重要。不推荐使⽤吩噻嗪类抗恶⼼药。（⻅警告——⼀般。） 向患者保
证恶⼼通常会消失，这就是所需要的。

头晕：据报道，⼤约 2% 的患者出现⼀过性头晕。
其他反应：发⽣率低于 0.1% 的其他反应包括：沉重感、低⾎压、张⼒亢进、热感、出汗、
眩晕、⻝欲不振、嗜睡、⾼⾎压、畏光、⽿鸣、神经痛、感觉异常、排尿困难、和神经变
化。所有这些都是短暂的和轻微的，没有临床后遗症。

⼉科
在涉及 152 名通过腰椎穿刺进⾏⼉科脊髓造影的对照临床试验中，使⽤ OMNIPAQUE 180 后
的不良事件通常低于成⼈。

头痛：
呕吐：
背痛：
其他反应：其他发⽣率低于 0.7% 的反应包括：发烧、荨⿇疹、胃痛、幻视和神经系统变
化。所有这些都是短暂的和轻微的，没有临床后遗症。

9%
6%

1.3%

造影剂的⼀般不良反应
除了以上讨论的不良反应外，医⽣还应保持警惕，特别是⽂献中报道的其他⾮离⼦⽔溶性⻣
髓介质的下列反应，很少使⽤碘海醇。这些包括但不限于抽搐、⽆菌性和细菌性脑膜炎，以
及 CNS 和其他神经障碍。

⽆菌性脑膜炎综合征的报道很少（少于 0.01%）。它通常先于明显的头痛、恶⼼和呕吐。发
病通常发⽣在术后 12 ⾄ 18 ⼩时。突出的特征是脑膜炎、发烧，有时伴有动眼神经症状和精
神错乱。腰椎穿刺显⽰⽩细胞计数⾼、蛋⽩质含量⾼，通常伴有低葡萄糖⽔平和不存在⽣物
体。病情通常在发病后 10 ⼩时左右开始⾃愈，2 ⾄ 3 天后完全恢复。

过敏或异质性：寒战、发热、⼤量出汗、瘙痒、荨⿇疹、鼻塞、呼吸困难和格林-巴利综合
征病例。
中枢神经系统刺激：轻度和短暂的知觉异常，例如幻觉、⼈格解体、健忘症、敌意、弱视、
复视、畏光、精神病、失眠、焦虑、抑郁、感觉过敏、视觉或听觉或⾔语障碍、混乱和迷失
⽅向。此外，还出现不适、虚弱、抽搐、脑电图改变、脑膜炎、反射亢进或反射消失、张⼒
亢进或弛缓、偏瘫、瘫痪、四肢瘫痪、烦躁不安、震颤、回声、回声、震颤、脑出⾎和⾔语
障碍。

严重的精神障碍也很少被报道。它们通常由各种形式和程度的失语、精神错乱或迷失⽅向组
成。发病时间通常为 8 ⾄ 10 ⼩时，持续约 24 ⼩时，⽆后遗症。然⽽，他们偶尔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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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表现为忧虑、激动或逐渐退缩，直⾄嗜睡、昏迷和昏迷。在少数情况下，这些
伴随着短暂的听⼒损失或其他听觉症状和视觉障碍（被认为是主观的或妄想的），包括可能
持续数⼩时的单侧或双侧视⼒丧失。在⼀种情况下，据报道持续性⽪质视⼒丧失与抽搐有
关。已报告⼼室传导阻滞；反应事件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健忘症。

很少报告腿部或眼部肌⾁持续但短暂的⽆⼒。外周神经病很少⻅且是暂时的。它们包括感觉
和/或运动或神经根障碍、脊髓炎、持续性腿部肌⾁疼痛或⽆⼒、第 6 神经⿇痹或⻢尾综合
征。肌⾁痉挛、肌束震颤或肌阵挛、脊柱抽搐或痉挛是不常⻅的，并且对⼩剂量的地西泮静
脉注射反应迅速。⼀般⽽⾔，已知在胃肠外给予碘化造影剂时发⽣的反应对于任何⾮离⼦剂
都是可能的。⼤约 95% 的伴随使⽤⽔溶性造影剂的不良反应是轻度⾄中度的。然⽽，严重
的、危及⽣命的、过敏反应和致命反应，

注射造影剂的不良反应分为两类：化学毒性反应和异质反应。

化学毒性反应由造影剂的物理化学性质、剂量和注射速度引起。所有由造影剂灌注的器官或
⾎管的⾎流动⼒学紊乱和损伤都属于这⼀类。

异质反应包括所有其他反应。它们更常⻅于 20 ⾄ 40 岁的患者。异质反应可能取决于也可能
不取决于注射剂量、注射速度和放射照相程序。特异反应分为轻微、中度和严重。轻微反应
是⾃限性的，持续时间短；严重的反应会危及⽣命，治疗是紧急和强制性的。

据报道，有过敏史的患者对造影剂的不良反应发⽣率是⼀般⼈群的两倍。以前对造影剂有反
应史的患者⽐其他患者敏感三倍。然⽽，对对⽐剂的敏感性似乎不会随着重复检查⽽增加。

⼤多数注射造影剂的不良反应在注射开始后 1 ⾄ 3 分钟内出现，但也可能出现延迟反应。

药物过量
尚未报告 OMNIPAQUE 过量的临床后果。然⽽，根据使⽤其他⾮离⼦脊髓造影剂的经验，
医⽣应警惕 CNS 介导反应的频率和严重程度的潜在增加。如果在⼿术过程中或⼿术后⽴即
对患者进⾏不正确的管理，导致⼤部分培养基⽆意中早期进⼊颅内，即使使⽤推荐剂量也会
产⽣相当于过量⽤药的效果。

脑池内 LD50OMNIPAQUE 的值（以每千克体重的碘克数计）在⼩⿏中⼤于 2.0。

8

参考编号：4080358



剂量和给药 - 鞘内
OMNIPAQUE 180、OMNIPAQUE 240 或 OMNIPAQUE 300 的体积和浓度将取决于检查区域
所需的对⽐度和程度以及所使⽤的设备和技术。

推荐使⽤浓度为 180 mgI/mL 的 OMNIPAQUE 180、浓度为 240 mgI/mL 的 OMNIPAQUE 
240 或浓度为 300 mgI/mL 的 OMNIPAQUE 300 ⽤于成⼈腰椎、胸椎和颈椎区域的检查：
腰椎或颈椎直接注射，对脑脊液有轻微的⾼渗性。

推荐使⽤浓度为 180 mgI/mL 的 OMNIPAQUE 180 通过腰椎注射检查⼉童的腰椎、胸椎和颈
椎区域，并且对 CSF 有轻微的⾼渗性。

在单次脊髓造影检查中，成⼈碘的总剂量不应超过 3060 mg 或浓度为 300 mgI/mL，⼉童
不应超过 2700 mg 碘的总剂量或浓度为 180 mgI/mL。 这是基于迄今为⽌的临床试验评
估。与所有诊断程序⼀样，应使⽤产⽣充分可视化的最⼩体积和剂量。⼤多数程序不需要最
⼤剂量或浓度。

不需要⿇醉。通常不需要术前镇静剂或镇静剂（⻅注意事项）。在使⽤对⽐剂之前和之后，
患者应充分补充⽔分。有癫痫发作倾向的患者应继续服⽤抗惊厥药物。许多不透射线的造影
剂不相容体外使⽤⼀些抗组胺药和许多其他药物；因此，并发药物不应与造影剂物理混合。 
注射速度：为避免与 CSF 过度混合并随后稀释造影剂，注射应在 1 ⾄ 2 分钟内缓慢进⾏。

根据⼿术可能需要的造影剂的估计体积，可以去除少量的脑脊液，以尽量减少蛛⽹膜下腔
的膨胀。

腰椎或颈椎穿刺针可在注射后⽴即移除，因为在注射到蛛⽹膜下腔后⽆需移除 
OMNIPA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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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于成⼈腰椎、胸椎、颈椎和总柱状脊髓造影的通常推荐总剂量为 1.2 gI ⾄ 
3.06 gI，如下所⽰：

浓度
(mgI/mL)

体积
(毫升)

剂量
(g)程序

腰椎
脊髓造影
（通过腰椎
注射）

配⽅

欧尼帕克 180
欧尼帕克 240

180
240

10-17
7-12.5

1.8-3.06
1.7-3.0

胸椎
脊髓造影
（通过腰椎
或宫颈
注射）

欧尼帕克 240
欧尼帕克 300

240
300

6-12.5
6-10

1.7-3.0
1.8-3.0

颈椎
脊髓造影
（通过腰椎
注射）

欧尼帕克 240
欧尼帕克 300

240
300

6-12.5
6-10

1.4-3.0
1.8-3.0

颈椎
脊髓造影
（通过 C1-2
注射）

欧尼帕克 180
欧尼帕克 240
欧尼帕克 300

180
240
300

7-10
6-12.5
4-10

1.3-1.8
1.4-3.0
1.2-3.0

全部的
柱状

脊髓造影
（通过腰椎
注射）

欧尼帕克 240
欧尼帕克 300

240
300

6-12.5
6-10

1.4-3.0
1.8-3.0

⼉科：通过腰椎穿刺对⼉童进⾏腰椎、胸椎、颈椎和/或总柱状脊髓造影的通常推荐总剂
量为 0.36 gI ⾄ 2.7 gI（⻅下表）。实际给药量很⼤程度上取决于患者年龄，建议遵循以下
指南。

浓
(mgI/mL)

180
180
180
180
180

体积
(毫升)
2-4
4-8

5-10
5-12
6-15

剂量
(g)

0.36-0.72
0.72-1.44

0.9-1.8
0.9-2.16
1.08-2.7

年龄
0 ⾄ < 3 个⽉。
3 ⾄ < 36 个⽉。
3 ⾄ < 7 岁。
7 ⾄ < 13 岁。
13 ⾄ 1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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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菌条件下使⽤⽆菌注射器从容器中取出造影剂。必须始终在⽆菌条件下进⾏脊
柱穿刺。

给药前应⽬视检查肠胃外产品是否有颗粒物或变⾊。如果存在颗粒物或变⾊，请勿使⽤。
重复程序：如果在医⽣的临床判断中需要连续或重复检查，则应观察给药之间的适当时间
间隔，以使药物从体内正常清除。重复检查前应⾄少间隔 48 ⼩时；但是，只要有可能，建
议 5 到 7 天。

患者管理——常规患者管理的鞘内建议

应始终进⾏良好的患者管理，以尽量减少与⼿术相关的并发症的可能性。

术前
· 应考虑⾄少提前 48 ⼩时停⽤抗精神病药物（包括吩噻嗪类药物，例如氯丙嗪、丙

氯拉嗪和异丙嗪）。
· 在⼿术前2 ⼩时内保持正常饮⻝。
· 确保⽔合液符合程序要求。

过程中
· 使⽤获得满意对⽐所需的最⼩剂量和浓度（参⻅剂量和给药）。

· 在所有定位技术中，保持患者头部⾼于脊柱最⾼⽔平。
· 在颅侧移动造影剂时，不要将检查台的头部降低超过 15°。
· 对于脊柱前凸过度的患者，考虑侧卧位进⾏注射和中头侧的运动。

· 缓慢注射（超过 1 到 2 分钟）以避免过度混合。
· 为了保持⼤剂量，将培养基移⾄远端区域⾮常缓慢地 . 使⽤透视监测。
· 避免⻝团进⼊颅内。
· 避免培养基过早和⾼度向头侧扩散。
· 避免患者突然或主动移动，以尽量减少培养基与脑脊液的过度混合。指导病⼈留下被动的

. 移动病⼈慢慢地 并且仅在必要时。

后处理
· 在将患者移到担架上之前，将担架的头部抬⾼⾄⾄少 30°。
· 在患者完全被动的情况下，上下担架的动作应缓慢进⾏，保持抬起头 位置。

· 在将患者转移到床上之前，将床头抬⾼ 30° ⾄ 45°。
· 建议患者保持卧床不动，保持坐姿或半坐姿，尤其是在最初的⼏个⼩时内。

· 在脊髓造影后保持密切观察⾄少 12 ⼩时。
· 获得来访者的合作以保持患者安静和抬起头 位置，尤其是在最初的⼏个⼩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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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励⼝服液。饮⻝如耐受。
·如果出现恶⼼或呕吐 ，不要使⽤吩噻嗪类⽌吐药。持续的恶⼼和呕吐会导致脱⽔。因

此，建议及时考虑静脉补液。

替代的后处理⽅法
· 最近使⽤⾮离⼦型⽔溶性造影剂的证据表明，在脊髓造影后将患者保持在直⽴位置

（通过轮椅或步⾏）可能有助于将不良反应降⾄最低。直⽴位置可能有助于延迟介质向
上分散并最⼤限度地提⾼脊髓蛛⽹膜的吸收。

第⼆节
临床药理学——⾎管内

⾎管内注射后，碘海醇分布在细胞外液隔室中，并通过肾⼩球滤过以原形排出。它将使造影
剂流动路径中的那些⾎管变得不透明，从⽽允许内部结构的射线照相可视化，直到发⽣显着
的⾎液稀释。

⼤约 90% 或更多的注射剂量在最初的 24 ⼩时内排泄，在给药后的第⼀⼩时内达到尿浓度峰
值。⾎浆和尿液碘海醇⽔平表明碘海醇体内清除率主要是由于肾脏清除率。剂量从 500 mgI/
kg 增加到 1500 mgI/kg 不会显着改变药物的清除率。16 名成⼈受试者静脉注射碘海醇（500 
mgI/kg ⾄ 1500 mgI/kg）后观察到以下药代动⼒学值：肾清除率——120 (86-162) mL/
min；全⾝清除率——131 (98-165) mL/min；和分布容积——165 (108-219) mL/kg。

肾脏蓄积⾜够迅速，以⾄于肾通道的最⼤混浊期最早可在静脉注射后 1 分钟开始。尿路造影
在⼤约 1 到 3 分钟内变得明显，最佳对⽐度出现在 5 到 15 分钟之间。在肾病情况下，特别是
当排泄能⼒改变时，排泄率可能会发⽣不可预测的变化，并且注射后混浊可能会延迟。严重
的肾功能不全可能导致集合系统缺乏诊断性混浊，根据肾功能不全的程度，⾎浆碘海醇⽔平
可能会延⻓。在这些患者以及肾脏未成熟的婴⼉中，通过胆囊进⼊⼩肠的排泄途径可能会增
加。

碘海醇对⾎清或⾎浆蛋⽩的亲和⼒低，与⾎清⽩蛋⽩的结合很差。

不发⽣显着的代谢、脱碘或⽣物转化。
OMNIPAQUE 可能通过简单的扩散穿过⼈类的胎盘屏障。⽬前尚不清楚碘海醇在⼈乳中
的排泄程度。
动物研究表明，碘海醇在⾎管内给药后不会在任何显着程度上穿过完整的⾎脑屏
障。
OMNIPAQUE 通过提⾼射线照相效率来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成像。密度增强的程度与给药剂
量中的碘含量直接相关；快速静脉注射后⽴即出现碘浓度峰值。⾎液⽔平在 5 到 10 分钟内迅
速下降，⾎管室半衰期约为 20 分钟。这可以通过⾎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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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外液体隔室，导致⾎浆浓度初始急剧下降。在⼤约⼗分钟内达到与细胞外隔室的平衡；
此后，下降呈指数级增⻓。

碘海醇在正常和异常组织中的药代动⼒学已被证明是可变的。在推注给药后（15 秒⾄ 120 
秒），对⽐度增强似乎⽴即最⼤。因此，可以通过在注射后 30 到 90 秒内执⾏的⼀系列连续 
2 到 3 秒的扫描（即动态计算机断层扫描成像）来检测最⼤的增强。使⽤连续扫描技术（即
动态 CT 扫描）可以改善肿瘤和其他病变（如脓肿）的增强和诊断评估，偶尔会发现未预料到
的或更⼴泛的疾病。例如，在对⽐增强扫描和增强扫描时，可以将囊肿与带⾎管的实性病变
区分开来。未灌注的质量显⽰出不变的 X 射线吸收（CT 数）。⾎管化病变的特征是⾎管内造
影剂推注后⼏分钟内 CT 数量增加；它可能是恶性、良性或正常组织，但可能不是囊肿、⾎肿
或其他⾮⾎管病变。

因为⾮增强扫描可以为个体患者提供⾜够的诊断信息，所以使⽤可能与⻛险和增加的辐射
暴露相关的对⽐增强的决定应该基于对临床、其他放射学和⾮增强 CT 发现的仔细评估。

头部 CT 扫描
与增强型计算机断层扫描头部成像相⽐，OMNIPAQUE 由于存在正常的⾎脑屏障，因此不会
在正常脑组织中积聚。正常⼤脑中 X 射线吸收的增加是由于⾎池内存在造影剂。脑部恶性肿
瘤中发⽣的⾎脑屏障破裂允许造影剂在肿瘤间质组织内积聚。相邻的正常脑组织不含造影
剂。

在达到峰值⾎碘⽔平后，组织中的最⼤对⽐度增强经常发⽣。最⼤对⽐度增强可能会出现延
迟。在静脉推注给药后⻓达 1 ⼩时，已获得⼤脑的诊断性对⽐增强图像。这种延迟表明，射
线照相对⽐增强⾄少部分依赖于病灶内和⾎池外的含碘介质的积累，尽管这种情况发⽣的机
制尚不清楚。⾮肿瘤性病变（如动静脉畸形和动脉瘤）的影像学增强可能取决于循环⾎池中
的碘含量。

在已知或怀疑⾎脑屏障被破坏的患者中，任何放射造影剂的使⽤都必须根据个体获益⻛险进
⾏评估。然⽽，与离⼦介质相⽐，⾮离⼦介质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毒性较⼩。

⾝体 CT 扫描
与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体成像（⾮神经组织）相⽐，OMNIPAQUE 从⾎管迅速扩散到⾎管
外空间。由于不存在屏障，X 射线吸收的增加与⾎流、造影剂浓度和肿瘤间质组织对造影剂
的提取有关。因此，对⽐度增强是由于正常组织和异常组织之间⾎管外扩散的相对差异，这
与⼤脑中的差异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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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症和⽤法，
⼀般——⾎管内

OMNIPAQUE 350 适⽤于成⼈⼼⾎管造影（⼼室造影、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主动脉造
影，包括主动脉根部、主动脉⼸、升主动脉、腹主动脉及其分⽀的研究、计算机断层扫描
头和⾝体成像的对⽐度增强、静脉数字减影⾎管造影头部、颈部、腹部、肾脏和外周⾎
管、外周动脉造影和排泄性尿路造影。

OMNIPAQUE 350 适⽤于⼉童的⼼⾎管造影（⼼室造影、肺动脉造影和静脉造影；侧⽀动脉
和主动脉造影的研究，包括主动脉根部、主动脉⼸、升主动脉和降主动脉）。

OMNIPAQUE 300 适⽤于成⼈主动脉造影，包括主动脉⼸、腹主动脉及其分⽀的研究、
计算机断层扫描头和⾝体成像的对⽐增强、脑动脉造影、外周静脉造影（静脉造影）和
排泄性尿路造影。

OMNIPAQUE 300 适⽤于⼉童的⼼⾎管造影（⼼室造影）、排泄性尿路造影和计算机断层扫
描头部成像的对⽐增强。
OMNIPAQUE 240 适⽤于成⼈计算机断层扫描头部成像和外周静脉造影（静脉造影）的对
⽐度增强。
OMNIPAQUE 140 适⽤于成⼈的头部、颈部、腹部、肾脏和外周⾎管的动脉内数字减影⾎管
造影。
OMNIPAQUE 240 适⽤于⼉童计算机断层扫描头部成像的对⽐度增强。

禁忌症
OMNIPAQUE 不应⽤于已知对碘海醇过敏的患者。

警告—⼀般
⾮离⼦碘造影剂抑制⾎液凝固，体外，⼩于离⼦造影剂。据报道，当⾎液与含有⾮离⼦造
影剂的注射器保持接触时会发⽣凝⾎。

在使⽤离⼦型和⾮离⼦型造影剂进⾏⾎管造影过程中，已报告了严重的、很少致命的⾎栓栓
塞事件，这些事件会导致⼼肌梗塞和中⻛。因此，细致的⾎管内给药技术是必要的，特别是
在⾎管造影过程中，以尽量减少⾎栓栓塞事件。许多因素，包括⼿术时间⻓短、导管和注射
器材料、潜在疾病状态和伴随药物，都可能导致⾎栓栓塞事件的发⽣。由于这些原因，建议
采⽤细致的⾎管造影技术，包括密切注意导丝和导管操作、使⽤歧管系统和/或三通旋塞阀、
经常⽤肝素盐溶液冲洗导管以及尽量缩短⼿术时间。体外凝⾎。

患有严重肝肾功能障碍、严重甲状腺毒症或⻣髓瘤病的患者应特别⼩⼼使⽤ OMNIPAQUE。
不应检查⾎清肌酐⽔平⾼于 3 mg/dL 的糖尿病患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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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明显⼤于额外的⻛险。不建议将 OMNIPAQUE ⽤于⽆尿患者。

不透射线的造影剂对多发性⻣髓瘤或其他副蛋⽩⾎症患者具有潜在危险，尤其是对治疗抵抗
性⽆尿的患者。虽然造影剂和脱⽔都没有单独证明是⻣髓瘤⽆尿的原因，但有⼈推测两者的
结合可能是致病因素。⻣髓瘤患者的⻛险不是禁忌症；但是，需要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不
建议在注射前对这些患者进⾏部分脱⽔，因为这可能使患者易于⻣髓瘤蛋⽩在肾⼩管中沉
淀。包括透析在内的任何形式的治疗都⽆法成功逆转这种影响。⻣髓瘤，最常⻅于 40 岁以上
的⼈，

离⼦型造影剂在静脉内或动脉内注射时，可能会促进镰状细胞病纯合⼦个体的镰状化。

对已知或怀疑患有嗜铬细胞瘤的患者使⽤不透射线材料时应格外⼩⼼。如果医⽣认为此类程
序的可能益处⼤于考虑的⻛险，则可以执⾏该程序；然⽽，注射的不透射线介质的量应保持
在绝对最低限度。应在整个⼿术过程中评估患者的⾎压，并应随时提供治疗⾼⾎压危象的措
施。

甲状腺功能亢进或有⾃主功能甲状腺结节的患者使⽤碘化、离⼦不透射线造影剂后甲状腺⻛
暴的报告表明，在使⽤任何造影剂之前，应在此类患者中评估这种额外的⻛险。

严重的⽪肤不良反应：⾎管内造影剂给药后 1 ⼩时⾄数周可能会出现严重的⽪肤不良反应 
(SCAR)。这些反应包括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和中毒性表⽪坏死松解症 (SJS/TEN)、
急性全⾝发疹性脓疱病 (AGEP) 以及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和全⾝症状的药物反应 (DRESS)。
随着对⽐剂的重复给药，反应的严重程度可能会增加，⽽发作时间可能会减少；预防性药
物可能⽆法预防或减轻严重的⽪肤不良反应。避免将 Omnipaque ⽤于对 Omnipaque 有
严重⽪肤不良反应史的患者。肾功能严重受损和合并肾、肝疾病的患者应谨慎进⾏尿路造
影。

注意事项——⼀般
涉及使⽤不透射线诊断剂的诊断程序应在受过必要培训并全⾯了解要执⾏的特定程序的⼈员
的指导下进⾏。应有适当的设施来应对⼿术的任何并发症，以及对造影剂本⾝的严重反应进
⾏紧急处理。肠胃外施⽤不透射线药物后，由于发⽣了严重的延迟反应，有能⼒的⼈员和急
救设施应在⾄少 30 ⾄ 60 分钟内可⽤（⻅不良反应：⾎管内—⼀般）。

预备性脱⽔是危险的，可能导致晚期⾎管疾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和易感的⾮糖尿病患者（通
常是患有肾病的⽼年⼈）、婴⼉和⼩孩的急性肾功能衰竭。这些患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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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被尿路造影剂的渗透性利尿作⽤增强。据信，排泄性尿路造影前的夜间液体限制通
常不会在正常患者中提供更好的可视化效果。在使⽤任何造影剂（包括碘海醇）之前和
之后，患者应充分补充⽔分。

据报道，患有糖尿病肾病的糖尿病患者和易感的⾮糖尿病患者（通常是患有肾脏疾病的
⽼年⼈）在排泄性尿路造影后发⽣急性肾功能衰竭。因此，在对这些患者进⾏这种放射
照相程序之前，应仔细考虑潜在⻛险。

肾移植受者应在⼿术后⽴即谨慎使⽤排泄性尿路造影。

应始终考虑反应的可能性，包括严重的、危及⽣命的、致命的、过敏反应或⼼⾎管反应
（⻅不良反应：⾎管内——⼀般）。最重要的是提前仔细计划⼀个⾏动⽅案，以便⽴即处理
严重反应，并且在发⽣任何反应时随时提供⾜够和适当的⼈员。

应始终考虑易感患者发⽣异质反应的可能性（⻅不良反应：⾎管内—⼀般）。易感⼈群包括
但不限于有造影剂反应史的患者、已知对碘本⾝敏感的患者以及已知临床超敏反应的患者：
⽀⽓管哮喘、花粉热和⻝物过敏.

严重的异质反应的发⽣促使使⽤了⼏种预测试⽅法。然⽽，不能依靠预测试来预测严重反
应，并且本⾝可能对患者有害。建议在注射任何造影剂之前详细了解过敏和超敏反应的病
史，这可能⽐预先测试更准确地预测潜在的不良反应。

有过敏史或超敏反应的阳性病史并不强制禁⽌在认为必须进⾏诊断程序的情况下使⽤造影
剂，但应谨慎⾏事（⻅不良反应：⾎管内-⼀般）。应考虑使⽤抗组胺药或⽪质类固醇进⾏术
前⽤药以避免或尽量减少此类患者可能出现的过敏反应，并使⽤单独的注射器进⾏给药。最
近的报告表明，这种预处理不能防⽌严重的危及⽣命的反应，但可以降低其发⽣率和严重程
度。

尽管 OMNIPAQUE 的渗透压低于具有可⽐碘浓度的泛影酸盐或碘酞酸盐的离⼦制剂，但充
⾎性⼼⼒衰竭患者循环渗透负荷的潜在暂时性增加在注射期间需要谨慎。应在⼿术后对这些
患者进⾏数⼩时的观察，以检测迟发性⾎流动⼒学障碍。

对选定的成年患者进⾏某些⼿术时可能需要全⾝⿇醉；然⽽，据报道，这些患者的不良反
应发⽣率较⾼，这可能是由于患者⽆法识别不良症状，或⿇醉的降压作⽤会降低⼼输出量
并增加暴露于药物的持续时间。造影剂。

⾼胱氨酸尿症患者应尽可能避免⾎管造影，因为有诱发⾎栓形成和栓塞的⻛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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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造影过程中，在导管操作和造影剂注射期间应牢记去除斑块或损坏或穿孔⾎管壁的可
能性。建议进⾏测试注射以确保正确放置导管。

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应仅在预期获益⼤于潜在⻛险的患者中进⾏。必须权衡慢性肺⽓肿患者
进⾏⼼⾎管造影的固有⻛险与执⾏此程序的必要性。

当使⽤⼀次性塑料注射器注射 OMNIPAQUE 时，应将造影剂吸⼊注射器并⽴即使⽤。

如果使⽤⾮⼀次性设备，应⼩⼼谨慎，以防⽌残留清洁剂污染。

给药前应⽬视检查肠胃外产品是否有颗粒物质和变⾊。如果存在颗粒物或变⾊，请勿使
⽤。

患者信息
应指导接受可注射不透射线诊断剂的患者： 1. 如果您怀孕，请告知您的医⽣（参
⻅临床药理学 - ⾎管内）。

2. 如果您患有糖尿病或患有多发性⻣髓瘤、嗜铬细胞瘤、纯合镰状细胞病或已知的
甲状腺疾病，请告知您的医⽣（⻅警告）。

3. 如果您对任何药物、⻝物过敏，或者如果您对之前注射过⽤于 X 射线检查的染料有任
何反应，请告知您的医⽣（请参阅注意事项 - 常规）。

4. 在您  服⽤此药之前，请告知您的医⽣您⽬前正在服⽤的任何其他药物，包括⾮处⽅药。

5. 建议患者在接受 Omnipaque 后如果出现⽪疹，请告知医⽣。

药物/实验室测试相互作⽤
如果要使⽤含碘同位素来诊断甲状腺疾病，则甲状腺组织的碘结合能⼒可能会在使⽤对⽐剂
后⻓达 2 周内降低。不依赖于碘估计的甲状腺功能测试，例如 T3

树脂摄取或直接甲状腺素测定不受影响。
许多不透射线的造影剂不相容体外使⽤⼀些抗组胺药和许多其他药物；因此，不得将其他
药物与造影剂混合。

致癌、突变、⽣育⼒受损
尚未进⾏⻓期动物研究来评估致癌可能性、诱变作⽤或 OMNIPAQUE 是否会影响
男性或⼥性的⽣育能⼒。

怀孕类别 B
已在⼤⿏和兔⼦中进⾏了⽣殖研究，剂量⾼达推荐⼈剂量的 100 倍。由于 OMNIPAQUE，没
有证据表明⽣育⼒受损或对胎⼉造成伤害。然⽽，没有针对孕妇的研究。由于动物⽣殖研究
并不总是能预测⼈类的反应，因此只有在明确需要时才应在怀孕期间使⽤这种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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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亲
⽬前尚不清楚碘海醇在⼈乳中的排泄程度。然⽽，许多可注射造影剂在⼈乳中以原形排出。
虽然尚未确定哺乳婴⼉会发⽣严重的不良反应，但在给哺乳妇⼥使⽤⾎管内造影剂时应谨
慎。在 OMNIPAQUE 给药后 24 ⼩时内，奶瓶喂养可替代⺟乳喂养。

⼉科使⽤
在使⽤对⽐剂期间发⽣不良事件⻛险较⾼的⼉科患者可能包括患有哮喘、对药物和/或过敏
原敏感、充⾎性⼼⼒衰竭、⾎清肌酐⼤于 1.5 mg/dL 或年龄⼩于 12 个⽉的患者。

不良反应：⾎管内——⼀般
使⽤ OMNIPAQUE 140、OMNIPAQUE 240、OMNIPAQUE 300 和 OMNIPAQUE 350 后的不
良反应通常为轻度⾄中度严重程度。然⽽，严重的、危及⽣命的和致命的反应，主要是⼼⾎
管来源，与使⽤含碘造影剂有关，包括 OMNIPAQUE。造影剂的注射通常与温暖和疼痛的感
觉有关，尤其是在外周⾎管造影中；与许多造影剂相⽐，使⽤ OMNIPAQUE 的疼痛和发热
较少且较轻。

⼼⾎管系统：⼼律失常包括 PVC 和 PAC (2%)、⼼绞痛/胸痛 (1%) 和低⾎压 (0.7%)。据报
道，其他包括⼼⼒衰竭、⼼搏停⽌、⼼动过缓、⼼动过速和⾎管迷⾛神经反应的个体发⽣率
为 0.3% 或更低。在涉及 1485 名患者的对照临床试验中，发⽣了 1 ⼈死亡。这种死亡与碘海
醇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未确定。

神经系统：眩晕（包括头晕和头晕）（0.5%）、疼痛（3%）、视⼒异常（包括视⼒模糊和
光斑）（2%）、头痛（2%）和味觉倒错（1%）。其他包括焦虑、发热、运动和语⾔功能
障碍、抽搐、感觉异常、嗜睡、颈部僵硬、偏瘫、晕厥、颤抖、短暂性脑缺⾎发作、脑梗塞
和眼球震颤等，个体发⽣率为 0.3% 或更低。 呼吸系统：呼吸困难、鼻炎、咳嗽和喉炎，个
体发⽣率为 0.2% 或更低。

胃肠系统：恶⼼ (2%) 和呕吐 (0.7%)。据报道，其他包括腹泻、消化不良、痉挛和⼝⼲，个
体发病率低于 0.1%。 ⽪肤和附件：荨⿇疹 (0.3%)、紫癜 (0.1%)、脓肿 (0.1%) 和瘙痒 
(0.1%)。在该适应症下列出了在特定程序中发⽣显着更⼤程度的个别不良反应。

⼉科
在涉及 391 名患者的⼉科⼼⾎管造影、尿路造影和对⽐增强 CT 头部成像的对照临床试验
中，使⽤ OMNIPAQUE 240、OMNIPAQUE 300 和 OMNIPAQUE 350 后的不良反应通常低于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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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系统：室性⼼动过速 (0.5%)、2:1 ⼼脏传导阻滞 (0.5%)、⾼⾎压 (0.3%) 和贫⾎ 
(0.3%)。
神经系统：疼痛（0.8%）、发热（0.5%）、味觉异常（0.5%）、抽搐（0.3%）。 呼吸
系统：充⾎（0.3%）和呼吸暂停（0.3%）。
胃肠系统：恶⼼ (1%)、低⾎糖 (0.3%) 和呕吐 (2%)。 ⽪肤和附件：⽪疹 
(0.3%)。

造影剂的⼀般不良反应
除了上⾯讨论的那些之外，医⽣应该对不良反应的发⽣保持警惕。

使⽤其他⾎管内含碘造影剂后报告了以下反应，很少使⽤碘海醇。技术引起的反应：⾎肿和
瘀斑。⾎流动⼒学反应：静脉注射后静脉痉挛和⾎栓性静脉炎。⼼⾎管反应：罕⻅的⼼律失
常、反射性⼼动过速、胸痛、紫绀、⾼⾎压、低⾎压、外周⾎管扩张、休克和⼼脏骤停。 内
分泌反应：在成⼈和⼉童患者（包括婴⼉）使⽤含碘对⽐剂后，很少有甲状腺功能测试表明
甲状腺功能减退或短暂的甲状腺抑制。⼀些患者因甲状腺功能减退⽽接受治疗。 ⽪肤和⽪下
组织疾病：反应范围从轻度（⽪疹、红斑、瘙痒、荨⿇疹、⽪肤变⾊）到重度：Stevens-
Johnson 综合征和中毒性表⽪坏死松解症 (SJS/TEN)、急性泛发性发疹性脓疱病 (AGEP) 以
及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和全⾝症状的药物反应 (DRESS ）。肾脏反应：偶尔会出现⼀过性蛋⽩
尿，很少会出现少尿或⽆尿。过敏反应：哮喘发作、鼻和结膜症状、⽪肤反应（例如伴有或
不伴有瘙痒的荨⿇疹）以及多形性⽪疹、打喷嚏和流泪，以及罕⻅的过敏反应。由于此原因
或未知原因，发⽣了罕⻅的死亡事件。与呼吸系统相关的体征和症状：肺或喉⽔肿，⽀⽓管
痉挛，呼吸困难;或对神经系统： 烦躁，颤抖，抽搐。其他反应：潮红、疼痛、温暖、⾦属
味、恶⼼、呕吐、焦虑、头痛、意识模糊、苍⽩、虚弱、出汗、局部⽔肿，尤其是⾯部痉
挛、中性粒细胞减少和头晕。极少数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即或延迟的严  寒，有时伴有⾼
热。有机碘化物引起的“碘中毒”（唾液腺肿胀）很少在接触两天后出现，并在第六天消
退。

⼀般⽽⾔，已知在胃肠外给予碘化造影剂时发⽣的反应对于任何⾮离⼦剂都是可能的。⼤约 
95% 的伴随使⽤⽔溶性⾎管内造影剂的不良反应是轻度⾄中度的。然⽽，已经发⽣了严重
的、危及⽣命的类过敏反应，主要是⼼⾎管来源。报告的死亡发⽣率从百万分之 6.6
（0.00066%）到万分之⼀（0.01%）不等。⼤多数死亡发⽣在注射期间或 5 到 10 分钟后；
主要特征是⼼脏骤停，以⼼⾎管疾病为主要加重因素。在⽂献中发现了关于低⾎压性虚脱和
休克的孤⽴报道。休克的发⽣率估计为 20,000 名患者中的 1 名（0.005%）。

注射造影剂的不良反应分为两类：化学毒性反应和异质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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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毒性反应由造影剂的物理化学性质、剂量和注射速度引起。所有由造影剂灌注的器官或
⾎管的⾎流动⼒学紊乱和损伤都属于这⼀类。

异质反应包括所有其他反应。它们更常⻅于 20 ⾄ 40 岁的患者。异质反应可能取决于也可能
不取决于注射剂量、注射速度和放射照相程序。特异反应分为轻微、中度和严重。轻微反应
是⾃限性的，持续时间短；严重的反应会危及⽣命，治疗是紧急和强制性的。

据报道，有过敏史的患者对造影剂的不良反应发⽣率是⼀般⼈群的两倍。以前对造影剂有反
应史的患者⽐其他患者敏感三倍。然⽽，对对⽐剂的敏感性似乎不会随着重复检查⽽增加。

⼤多数注射造影剂的不良反应在注射开始后 1 ⾄ 3 分钟内出现，但也可能出现延迟反应。

⽆论使⽤何种造影剂，⼼⾎管造影的严重不良反应的总体估计发⽣率都⾼于其他程序。⼼脏
⾎管造影和左⼼室造影时可能出现⼼脏失代偿、严重⼼律失常、⼼绞痛或⼼肌缺⾎或梗塞。
与泛影甲葡胺和泛影酸钠注射液相⽐，OMNIPAQUE 的⼼电图和⾎流动⼒学异常发⽣率较
低。

药物过量
可能发⽣过量。过量服⽤的不良反应会危及⽣命，主要影响肺和⼼⾎管系统。症状包括：发
绀、⼼动过缓、酸中毒、肺出⾎、抽搐、昏迷和⼼脏骤停。过量的治疗旨在⽀持所有重要功
能，并及时进⾏对症治疗。

静脉注射LD50OMNIPAQUE 的值（以每千克体重的碘克数计）在⼩⿏中为 24.2，在⼤⿏中
为 15.0。

剂量和给药——⼀般
与所有不透射线造影剂⼀样，应使⽤获得充分可视化所需的最低剂量 OMNIPAQUE。较低的
剂量可能会降低不良反应的可能性。⼤多数程序不需要使⽤最⼤体积或最⾼浓度的 
OMNIPAQUE。使⽤的 OMNIPAQUE 的体积和浓度的组合应仔细个体化，考虑到诸如年龄、
体重、⾎管⼤⼩和⾎管内⾎流速率等因素。应考虑其他因素，例如预期的病理学、所需的不
透明程度和程度、要检查的结构或区域、影响患者的疾病过程以及要使⽤的设备和技术。

所有涉及造影剂的⾎管注射都必须使⽤⽆菌技术。应在⽆菌条件下使⽤⽆菌设备从容器中取
出造影剂。任何侵⼊性⼿术都必须使⽤⽆菌技术。如果使⽤⾮⼀次性设备，应⼩⼼谨慎，以
防⽌残留清洁剂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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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需要在注射时在体温下使⽤不透射线的诊断剂溶液。

只要溶液和容器允许，在给药前应⽬视检查肠胃外产品是否有颗粒物和变⾊。OMNIPAQUE 
溶液应仅在透明且在正常⽆⾊⾄淡⻩⾊范围内时使⽤。如果存在颗粒物或变⾊，请勿使⽤。

个别适应症和⽤法
⼼⾎管造影
药理学——⾎流动⼒学变化
浓度为 350 mgI/mL 的 OMNIPAQUE 350 ⽤于成⼈⼼⾎管造影（⼼室造影、主
动脉根部注射和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

浓度为 350 mgI/mL 的 OMNIPAQUE 350 适⽤于⼉童的⼼⾎管造影（⼼室造影、肺动脉造影
和静脉造影，以及侧⽀动脉的研究）。

OMNIPAQUE 300 浓度为 300 mgI/mL，适⽤于⼉童的⼼⾎管造影（⼼室造
影）。
在⼼室和冠状动脉注射后，与泛影甲葡胺和泛影酸钠注射相⽐，OMNIPAQUE 350 的收缩压
降低不那么明显并更早地恢复到基线值。

与泛影甲葡胺和泛影酸钠注射液相⽐，OMNIPAQUE 350 产⽣的 QT 间期延⻓更
少。
在⼉童中，在所有部位注射后，特别是在⼼室和肺动脉注射后，使⽤ OMNIPAQUE 350 后收
缩压和舒张压⾎管内压的降低明显低于泛影甲葡胺和泛影酸钠注射液。

在⼉童中，与泛影甲葡胺和泛影酸钠注射液相⽐，OMNIPAQUE 350 对 RR 间期的缩短显
着减少。
如果快速连续进⾏重复注射，所有这些变化可能会更加明显。（⻅剂量和给药。）

防范措施
在⼤剂量 OMNIPAQUE 350 给药期间，需要持续监测⽣命体征。建议对早期⼼⼒衰竭患者⼤
量给药时要⼩⼼，因为可能会加重原有疾病。低⾎压应及时纠正，因为它可能引起严重的⼼
律失常。

右⼼衰竭、肺动脉⾼压或肺⾎管床狭窄的患者应注意剂量，因为注射到右⼼流出道后可
能发⽣⾎流动⼒学变化。（参⻅注意事项——⼀般。）

在使⽤对⽐剂期间发⽣不良事件⻛险较⾼的⼉科患者可能包括患有哮喘、对药物和/或过敏
原敏感、充⾎性⼼⼒衰竭、⾎清肌酐⼤于 1.5 mg/dL 或年龄⼩于 12 个⽉的患者。

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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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造影中的⼼⾎管系统反应包括⼼绞痛 (8%)、低⾎压 (2.5%)、⼼动过缓 (1.0%) 
和⼼动过速 (1.0%)。（⻅不良反应：⾎管内——⼀般。）

剂量和给药
个体剂量或体积取决于待观察结构的⼤⼩、预期的⾎液稀释程度和瓣膜功能。体重在成⼈中
是次要考虑因素，但在婴⼉和幼⼉中必须考虑。每次单独注射的体积⽐使⽤的总剂量更重
要。当给予⼤量的个体体积时，如在⼼室造影和主动脉造影中，建议在每次注射之间留出⼏
分钟，以使可能的⾎流动⼒学紊乱消退。OMNIPAQUE 350 ⽤于成⼈⾎管造影⼿术的推荐单
次注射量以及 OMNIPAQUE 350 和 OMNIPAQUE 300 ⽤于⼉童⾎管造影⼿术的推荐单次注射
量如下：

脑室造影
成年⼈：通常成⼈单次注射量为 40 mL，范围为 30 mL ⾄ 60 mL。这可以根据需要重复。
当与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相结合时，总给药量不应超过 250 mL (87.5 gI)。

⼉科：OMNIPAQUE 350 的常⽤单次注射剂量为 1.25 mL/kg 体重，范围为 1.0 mL/kg ⾄ 1.5 
mL/kg。对于 OMNIPAQUE 300，通常的单次注射剂量为 1.75 mL/kg，范围为 1.5 mL/kg ⾄ 
2.0 mL/kg。当给予多次注射时，总给药剂量不应超过 5 mL/kg，OMNIPAQUE 350 的总体积
不超过 250 mL，或 OMNIPAQUE 300 的总体积不超过 291 mL。

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
成⼈左右冠状动脉造影的常⽤体积为每次注射 5 mL（范围 3 mL ⾄ 14 mL）。

单独使⽤时的主动脉根部和⼸部研究
通常成⼈单次注射量为 50 mL，范围为 20 mL ⾄ 75 mL。

肺⾎管造影
⼉科：通常的单次注射剂量为 1.0 mL/kg OMNIPAQUE 350。

联合⼼⾎管造影程序 多种程序

成年⼈：在对患者进⾏单次射线照相检查期间，可以显⽰多个⾎管系统和靶器官。

在需要多次注射的⾎管造影程序中，⼤剂量的 OMNIPAQUE 350 具有良好的耐受性。

多个程序的最⼤总体积不应超过 350 mgI/mL (87.5 gI) 的 250 mL。

⼉科：在对患者进⾏单次射线照相检查期间，可以看到多个⾎管系统和靶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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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注射程序的最⼤总剂量不应超过 5.0 mL/kg，直⾄ OMNIPAQUE 350 的总体积为 250 
mL，或 6.0 mL/kg，直⾄总体积为 291 mL 的 OMNIPAQUE 300。

主动脉造影和选择性内脏动脉造影 浓度为 300 mgI/mL 的 OMNIPAQUE 300 和浓度为 350 
mgI/mL 的 OMNIPAQUE 350 适⽤于成⼈主动脉造影和选择性内脏动脉造影，包括主动脉
⼸、升主动脉和腹主动脉及其分⽀的研究。腹腔动脉、肠系膜动脉、肾动脉、肝动脉和脾动
脉）。

OMNIPAQUE 350 浓度为 350 mgI/mL，适⽤于⼉童主动脉造影，包括主动脉根部、主动
脉⼸、升主动脉和降主动脉的研究。

防范措施
在主动脉循环减慢的情况下，主动脉造影引起肌⾁痉挛的可能性增加。偶有严重的神经系统
并发症，包括截瘫，也有报道在主髂动脉阻塞、股动脉阻塞、腹部受压、低⾎压、⾼⾎压、
脊髓⿇醉和注射⾎管加压药以增加对⽐度的患者中。在这些患者中，培养基的浓度、体积和
重复注射次数应保持在最低限度，并在注射之间保持适当的间隔。应仔细监测患者和导管尖
端的位置。

即使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剂量的主动脉剂量进⼊肾动脉也可能导致⽩蛋⽩尿、⾎尿以及
肌酐和尿素氮升⾼。函数的快速和完整返回通常随之⽽来。（参⻅注意事项——⼀般。）

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管内—⼀般和不良反应—⼼电图。

剂量和给药
成年⼈：通常成⼈单次注射量为主动脉 50 mL ⾄ 80 mL，主要分⽀包括腹腔动脉和肠系膜动
脉 30 mL ⾄ 60 mL，肾动脉 5 mL ⾄ 15 mL。如果需要，可以重复注射，但总体积不应超过 
291 mL OMNIPAQUE 300 或 250 mL OMNIPAQUE 350 (87.5 gI)。

⼉科：通常的单次注射剂量为 1.0 mL/kg OMNIPAQUE 350，并且不应超过 5.0 mL/kg，
直⾄ OMNIPAQUE 350 的总体积为 250 mL。

脑动脉造影
OMNIPAQUE 300 浓度为 300 mgI/mL，适⽤于成⼈⽤于脑动脉造影。

在脑动脉造影中使⽤ OMNIPAQUE 300 所导致的疼痛和潮红程度低于注射许多对⽐剂
时所⻅的程度。
在脑动脉造影中，应根据现有或疑似疾病状态对患者进⾏适当的准备。

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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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年患者、临床状况不佳、晚期动脉硬化、严重动脉⾼⾎压、近期脑栓塞或⾎栓形成
以及⼼脏失代偿的患者，应特别⼩⼼进⾏脑动脉造影。

由于造影剂是通过快速注射给药的，因此应监测患者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参⻅注
意事项——⼀般。）

不良反应
使⽤⽔溶性造影剂进⾏脑动脉造影与暂时性神经系统并发症有关，包括癫痫发作、嗜睡、短
暂性⿇痹和轻度视⼒障碍，例如持续时间为 1 秒或更短的光瘤。

脑动脉造影中的中枢神经系统反应包括光瘤（15%）、头痛（5.5%）和疼痛（4.5%）。
（⻅不良反应：⾎管内——⼀般。）

剂量和给药
OMNIPAQUE 300 推荐⽤于以下体积的脑动脉造影：颈总动脉（6 mL ⾄ 12 mL）、颈内动脉
（8 mL ⾄ 10 mL）、颈外动脉（6 mL ⾄ 9 mL）和椎动脉（6毫升⾄ 10 毫升）。

对⽐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
浓度为 240 mgI/mL 的 OMNIPAQUE 240、浓度为 300 mgI/mL 的 OMNIPAQUE 300 和浓度
为 350 mgI/mL 的 OMNIPAQUE 350 ⽤于成⼈静脉造影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头和⾝体成像快
速注射或输液技术。

浓度为 240 mgI/mL 的 OMNIPAQUE 240 和浓度为 300 mgI/mL 的 OMNIPAQUE 300 适⽤于
⼉童，⽤于通过快速推注进⾏静脉内对⽐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头部成像。

头部 CT 扫描
OMNIPAQUE 可⽤于重新定义⼤脑区域的诊断精度，否则这些区域可能⽆法令⼈满意地可视
化。

肿瘤
OMNIPAQUE 可⽤于调查某些恶性肿瘤的存在和程度，例如：㬵质瘤，包括恶性㬵质瘤、㬵
质⺟细胞瘤、星形细胞瘤、少突㬵质细胞瘤和神经节瘤、室管膜瘤、髓⺟细胞瘤、脑膜瘤、
神经瘤、松果体瘤、垂体腺瘤、⾁咽管瘤、⽣殖细胞瘤和转移性病变。对⽐增强对球后间隙
检查和低级别或浸润性㬵质瘤病例的有⽤性尚未得到证实。在钙化病变中，增强的可能性较
⼩。治疗后，肿瘤可能显⽰减少或没有增强。在许多其他正常的研究中，造影剂给药后下蚓
部的混浊导致假阳性诊断。

⾮肿瘤条件
OMNIPAQUE 可能有利于⾮肿瘤性病变的图像增强。近期发病的脑梗塞可以通过对⽐增强
更好地显⽰，⽽如果使⽤对⽐剂，⼀些脑梗塞会变得模糊。碘造影剂的使⽤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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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症状出现后⼀到四周内研究的⼤约 60% 的脑梗塞的增强。

给予造影剂后，活动性感染部位也可能增强。动静脉畸形和动脉瘤会显⽰对⽐增强。对于这
些⾎管病变，增强可能取决于循环⾎池中的碘含量。⾎肿和实质内出⾎很少表现出对⽐增
强。然⽽，在没有明显临床解释的脑实质内凝块的情况下，对⽐剂给药可能有助于排除相关
动静脉畸形的可能性。

⾝体 CT 扫描
OMNIPAQUE 可⽤于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图像，以检测和评估肝脏、胰腺、肾脏、主动
脉、纵隔、⻣盆、腹腔和腹膜后空间的病变。

与单独使⽤ CT 相⽐，使⽤ OMNIPAQUE 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可能有助于确定这些部位的某
些病变的诊断，更可靠。在其他情况下，造影剂可以使仅⽤ CT 看不到的病灶（即肿瘤扩
展）可视化，或者可能有助于确定在 CT 平扫中看到的可疑病灶（即胰腺囊肿）。

有关在腹部 CT 中使⽤稀释⼝服加静脉注射 OMNIPAQUE 的信息，请参阅个⼈适应症和
⽤法——⼝服。

防范措施
请参阅注意事项—⼀般。

不良反应
⾎管内注射造影剂后⽴即出现轻微温暖的短暂感觉并不罕⻅。与离⼦介质相⽐，
OMNIPAQUE 的温暖频率较低。（⻅不良反应：⾎管内——⼀般。）

剂量和给药
所需的浓度和体积取决于所使⽤的设备和成像技术。

OMNIPAQUE（碘海醇）注射液
推荐⽤于成⼈对⽐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的剂量如下：

头部成像
通过注射：

70 mL ⾄ 150 mL（21 gI ⾄ 45 gI）OMNIPAQUE 300（300 mgI/mL） 80 
mL（28 gI）OMNIPAQUE 350（350 mgI/mL）

头部成像 120 mL ⾄ 250 mL（29 gI ⾄ 60 gI）的 OMNIPAQUE 240（240 mgI/mL）通过
输注：

⾝体成像
通过注射：

50 mL ⾄ 200 mL（15 gI ⾄ 60 gI）OMNIPAQUE 300（300 mgI/mL） 60 
mL ⾄ 100 mL（21 gI ⾄ 35 gI）OMNIPAQUE 350（350 mgI/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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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NIPAQUE 240 或 OMNIPAQUE 300 推荐⽤于⼉童对⽐增强 CT 头部成像的剂量为 1.0 
mL/kg ⾄ 2.0 mL/kg。OMNIPAQUE 240 或 35 gI 的最⼤剂量不应超过 28 gI使⽤ 
OMNIPAQUE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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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减影⾎管造影 静脉给药

OMNIPAQUE 350 浓度为 350 mgI/mL，适⽤于成⼈，⽤于头部、颈部、腹部、肾脏和外周⾎
管的静脉数字减影⾎管造影 (IVDSA)。

在使⽤数字减影和计算机成像增强技术静脉注射造影剂后，可以获得诊断质量的动脉造影。
使⽤这些技术的静脉内给药途径具有⽐相应的选择性导管放置介质侵⼊性更⼩的优点。通常
通过机械注射将剂量给药⾄外周静脉、上腔静脉或右⼼房，但有时通过快速⼿动注射。该技
术已⽤于可视化⼼室、主动脉及其⼤部分较⼤的分⽀，包括颈动脉、⼤脑、椎⻣、肾脏、腹
腔、肠系膜和四肢的主要外周⾎管。在发⽣明显的⾎液稀释之前，这些结构的射线照相可视
化是可能的。

OMNIPAQUE 350 可以作为快速丸剂静脉注射，使⽤数字减影射线照相术提供动脉可视化。
术前药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OMNIPAQUE 350 为约 95% 的患者提供了诊断性动脉 X 光⽚。
在某些情况下，较差的动脉可视化归因于患者的移动。OMNIPAQUE 350 在⾎管系统中的耐
受性⾮常好。注射后的患者不适（⼀般感觉热和/或疼痛）少于使⽤各种其他造影剂。

防范措施
由于造影剂通常在⾼压下以机械⽅式给药，因此可能会发⽣较⼩的外周静脉破裂。有⼈建
议，可以通过使⽤从近端穿过较⼤⽀流的静脉导管来避免这种情况，或者在肘前静脉的情况
下，穿过上腔静脉。有时使⽤股静脉。（参⻅注意事项——⼀般。）

不良反应
数字动脉造影中的⼼⾎管系统反应包括短暂的 PVC（16%）和 PAC（6.5%）。（⻅不良
反应：⾎管内——⼀般。）

剂量和给药
⽤于静脉数字技术的 OMNIPAQUE 350 的通常注射量为 350 mgI/mL 溶液的 30 mL ⾄ 50 
mL。使⽤压⼒注射器以 7.5 ⾄ 30 mL/秒的速度快速推注。注射量和注射速度主要取决于所⽤
设备和技术的类型。

可能需要经常进样 3 次或更多次，总体积不超过 250 mL (87.5 gI)。

动脉内给药
浓度为 140 mgI/mL 的 OMNIPAQUE 140 适⽤于头部、颈部、腹部、肾脏和外周⾎管的动脉
内数字减影⾎管造影。动脉内给药途径具有允许造影剂总剂量较低的优点，因为与静脉内给
药途径相⽐，⾎液稀释较少。⼼输出量差的患者在动脉内注射后预计会有更好的对⽐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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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药与静脉给药相⽐。可能需要更⾼浓度的造影剂以促进在透视控制下放置导管。

防范措施
⾼压动脉内注射可能导致较⼩的外周动脉破裂。（参⻅注意事项——⼀般。）

不良反应
动脉内数字⾎管造影中的中枢神经系统反应包括短暂性脑缺⾎发作（1.6%）和脑梗塞
（1.6%）。这些发⽣在进⾏脑部检查的⾼⻛险患者中，并且与造影剂的关系不确定。（⻅不
良反应——⼀般。） 6.3% 的患者出现头痛，所有患者都进⾏了脑部检查。

剂量和给药
机械或⼿动注射可⽤于管理 OMNIPAQUE 140 的⼀次或多次动脉内推注。注射量和注射速度
取决于设备类型、使⽤的技术和要观察的⾎管区域。OMNIPAQUE 140 使⽤了以下体积和注
射速率。

体积/注射
(毫升)
20-45
5-10
9-20
4-10
6-12
8-25

注射速度
(毫升/秒)

8-20
3-6
3-6
2-8
3-6

3-10

动脉
主动脉
颈动脉
股⻣
脊椎
肾
主动脉的其他分⽀（包括锁
⻣下⽀、腋⽀、⽆名⽀和髂
⽀）

外周⾎管造影
浓度为 300 mgI/mL 的 OMNIPAQUE 300 或浓度为 350 mgI/mL 的 OMNIPAQUE 350 ⽤于成
⼈外周动脉造影。浓度为 240 mgI/mL 的 OMNIPAQUE 240 或浓度为 300 mgI/mL 的 
OMNIPAQUE 300 ⽤于成⼈外周静脉造影。

使⽤前可使⽤镇静药物。⿇醉被认为是不必要的。注射期间和注射后的患者不适明显⼩
于注射各种其他造影剂后的不适。中度⾄重度不适是⾮常不寻常的。

防范措施
待注射的动脉中应存在搏动。在⾎栓闭塞性脉管炎或与严重缺⾎相关的上⾏感染中，如
果有的话，应极其谨慎地进⾏⾎管造影。（参⻅注意事项——⼀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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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应
注射后⽴即会出现短暂的温和温暖感。这并没有⼲扰程序。

在静脉造影中，腿部疼痛的发⽣率为 21%。这通常是轻微的并且在注射后持续很短的时
间。（⻅不良反应：⾎管内——⼀般。）

剂量和给药
所需的体积取决于注射⾎管的⼤⼩、流速和疾病状态，以及患者的⼤⼩和状况，以及所使
⽤的成像技术。
推荐⽤于外周⾎管造影的剂量如下：

股动脉径流： 20 mL ⾄ 70 mL OMNIPAQUE 350 (350 mgI/mL) 
30 mL ⾄ 90 mL OMNIPAQUE 300 (300 mgI/mL)

选择性动脉造影：
（股/髂）

10 mL ⾄ 30 mL OMNIPAQUE 350 (350 mgI/mL) 
10 mL ⾄ 60 mL OMNIPAQUE 300 (300 mgI/mL)

静脉造影（每条腿）： 20 mL ⾄ 150 mL OMNIPAQUE 240 (240 mgI/mL) 
40 mL ⾄ 100 mL OMNIPAQUE 300 (300 mgI/mL)

排泄性尿路造影
浓度为 300 mgI/mL 的 OMNIPAQUE 300 或浓度为 350 mgI/mL 的 OMNIPAQUE 350 适⽤于
成⼈的排泄性尿路造影，以提供泌尿道的诊断对⽐。

浓度为 300 mgI/mL 的 OMNIPAQUE 300 适⽤于⼉童的排泄性尿路造影。（有关排尿
膀胱尿道造影的信息，请参⻅第 III 节。）
关于成⼈排泄的药代动⼒学，⻅临床药理学——⾎管内。

防范措施
不建议⽼年⼈、婴⼉、幼⼉、糖尿病或氮质⾎症患者或疑似⻣髓瘤病患者进⾏预备性脱
⽔。
在使⽤对⽐剂期间发⽣不良事件⻛险较⾼的⼉科患者可能包括患有哮喘、对药物和/或过敏
原敏感、充⾎性⼼⼒衰竭、⾎清肌酐⼤于 1.5 mg/dL 或年龄⼩于 12 个⽉的患者。

由于存在暂时抑制尿液形成的可能性，因此建议在重复排泄性尿路造影之前经过适当的间
隔，特别是在单侧或双侧肾功能下降的患者中。（参⻅注意事项——⼀般。）

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管内——⼀般。

剂量和给药
成年⼈：OMNIPAQUE 300 和 OMNIPAQUE 350 的剂量从 200 mgI/kg 体重到 350 mgI/kg 
体重在肾功能正常的患者中产⽣了排泄系统的诊断性混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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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排泄性尿路造影
OMNIPAQUE 300 在 0.5 mL/kg ⾄ 3.0 mL/kg 体重的剂量下产⽣了排泄道的诊断性混浊。⼉
童的常⽤剂量为 1.0 mL/kg ⾄ 1.5 mL/kg。婴⼉和⼉童的剂量应与年龄和体重成⽐例。总给
药剂量不应超过 3 mL/kg。

第三节
临床药理学——⼝服/体腔使⽤
对于⼤多数体腔，注射的碘海醇被吸收到周围组织中并被肾脏和肠道消除，如前⾯第 II 节临
床药理学 - ⾎管内所述。⼦宫（⼦宫输卵管造影）和膀胱（排尿性膀胱尿道造影）的检查涉
及在放射照相程序结束后⼏乎⽴即从腔中引流造影剂。

⼝服碘海醇从正常胃肠道吸收⾮常差。只有 0.1% 到 0.5% 的⼝服剂量由肾脏排出。如果存
在肠穿孔或肠梗阻，该量可能会增加。如果发⽣泄漏到腹膜腔，碘海醇具有良好的耐受性并
且很容易被吸收。

关节间隙、⼦宫、输卵管、腹膜疝、胰腺和胆管以及膀胱的可视化可以通过将造影剂直接
注射到要研究的区域来实现。使⽤适当的碘浓度可确保诊断密度。⼝服 OMNIPAQUE 可产
⽣良好的胃肠道可视化效果。OMNIPAQUE 特别适⽤于禁⽤硫酸钡的情况，例如疑似肠穿
孔的患者或可能吸⼊造影剂的患者。

适应症和⽤法，
⼀般—⼝腔/体腔使⽤

OMNIPAQUE 240、OMNIPAQUE 300 和 OMNIPAQUE 350 的渗透压约为⾎浆（285 
mOsm/kg ⽔）的 1.8 ⾄ 3.0 倍，并且在使⽤条件下是⾼渗的。

成年⼈：OMNIPAQUE 350 适⽤于成⼈胃肠道关节造影和⼝腔直通检查。

OMNIPAQUE 300 适⽤于成⼈关节造影和⼦宫输卵管造影。OMNIPAQUE 240 适⽤于成⼈关
节造影、内窥镜逆⾏胰腺造影和胰胆管造影、疝⽓造影和⼦宫输卵管造影。OMNIPAQUE 稀
释⾄ 6 mgI/mL ⾄ 9 mgI/mL 的浓度⼝服给药与 OMNIPAQUE 300 以 300 mgI/mL 的浓度进
⾏静脉内给药，适⽤于成⼈腹部造影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 孩⼦们：OMNIPAQUE 300 适⽤
于⼉童的胃肠道检查。

OMNIPAQUE 240 适⽤于⼉童的胃肠道检查。OMNIPAQUE 180 适⽤于⼉童的胃肠道检查。
OMNIPAQUE 稀释⾄ 50 mgI/mL ⾄ 100 mgI/mL 的浓度适⽤于⼉童排尿膀胱尿道造影。

OMNIPAQUE 稀释⾄ 9 mgI/mL ⾄ 21 mgI/mL 的浓度，与 240 mgI/mL 浓度的 
OMNIPAQUE 240 或 OMNIPAQUE 300 ⼀起⼝服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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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中使⽤ 300 mgI/mL 的浓度静脉内给药，⽤于腹部造影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

禁忌症
OMNIPAQUE 不应⽤于已知对碘海醇过敏的患者。

警告—⼀般
参⻅第 II 节，警告——⼀般。

注意事项——⼀般
参⻅第 II 节，注意事项——⼀般。

⼝服⾼渗造影剂将液体吸⼊肠道，如果严重，可能导致⾎容量不⾜。同样，在婴⼉和幼⼉
中，腹泻的发⽣可能导致⾎容量不⾜。⾎浆液体流失可能⾜以引起类似休克的状态，如果不
加以治疗，可能会很危险。这尤其适⽤于⽼年⼈、任何年龄的恶病质患者以及婴⼉和⼩孩。

不良反应：⼝腔/⾝体
腔体使⽤—⼀般

体腔
在涉及 285 名成年患者使⽤ OMNIPAQUE 240、300 和 350 进⾏各种体腔检查的对照临
床试验中，报告了以下不良反应。 ⼼⾎管系统

发⽣率 > 1%：⽆ 发⽣率 ≤ 
1%：⾼⾎压 神经系统

发⽣率 > 1%：疼痛 (26%)
发病率≤1%：头痛、嗜睡、发烧、肌⾁⽆⼒、灼热、不适、震颤、头晕、晕厥

呼吸系统
没有任何
胃肠系统 发⽣率 > 
1%：⽆
发⽣率≤1%：胀⽓、腹泻、恶⼼、呕吐、腹压 ⽪肤和附件

发⽣率 > 1%：肿胀 (22%)、发热 (7%) 发
⽣率 ≤ 1%：注射部位⾎肿
最常⻅的反应，疼痛和肿胀，⼏乎只在关节造影后报告，通常与⼿术有关，⽽不是与造影剂
有关。胃肠道反应⼏乎只在⼝腔通过检查后报告。有关特定程序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个体适应症和⽤法。有关对⽐剂⼀般不良反应的信息，请参阅第 II 部分，不良
反应：⾎管内—⼀般。

在研究的 51 名⼉科患者中，没有报告与使⽤ OMNIPAQUE 进⾏ VCU 程序相关的不良
反应。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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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适应症和⽤法：⼝服 - 不良反应。

药物过量
另⻅第 II 节，药物过量。
OMNIPAQUE 350 浓度为 350 mgI/mL 的推荐剂量⽤于成⼈胃肠道通过⼝腔检查的剂量为 50 
mL ⾄ 100 mL。在⼀项 I 期研究中，11 名健康男性受试者⼝服 150 mL OMNIPAQUE 350。
腹泻的发⽣率为 91%（11 ⼈中有 10 ⼈），腹部绞痛的发⽣率为 27%（11 ⼈中有 3 ⼈）。
尽管所有这些事件都是轻微和短暂的，但发⽣率是推荐剂量下的两倍多。从这⼀发现中可以
明显看出，更⼤体积的⾼渗造影剂，如 OMNIPAQUE，会增加肠道中的渗透负荷，这可能导
致更⼤的液体转移。

剂量和给药——⼀般 ⻅第 II 部分，剂量和给药——⼀般。

个别适应症和⽤法
⼝服
成年⼈：浓度为 350 mgI/mL 的 OMNIPAQUE 350 适⽤于成⼈，⽤于胃肠道的⼝腔直通检
查。
OMNIPAQUE 稀释⾄ 6 mgI/mL ⾄ 9 mgI/mL 的浓度⼝服给药，与 OMNIPAQUE 300 以 300 
mgI/mL 的浓度静脉内给药⼀起⽤于成⼈腹部造影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当⾮增强成像⽆法在
正常的肠袢和相邻器官或疑似病理区域之间提供⾜够的描述时，稀释的⼝服加静脉注射 
OMNIPAQUE 可能有⽤。

孩⼦们：OMNIPAQUE 300 浓度为 300 mgI/mL ⼝服或直肠给药适⽤于⼉童⽤于胃肠道检
查。
OMNIPAQUE 240 浓度为 240 mgI/mL ⼝服或直肠给药适⽤于⼉童⽤于胃肠道检查。

OMNIPAQUE 180 浓度为 180 mgI/mL ⼝服或直肠给药适⽤于⼉童⽤于胃肠道检查。

OMNIPAQUE 稀释⾄ 9 mgI/mL ⾄ 21 mgI/mL 的浓度⼝服给药，与 240 mgI/mL 浓度的 
OMNIPAQUE 240 或 300 mgI/mL 浓度的 OMNIPAQUE 300 联合静脉内给药，适⽤于⼉童作
为对⽐剂腹部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

防范措施
请参阅注意事项—⼀般。

不良反应
⼝服 OMNIPAQUE 最常伴有轻度、短暂性腹泻，尤其是在⾼浓度和⼤剂量给药时。⼝服 
OMNIPAQUE 后也有恶⼼、呕吐和中度腹泻的报告，但频率要低得多。对于使⽤稀释⼝服加
静脉注射对⽐剂的 CT 检查，与低渗相⽐，静脉注射更可能与不良事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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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溶液。应该注意的是，通过其他途径给药后，⾎管内含碘介质可能发⽣严重或过敏反
应。 成年⼈：在涉及 54 名成年患者使⽤ OMNIPAQUE 350 对胃肠道进⾏⼝腔直通检查的对
照临床试验中，报告了以下不良反应：腹泻 (42%)、恶⼼ (15%)、呕吐 (11%)、腹痛 
( 7%）、胀⽓（2%）和头痛（2%）。

在涉及 44 名成年患者的对照临床研究中，使⽤ OMNIPAQUE 300 对胃肠道进⾏稀释⼝服加静
脉 CT 检查，不良反应仅限于单⼀的呕吐报告（2%）。

孩⼦们：在涉及 58 名⼉科患者在浓度为 180 和 300 mgI/mL 的胃肠道检查的对照临床研究
中，报告了以下不良反应：腹泻 (36%)、呕吐 (9%)、恶⼼ (5%)、发热(5%)、低⾎压 (2%)、
腹痛 (2%) 和荨⿇疹 (2%)。在临床研究中，随着放射性造影剂给药浓度和剂量的增加，腹泻
的频率和严重程度都会增加。

在涉及 69 名⼉科患者的对照临床研究中，使⽤ OMNIPAQUE 240 和 OMNIPAQUE 300 对
胃肠道进⾏稀释⼝服加静脉 CT 检查，不良反应仅限于单⼀的呕吐报告（1.4%）。

剂量和给药
成年⼈：未稀释的 OMNIPAQUE 350 浓度为 350 mgI/mL，⽤于成⼈胃肠道的⼝服直通检查
的推荐剂量为 50 mL ⾄ 100 mL，具体取决于检查的性质和患者的体型。

OMNIPAQUE 稀释⾄ 6 mgI/mL ⾄ 9 mgI/mL 浓度的推荐⼝服剂量⽤于成⼈腹部对⽐增强计算
机断层扫描为 500 mL ⾄ 1000 mL。随着最终溶液浓度的增加，需要更⼩的给药体积（⻅下
表）。与稀释⼝服给药相结合，OMNIPAQUE 300 的推荐静脉给药剂量为 100 mL ⾄ 150 
mL。⼝服剂量在静脉给药和图像采集前约 20 ⾄ 40 分钟给药。 孩⼦们：未稀释的 300 mgI/
mL 浓度的 OMNIPAQUE 300、浓度为 240 mgI/mL 的 OMNIPAQUE 240 或浓度为 180 mgI/
mL 的 OMNIPAQUE 180 ⽤于⼉童胃肠道的⼝服直通检查的剂量取决于检查的性质和患者的
⼤⼩。根据临床经验，建议 OMNIPAQUE 180 ⽤于 3 个⽉以下的⼉童。OMNIPAQUE 180、
OMNIPAQUE 240 或 OMNIPAQUE 300 可⽤于 3 个⽉及以上的⼉童。建议使⽤以下剂量指
南：

年龄
3 个⽉以下 3 个⽉⾄ 3 
年 4 年⾄ 10 年 10 年以
上

OMNIPAQUE 的体积
5 — 30 毫升
⾼达 60 毫升
⾼达 80 毫升
⾼达 100 毫升

当直肠给药时，可以使⽤更⼤的体积。
⽤于⼉童腹部造影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的 OMNIPAQUE 稀释⾄ 9 mgI/mL ⾄ 21 mgI/mL 浓
度的推荐⼝服剂量为 180 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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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 毫升。随着最终溶液浓度的增加，需要更⼩的给药体积（⻅下表）。3 岁以下⼉童的碘总
⼝服剂量（克）⼀般不应超过 5 gI，3 ⾄ 18 岁⼉童的总碘剂量不应超过 10 gI。如果难以消耗
所需的量，则可以⼀次或在 30 ⾄ 45 分钟的时间内全部给予⼝服剂量。

与稀释⼝服给药相结合，当静脉内给药时，OMNIPAQUE 240 和 OMNIPAQUE 300 的推荐剂
量为 2.0 mL/kg，范围为 1.0 mL/kg ⾄ 2.0 mL/kg。婴⼉和⼉童的剂量应与年龄和体重成⽐
例。静脉内给药的总剂量不应超过 3 mL/kg。⼝服剂量在静脉给药和图像采集前约 30 ⾄ 60 
分钟给药。OMNIPAQUE 可以⽤⽔或饮料稀释如下：

实现
⼀升

对⽐度中等
最后的浓度

(mgI/mL) 的
6

添加
股票集中度

欧尼帕克
(mgI/mL)

到
⽔，碳酸
饮料、⽜奶或

果汁
(毫升)
975
980
983

体积
(毫升)

240
300
350

25
20
17

9 240
300
350

38
30
26

962
970
974

12 240
300
350

50
40
35

950
960
965

15 240
300
350

63
50
43

937
950
957

18 240
300
350

75
60
52

925
940
948

21 240
300
350

88
70
60

912
930
940

OMNIPAQUE 的稀释液应在使⽤前准备好，任何未使⽤的部分应在⼿术后丢弃。

排尿膀胱造影 (V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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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NIPAQUE 稀释⾄ 50 mgI/mL ⾄ 100 mgI/mL 的浓度适⽤于⼉童排尿膀胱尿道造影。
VCUs 通常与排泄性尿路造影联合进⾏。

防范措施
请参阅注意事项—⼀般。

由于 VCU 程序需要仪器，因此对已知患有急性尿路感染的患者应采取特殊预防措施。应
以稳定的速度填充膀胱，⼩⼼避免压⼒过⼤。⽆菌程序是必不可少的。

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般。

剂量和给药
OMNIPAQUE 可以使⽤⽆菌技术⽤⽆菌注射⽤⽔稀释⾄ 50 mgI/mL ⾄ 100 mgI/mL 的浓度，
⽤于排尿膀胱尿道造影。浓度可能因患者的体型和年龄以及所使⽤的技术和设备⽽异。应给
予⾜够量的造影剂以充分填充膀胱。通常体积范围为 50 mL ⾄ 300 mL 浓度为 100 mgI/mL 
的 OMNIPAQUE 和 50 mL ⾄ 600 mL 浓度为 50 mgI/mL 的 OMNIPAQUE。OMNIPAQUE 可
⽤⽆菌注射⽤⽔稀释，如下表所⽰：

实现
决赛

浓度
(mgI/mL)

100
90
80
70
60
50

添加
每 100 mL OMNIPAQUE ⽆菌注

射⽤⽔，USP (mL)
欧尼帕克 240 欧尼帕克 300 欧尼帕克 350

140
167
200
243
300
380

200
233
275
330
400
500

250
289
338
400
483
600

OMNIPAQUE 的稀释液应在使⽤前准备好，任何未使⽤的部分应在⼿术后丢弃。

关节造影
浓度为 240 mgI/mL 的 OMNIPAQUE 240 或浓度为 300 mgI/mL 的 OMNIPAQUE 300 或浓度
为 350 mgI/mL 的 OMNIPAQUE 350 ⽤于成⼈膝关节 X 光⽚，⽽ OMNIPAQUE 240 的浓度为
240 mgI/mL 或浓度为 300 mgI/mL 的 OMNIPAQUE 300 ⽤于成⼈肩关节 X 线摄影，⽽ 300 
mgI/mL 浓度的 OMNIPAQUE 300 ⽤于成⼈颞下颌关节 X 线摄影。关节造影可能有助于诊断
创伤后或退⾏性关节疾病、滑膜破裂、交通滑囊或囊肿的可视化，以及半⽉板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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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措施
请参阅注意事项—⼀般。

需要严格的⽆菌技术来预防感染。应使⽤透视控制以确保正确放置针头，防⽌囊外注射，并
防⽌造影剂稀释。在注射过程中不应施加过⼤的压⼒。

不良反应
将 OMNIPAQUE 注射到关节中会引起短暂的不适，即疼痛、肿胀。但是，偶尔会出现延迟、
严重或持续的不适。剧烈疼痛通常是由于过度使⽤压⼒或⼤量注射造成的。与⾼渗离⼦对⽐
剂相⽐，OMNIPAQUE 注射后的关节肿胀较少。当使⽤双重对⽐技术时，这些类型的反应通
常取决于程序并且频率更⾼。

神经系统：肿胀感 (42%)、疼痛 (29%)、热感 (13%) 和肌⾁⽆⼒ (0.7%)。

⽪肤和附件：注射部位⾎肿 (0.7%)。

剂量和给药
关节造影通常在局部⿇醉下进⾏。OMNIPAQUE 的注射量取决于要检查的关节的⼤⼩和所采
⽤的技术。当使⽤ 15 mL ⾄ 100 mL 的空⽓进⾏双重造影检查时，通常会注射较少量的造影
剂⽤于膝关节和肩关节造影。

以下浓度和体积推荐⽤于正常成⼈膝关节、肩关节和颞下颌关节，但应作为指南，因为关
节可能需要或多或少的造影剂才能获得最佳可视化效果。

膝盖
欧尼帕克 240
欧尼帕克 300
欧尼帕克 350

肩膀
欧尼帕克 300
欧尼帕克 240

颞下颌
OMNIPAQUE 300 0.5 毫升⾄ 1.0 毫升

较低的⾳量
受到推崇的
⽤于双重对⽐
考试；
更⾼的体积
受到推崇的
单对⽐
考试。

5 毫升⾄ 15 毫升
5 毫升⾄ 15 毫升
5 毫升⾄ 10 毫升

10 毫升
3 毫升 }

被动或主动操作⽤于将介质分散到整个关节空间。

内镜逆⾏胰腺造影 (ERP)/内镜逆⾏

胰胆管造影 (ERCP)
浓度为 240 mgI/mL 的 OMNIPAQUE 240 适⽤于成⼈⽤于 ERP/ER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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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措施
请参阅注意事项—⼀般。

不良反应
在 ERP/ERCP 中注射 OMNIPAQUE 与短暂性疼痛有关。但是，可能会出现延迟、严重或持续
的疼痛，并且可持续 24 ⼩时。疼痛的原因可能与注射造影剂⼀样多，因此应注意注射压⼒和
注射总量，以尽量减少检查管道的破坏性扩张。

⼼⾎管系统：⾼⾎压（1%）。
神经系统：疼痛 (17%)、嗜睡 (1%) 和烧灼感 (1%)。
胃肠系统：呕吐、腹泻和压⼒，每⼀种的发⽣率分别为 1%。

剂量和给药
浓度为 240 mgI/mL 的 OMNIPAQUE 240 的推荐剂量为 10 mL ⾄ 50 mL，但可能因个体解
剖结构和/或疾病状态⽽异。

⼦宫输卵管造影
浓度为 240 mgI/mL 的 OMNIPAQUE 240 或浓度为 300 mgI/mL 的 OMNIPAQUE 300 ⽤于成
年⼥性⽣殖器官内部组的放射线照相：卵巢、输卵管、⼦宫和阴道。⼦宫输卵管造影被⽤作
治疗不孕症和其他异常妇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式。

禁忌症
该程序不应在⽉经期间或⽉经即将来临时进⾏，也不应在⽣殖道任何部分（包括外⽣殖器）
存在感染时进⾏。该程序也禁⽌孕妇或怀疑怀孕的⼈使⽤。终⽌妊娠后 6 个⽉或锥切或刮宫
后 30 天不建议使⽤。

防范措施
在患有癌症或怀疑有这种情况的患者中，应谨慎⾏事，以避免病变可能因⼿术⽽扩散。

不良反应
在⼦宫输卵管造影中注射 OMNIPAQUE 与即时但短暂的疼痛有关。引起疼痛的原因可能与注
射造影剂⼀样多，因此应注意注射压⼒和注⼊量，以免破坏⼦宫和输卵管扩张。建议进⾏透
视监测。 神经系统：疼痛（49%）、嗜睡和发热各占 3%。 胃肠系统：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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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和给药
OMNIPAQUE 240 的推荐剂量为 15 mL ⾄ 20 mL，OMNIPAQUE 300 的推荐剂量为 15 mL ⾄ 
20 mL，但会因个体解剖结构和/或疾病状态⽽异。

断层扫描
OMNIPAQUE 240 的浓度为 240 mgI/mL，适⽤于成⼈疝造影。

防范措施
请参阅注意事项—⼀般。

不良反应
神经系统：疼痛 (7%)、头痛 (3%) 和不适感 (3%)。 胃肠系统：腹
泻 (3%) 和胀⽓ (10%)。

剂量和给药
OMNIPAQUE 240 的推荐剂量为 50 mL，但可能因个体解剖结构和/或疾病状态⽽异。

供应⽅式
奥尼帕克 140
50 毫升 +加PAK™（聚合物瓶），每盒 10 个 (NDC 0407-1401-52)

欧尼帕克 180
10 mL 玻璃瓶，180 mgI/mL，每盒 10 个 (NDC 0407-1411-10) 20 
mL 玻璃瓶，180 mgI/mL，每盒 10 个 (NDC 0407-1411-20)

欧尼帕克 240
10 mL 玻璃瓶，240 mgI/mL，10 盒 (NDC 0407-1412-10) 20 
mL 玻璃瓶，240 mgI/mL，10 盒 (NDC 0407-1412-20) 50 mL 
玻璃瓶，240 mgI/毫升，10 盒 (NDC 0407-1412-50)
50 毫升 +加PAK™（聚合物瓶），每盒 10 个 (NDC 0407-1412-30) 100 mL 
玻璃瓶，240 mgI/mL，每盒 10 个 (NDC 0407-1412-60)
100 毫升 +加PAK™（聚合物瓶），每盒 10 个 (NDC 0407-1412-33) 150 
mL 玻璃瓶，240 mgI/mL，每盒 10 个 (NDC 0407-1412-49)
150 毫升填充 200 毫升 +加PAK™（聚合物瓶），每盒 10 个 (NDC 0407-1412-34) 200 
mL in +加PAK™（聚合物瓶），每盒 10 个 (NDC 0407-1412-35)

欧尼帕克 300
10 mL 玻璃瓶，300 mgI/mL，10 盒 (NDC 0407-1413-10) 30 
mL 玻璃瓶，300 mgI/mL，10 盒 (NDC 0407-1413-30)
30 毫升填充 50 毫升 +加PAK™（聚合物瓶），每盒 10 个 (NDC 0407-1413-59) 50 mL 
玻璃⼩瓶，300 mgI/mL，每盒 10 个 (NDC 0407-1413-50)
50 mL 玻璃瓶，300 mgI/mL，每盒 10 个 (NDC 0407-1413-51)
50 毫升 +加PAK™（聚合物瓶），每盒 10 个 (NDC 0407-1413-61)
75 毫升填充 100 毫升 +加PAK™（聚合物瓶），10 盒 (NDC 0407-14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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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mL 玻璃瓶，300 mgI/mL，每盒 10 个 (NDC 0407-1413-60) 100 mL in +加
PAK™（聚合物瓶），每盒 10 个 (NDC 0407-1413-63) 125 mL 装在 150 mL 玻璃
瓶中，300 mgI/mL，每盒 10 个 (NDC 0407-1413-53) 150 mL 玻璃瓶，300 
mgI /mL，10 盒 (NDC 0407-1413-90)
150 毫升填充 200 毫升 +加PAK™（聚合物瓶），每盒 10 个 (NDC 0407-1413-65) 200 
mL in +加PAK™（聚合物瓶），每盒 10 个 (NDC 0407-1413-66)

欧尼帕克 350
50 mL 玻璃瓶，350 mgI/mL，10 盒 (NDC 0407-1414-50) 50 mL 
玻璃瓶，350 mgI/mL，10 盒 (NDC 0407-1414-51)
50 毫升 +加PAK™（聚合物瓶），每盒 10 个 (NDC 0407-1414-89)
75 毫升填充 100 毫升 +加PAK™（聚合物瓶），每盒 10 个 (NDC 0407-1414-90) 100 mL 
玻璃瓶，350 mgI/mL，每盒 10 个 (NDC 0407-1414-60)
100 毫升 +加PAK™（聚合物瓶），每盒 10 个 (NDC 0407-1414-91) 125 mL 装在 
150 mL 玻璃瓶中，350 mgI/mL，每盒 10 个 (NDC 0407-1414-76) 150 mL 玻璃
瓶，350 mgI /mL，10 盒 (NDC 0407-1414-03)
150 毫升填充 200 毫升 +加PAK™（聚合物瓶），每盒 10 个 (NDC 0407-1414-93) 200 
mL 装在 250 mL 玻璃瓶中，350 mgI/mL，每盒 10 个 (NDC 0407-1414-04)
200 毫升 +加PAK™（聚合物瓶），每盒 10 个 (NDC 0407-1414-94) 250 
mL 玻璃瓶，350 mgI/mL，每盒 10 个 (NDC 0407-1414-80)

保护 OMNIPAQUE 的⼩瓶和玻璃或聚合物瓶免受强⽇光和阳光直射。不要冻结。
OMNIPAQUE 应储存在受控的室温下，20°-25°C (68°-77°F)；允许偏移⾄ 15°-30°C 
(59°-86°F) [参⻅ USP 受控室温]。

所有演⽰⽂稿中的 OMNIPAQUE 注射液可在 37°C (98.6°F) 的造影剂加温器中储存⻓达⼀个
⽉。

仅限聚合物瓶的特殊处理和储存：如果防篡改环损坏或丢失，请勿使⽤。

由 GE Healthcare Inc., Marlborough, MA 01752 USA 分发 由 GE 
Healthcare Ireland, Cork, Ireland 制造

OMNIPAQUE 是通⽤电⽓公司或其⼦公司之⼀的商标。GE 和 GE Monogram 是通
⽤电⽓公司的商标。
挪威原产的产品。

© 2017 通⽤电⽓公司 - 保留所有权利。

ONC-1 T-软⽊塞
2017 年 3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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