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mBisome 脂质体 50 毫克粉
末，⽤于分散输液

脂质体两性霉素B

在您服⽤该药之前，请仔细阅读所有本传单，因为其中包含对您来说很重要的信息。

- 保留此传单。你可能需要把它重读⼀遍。
- 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请咨询您的医⽣。
- 如果您有任何副作⽤，请咨询您的医⽣。这包括本传单中未列出的任何可能的副作
⽤。⻅第 4 节。

本传单中的内容
1.
2.
3.
4.
5.
6.

AmBisome 是什么以及它的⽤途
在给予 AmBisome 之前您需要了解的内容
如何使⽤ AmBisome
可能的副作⽤
如何储存 AmBisome
包装内容和其他信息

1. AmBisome 是什么以及它的⽤途

AmBisome 是⼀种抗真菌抗⽣素。AmBisome 中的活性成分是两性霉素 B。

AmBisome 作为输液给药在医院由医⽣或护⼠注⼊静脉（滴注）。

AmBisome ⽤于治疗由真菌引起的严重感染：

- ⾝体⼀个或多个深部器官的真菌感染。

- 疑似真菌感染在患有体温升⾼和中性粒细胞减少. 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是称为中性粒细胞
的⽩细胞数量减少。这些对于抵抗感染很重要。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可能是癌症治疗的副
作⽤。

在您服⽤ AmBisome 之前，您的医⽣会检查您的发烧不是由细菌或病毒引起的。您可
能已经使⽤过⼀种或多种抗⽣素。尽管接受了治疗，但仍持续发烧可能是由于真菌感
染。然⽽，⽬前的测试很难证实这⼀点。

- 内脏利什曼病，⼀种由寄⽣⾍引起的疾病。

2. 服⽤ AmBisome 之前您需要了解的内容

第⼀次治疗前
在您第⼀次治疗之前，您的医⽣可能会给您少量的 AmBisome。然后他们将等待⼤约 30 
分钟，看看您是否有过敏反应，然后再继续输注全剂量。

TITLE - LIPOSOMAL AMPHOTERICIN B / AMBISOME MEDICATION 
PATIENT INFORMATION IN CHINESE

Source : Medicines Org UK

www.911globalmeds.com/buy-liposomal-amphotericin-b-ambisome-online
https://www.medicines.org.uk/emc/files/pil.1022.pdf


您的医⽣不会给您 AmBisome
- 如果你过敏(过敏）对两性霉素 B 或 AmBisome 的任何其他成分。然⽽，如果你的病

情危及⽣命如果您的医⽣认为只有 AmBisome 可以帮助您，您可能会服⽤ 
AmBisome。

- 如果您以前经历过严重的过敏反应（过敏或类过敏）到 AmBisome。这种直接和危及
⽣命的过敏反应的症状包括：脸红、瘙痒、⽣病、⾯部、⼝腔、⾆头和⽓道肿胀，通
常⾜以导致呼吸困难。

警告和注意事项
您的医⽣会特别注意 AmBisome
- 如果您有严重的过敏（过敏性）反应。如果发⽣这种情况，您的医⽣将停⽌输液。

- 如果您出现与输液有关的其他反应. 如果发⽣这种情况，您的医⽣可能会减慢输注
速度，因此您会在更⻓的时间内（⼤约 2 ⼩时）接受 AmBisome。您的医⽣也可能
会给您药物来预防或治疗输液相关反应，例如苯海拉明（⼀种抗组胺药）、扑热息
痛、哌替啶（⽤于缓解疼痛）和/或氢化可的松（⼀种通过减少您的反应⽽起作⽤
的抗炎药）免疫系统）。

- 如果您正在服⽤其他可能导致肾脏损害的药物, see 服⽤其他药物，对。AmBisome 可
能对肾脏造成损害。您的医⽣或护⼠会定期采集⾎液样本。这是为了测试肌酐（⾎液
中⼀种反映肾功能的化学物质）和电解质⽔平（尤其是钾和镁），如果您有肾脏问
题，这两者都可能是异常的。如果您正在服⽤可能对肾脏造成损害的其他药物，这⼀
点尤其重要。还将测试⾎液样本的肝脏变化以及⾝体产⽣新⾎细胞和⾎⼩板的能⼒。

- 如果验⾎显⽰肾功能发⽣变化，或其他重要变化。如果发⽣这种情况，您的医⽣可
能会给您较低剂量的 AmBisome 或停⽌治疗。

- 如果⾎液检查显⽰您的钾⽔平低. 如果发⽣这种情况，您的医⽣可能会在您接受 
AmBisome 治疗时为您开具钾补充剂。

- 如果您输注了⽩细胞. 如果您在输注⽩细胞期间或之后不久输注 AmBisome，可能会发
⽣突然和严重的肺部问题。您的医⽣会建议尽可能⻓时间地分开输液。这将降低肺部
问题的⻛险，并且您的肺部将受到监测。

- 如果您患有肾功能衰竭并正在接受透析. ⼿术结束后，您的医⽣可能会开始 
AmBisome 治疗。

- 如果你有糖尿病. AmBisome 在每个⼩瓶中含有⼤约 900 毫克的蔗糖（糖）。如果您
患有糖尿病，请告诉您的医⽣。

其他药物和 AmBisome

告诉你的医⽣如果您正在服⽤任何其他药物，或最近服⽤过任何药物。这包括您在没
有处⽅的情况下购买的药物和草药产品。

可能导致肾脏损害的药物：

- 抑制免疫系统的药物(免疫抑制剂)，如环孢素和他克莫司。

- 某些抗⽣素叫氨基糖苷类(包括庆⼤霉素、新霉素和链霉素）和多粘连蛋⽩.



- 喷他脒⼀种⽤于治疗艾滋病和利什曼病患者肺炎的药物。

如果您正在服⽤任何这些药物，请告诉您的医⽣。AmBisome 可能会使药物引起
的任何肾脏损害恶化。如果您正在服⽤这些药物中的任何⼀种，您的医⽣或护⼠
会定期采集⾎液样本来检查您的肾脏。

-

可能降低钾⽔平的药物：

· ⽪质类固醇，通过降低免疫系统反应起作⽤的抗炎药物。

- 促肾上腺⽪质激素(ACTH），⽤于控制⾝体产⽣的⽪质类固醇的量。⾝体会产⽣⽪
质类固醇以应对压⼒。

- 利尿剂，增加⾝体产⽣的尿量的药物。这包括速尿。

- 洋地⻩苷、由⽑地⻩植物⽣产的⽤于治疗⼼⼒衰竭的药物。AmBisome 可能会加重洋
地⻩的副作⽤，例如⼼律改变。

- 肌⾁松弛剂通常在⼿术过程中使⽤，如筒箭毒碱。AmBisome 可能会增加肌⾁松弛
作⽤。

其他药物：

- 抗真菌药物，如氟胞嘧啶。AmBisome 可能会加重氟胞嘧啶的副作⽤。这包括⾝体产
⽣新⾎细胞的能⼒的变化。这可以在⾎液检查中看到。

- 某些抗癌药物，如甲氨蝶呤、阿霉素、卡莫司汀和环磷酰胺。将这类药物与 
AmBisome ⼀起服⽤可能会导致肾脏损害、喘息或呼吸困难和低⾎压。

- ⽩细胞（⽩细胞）输⾎. 如果您在输注⽩细胞期间或之后不久输注 AmBisome，可能会
发⽣突然和严重的肺部问题。您的医⽣会建议尽可能⻓时间地分开输液。这将降低肺
部问题的⻛险，并且您的肺部将受到监测。

怀孕和哺乳

如果您怀孕或哺乳，认为您可能怀孕或计划⽣育，请在服⽤此药前咨询您的医⽣。

只有当您的医⽣认为治疗的益处⼤于对您和您未出⽣的孩⼦或您的宝宝的⻛险时，他们
才会开出 AmBisome。

驾驶和使⽤机器 不要驾驶或操作
机器
AmBisome 的⼀些可能的副作⽤可能会影响您安全驾驶或使⽤机器的能⼒，请参阅
第 4 节，可能的副作⽤.

AmBisome 含有糖

如果您患有糖尿病，请告诉您的医⽣。AmBisome 在每个⼩瓶中含有⼤约 900 毫克的
糖（蔗糖）。

3. AmBisome 如何给予



AmBisome 始终由医⽣或护⼠提供给您。它被注⼊静脉（滴注）。不得通过任何其
他⽅法给予 AmBisome。

为了准备输液 AmBisome 必须溶解在⽆菌注射⽤⽔中，然后⽤含有葡萄糖的溶液稀释。

AmBisome 不得与⽣理盐⽔（盐）溶液或其他医药产品或电解质混合。

AmBisome 不能与其他两性霉素产品互换。

第⼀次治疗前
在您第⼀次治疗之前，您的医⽣可能会给您少量的 AmBisome。然后他们将等待⼤约 
30 分钟，看看您是否有过敏反应，然后再继续输注全剂量。

成⼈使⽤

您的 AmBisome 剂量将取决于您的体重。

⾝体⼀个或多个深部器官的真菌感染：
治疗通常以每公⽄体重 1 毫克开始，每天持续 2 ⾄ 4 周。您的医⽣可能会决定将您接受的
剂量增加到每公⽄体重 3 毫克。

对于⽑霉菌病，起始剂量通常为每天每公⽄体重 5 毫克。治疗的持续时间将由您的医
⽣根据个⼈情况确定。

体温升⾼和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患者疑似真菌感染：推荐的每⽇剂量为每天每公⽄体重 3 毫
克。AmBisome 将给予您，直到您的体温连续 3 天正常为⽌。但是，AmBisome 不能连
续服⽤超过 42 天。

内脏利什曼病：
您可能会在 10 ⾄ 21 天的时间内给予每公⽄体重 21 ⾄ 30 毫克的总剂量。您的医⽣将决定
您将接受的 AmBisome 量以及给药天数。

⽤于⼉童和⻘少年

AmBisome 已被⽤于治疗⼉童。⼉童的 AmBisome 剂量按每公⽄体重计算，⽅法与成
⼈相同。
不建议 1 个⽉以下的婴⼉使⽤ AmBisome。

⽤于⽼年患者

⽼年患者⽆需改变输注剂量或频率。

⽤于有肾脏问题的患者

AmBisome 已被给予肾病患者，剂量范围为每天每公⽄体重 1 ⾄ 5 毫克。⽆需改变剂量或
输注频率。在 AmBisome 治疗期间，您的医⽣或护⼠会定期采集⾎液样本以测试肾功能
的变化。

输液需要多⻓时间？



通常输液需要 30 到 60 分钟。对于每天每公⽄体重超过 5 毫克的剂量，输注可能需要⻓达 
2 ⼩时。

如果您接受的 AmBisome 剂量⾼于您应该接受的剂量
如果您认为您接受了过多的 AmBisome，您应该⽴即告诉您的医⽣。如果您对使⽤本
产品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您的医⽣。

4. 可能的副作⽤

像所有药物⼀样，AmBisome 会引起副作⽤，尽管不是每个⼈都会得到它们。

输液过程中的副作⽤
输液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副作⽤：

- 很普通的(这些可能会影响每 10 ⼈中超过 1 ⼈）: 发烧、发冷和发抖。

- 不太常⻅的输液相关副作⽤包括：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呼吸困难（可能伴有喘息
)、潮红、⽐正常⼈更快的⼼率、低⾎压和肌⾁⻣骼疼痛（描述为关节痛、背痛或⻣
痛）。

当停⽌输注时，这些副作⽤会很快消失。未来输注 AmBisome 或较慢输注（超过 2 ⼩时）
可能不会发⽣这些反应。您的医⽣可能会给您其他药物来预防与输液相关的反应，或者如
果您确实出现症状，则可以治疗这些症状。如果您有严重的输液相关反应，您的医⽣将停
⽌ AmBisome 输液，您将来不应接受这种治疗。

⾮常常⻅的副作⽤
这些可能会影响每 10 ⼈中超过 1 ⼈：
- 低⾎钾⽔平，导致感到疲倦、困惑、肌⾁⽆⼒或抽筋

- 感觉不舒服或⽣病
- 发烧、发冷或颤抖。

常⻅的副作⽤
这些可能会影响每 10 ⼈中多达 1 ⼈：
- 低镁、钙或钠⾎液⽔平，导致感到疲倦、困惑、肌⾁⽆⼒或抽筋

- ⾼⾎糖⽔平
- 头痛
- ⼼率⽐正常快
- ⾎管扩张，导致低⾎压和潮红
- ⽓喘吁吁
- 腹泻
- 胃（腹部）疼痛
- ⽪疹
- 胸痛
- 背痛
- ⾎液检查或尿液检查中出现肝或肾功能异常结果。

不常⻅的副作⽤
这些可能会影响每 100 ⼈中多达 1 ⼈：
- ⽪肤出⾎、不寻常的瘀伤和受伤后⻓时间出⾎



- 严重过敏（类过敏）反应
- 抽搐或癫痫发作（抽搐）
- 呼吸困难，可能伴有喘息。

其他副作⽤
⽬前尚不清楚这些副作⽤发⽣的频率：
- 贫⾎（红细胞⽔平低），伴有过度疲劳、轻度活动后⽓喘吁吁和⾯⾊苍⽩的症状

- 严重的过敏（过敏性）或敏感性反应
- ⼼脏病发作和⼼律变化
- 肾功能衰竭和肾脏问题。迹象包括疲倦和排尿减少
- 嘴唇、眼睛或⾆头周围的⽪肤严重肿胀。
- 肌⾁分解
- ⻣痛和关节痛

⼲扰磷⾎检测结果。当使⽤称为 PHOSm 测定的特定系统分析来⾃接受 AmBisome 的患
者的样本时，可能会出现显⽰⾎液中磷酸盐⽔平增加的错误读数。

如果您的测试结果显⽰磷酸盐含量⾼，则可能需要使⽤不同的系统进⾏进⼀步分析
以确认结果。

副作⽤报告
如果您有任何副作⽤，请咨询您的医⽣。这包括本传单中未列出的任何可能的副作⽤。您
还可以通过国家报告系统直接报告副作⽤：

英国
⻩牌计划
⽹站：www.mhra.gov.uk/yellowcard

5. 如何储存 AmBisome

AmBisome 储存在医院药房。

将此药放在⼉童看不到和够不到的地⽅。

请勿在 {EXP} 后标签上注明的⽇期之后使⽤ AmBisome。到期⽇是指当⽉的最后⼀天。

请勿在 25°C 以上储存。

不要将部分使⽤过的⼩瓶储存起来以备将来患者使⽤。

不要通过废⽔或⽣活垃圾丢弃任何药物。询问您的药剂师如何丢弃不再使⽤的药物。这
些措施将有助于保护环境。

6. 包装内容和其他信息

AmBisome 包含什么



活性成分是两性霉素B. 每个⼩瓶含有 50 mg 包裹在脂质体（⼩脂肪颗粒）内的两性
霉素 B。
其他成分是：氢化⼤⾖磷脂酰胆碱、胆固醇、⼆硬脂酰磷脂酰⽢油、α-⽣育酚、蔗
糖（糖）、琥珀酸⼆钠六⽔合物、氢氧化钠和盐酸。

AmBisome 的外观和包装内容

AmBisome 是⼀种⽆菌的亮⻩⾊冻⼲粉（冻⼲粉），⽤于分散
⽤于输液。

它装在 15-ml、20-ml 或 30-ml 玻璃⼩瓶中。

每个⼩瓶含有 50 毫克活性成分两性霉素 B。

封盖由⼀个橡㬵塞和⼀个装有可拆卸塑料盖的铝环密封件组成。

每个纸箱包含 10 个⼩瓶和 10 个过滤器。

并⾮所有包装尺⼨都可以销售。

上市许可持有⼈和制造商

上市许可持有⼈ Gilead 
Sciences International Ltd 
Granta Park
阿宾顿
剑桥 CB21 6GT
英国

制造商
Gilead Sciences Ireland UC, IDA 
Business & Technology Park, 
Carrigtohill,
科克郡，
爱尔兰

有关该药物的任何信息，请联系上市许可持有⼈的当地代表：

英国
吉利德科学有限公司
电话：+ 44 (0) 8000 113700

本传单最后修订于 2020 年 9 
⽉



<---------------------------------------------------- -------------------------------------------------- ->

以下信息仅供医疗保健专业⼈员使⽤：

在开始重建之前仔细阅读本节和第 4.4 节

AmBisome 不等同于其他两性霉素产品.

AmBisome 必须使⽤⽆菌注射⽤⽔（不含抑菌剂）重新配制，并在葡萄糖溶液（5%、
10% 或 20%）中稀释，仅⽤于输注。

使⽤推荐以外的任何溶液，或溶液中存在抑菌剂（例如苯甲醇），都可能导
致 AmBisome 沉淀。

AmBisome 与盐⽔不相容，不得⽤盐⽔重新配制或稀释，或通过以前⽤于盐⽔
的静脉输液管给药，除⾮先⽤葡萄糖溶液（5%、10% 或 20%）冲洗以进⾏输
注。如果这不可⾏，AmBisome 应通过单独的线路进⾏管理。

不要将 AmBisome 与其他医药产品或电解质混合。

在所有处理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菌技术，因为 AmBisome 或指定⽤于重构
和稀释的材料中不存在防腐剂或抑菌剂。

AmBisome 必须由经过适当培训的⼯作⼈员重新配制。

如下制备含有 50 mg 两性霉素 B 的 AmBisome ⼩瓶：

1. 在每个 AmBisome ⼩瓶中加⼊ 12 ml ⽆菌注射⽤⽔，得到含有 4 mg/ml 两性霉素 B 
的制剂。



2. 加⼊⽔后，⽴即⽤⼒摇晃⼩瓶 30 秒以完全分散 AmBisome。重构后，浓缩物是半透
明的⻩⾊分散体。⽬视检查⼩瓶是否有颗粒物并继续摇晃直⾄获得完全分散。如果有任
何异物沉淀的迹象，请勿使⽤。

3. 计算要进⼀步稀释的重组 AmBisome (4 mg/ml) 的量（⻅下表）。

4. 输注溶液是通过⽤⼀ (1) 到⼗九 (19) 份葡萄糖溶液（5%、10% 或 20%）稀释重组的 
AmBisome 来获得的，按体积输注，最终浓度为推荐值范围为 2.00 mg/ml ⾄ 0.20 mg/
ml 两性霉素 B 作为 AmBisome（⻅下表）。

5. 将计算出的重构 AmBisome 体积抽取到⽆菌注射器中。使⽤提供的 5 微⽶过滤器，将 
AmBisome 制剂注⼊带有正确量葡萄糖溶液（5%、10% 或 20%）的⽆菌容器中进⾏输
注。



在线膜过滤器可⽤于静脉输注 AmBisome。但是，过滤器的平均孔径不应⼩于 1.0 微⽶。

在⽤于输注的葡萄糖 5% 溶液中以 3mg/kg/天的剂量制备⽤于输注的 
AmBisome 分散体的⽰例。

重量
（公⽄）

数字
⼩瓶

数量
AmBisome
(毫克) 是
撤销
为了更进⼀步的

稀释

体积
重组
AmBisome
(毫升)*

配制0.2mg/ml浓度 配成 2.0mg/ml 浓度

（20 分之⼀稀释） （1 ⽐ 2 稀释）

体积
5%
葡萄糖
需要
(毫升)

全部的
体积（毫升；
AmBisome
加 5%
葡萄糖）

体积
5%
葡萄糖
需要
(毫升)

全部的
体积（毫升；
AmBisome
加 5%
葡萄糖）

10 1 30 7.5 142.5 150 7.5 15
25 2 75 18.75 356.25 375 18.75 37.5
40 3 120 30 570 600 30 60
55 4 165 41.25 783.75 825 41.25 82.5
70 5 210 52.5 997.5 1050 52.5 105
85 6 255 63.75 1211.25 1275 63.75 127.5
* 每瓶 AmBisome (50mg) ⽤ 12ml 注射⽤⽔复溶，以提供 4mg/ml 两性霉素 B 的浓度。

任何未使⽤的产品或废料应按照当地要求进⾏处理。

关于重构和稀释的说明视频：
www.medicines.org.uk/emc/product/1022/vide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