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描述
Nimotuzumab 是⼀种重组⼈源化单克隆抗体，通过与位于该受体细胞外结构域的表
位相互作⽤，特异性结合⼈表⽪⽣⻓因⼦受体 (EGFR) 的细胞外结构域。
Nimotuzumab 是⿏ IgG2a 单克隆抗体 R3 (ior egf/r3) 的⼈源化形式。⼈源化尼妥珠
单抗IgG1抗体是通过将⿏抗体的CDR克隆到⼈Frs（Eu代表重链，REI代表轻链）并
将3个⿏残基重新引⼊⼈Frs的重链⽽获得的。

在另⼀项针对局部晚期（III 期或 IVA-B 期）鼻咽鳞状细胞癌患者的随机、开放标签、
多中⼼ II 期临床试验 3 中，共纳⼊ 137 名患者，其中 70 名在研究药物（尼妥珠单
抗）组，67 名在对照组。研究药物组患者接受尼妥珠单抗联合根治性放疗，⽽对照
组接受单独放疗。患者每周接受 8 次 Nimotuzumab 输注，剂量为 100 mg，并联合
放疗。第⼀次输液在患者开始放疗的同⼀天进⾏，并与放疗同时结束。

作品：
每 10 毫升⼩瓶含有尼妥
珠单抗
（⼈源化抗EGFR单克隆抗体）磷酸氢⼆钠

磷酸⼆氢钠氯化钠

聚⼭梨醇酯 80
注射⽤⽔

在治疗结束时，分别在治疗后 5 周和 17 周进⾏分析。治疗结束时，研究药物组的CR（完全缓
解）百分⽐为：原发肿瘤76.56%，淋巴结75.00%，总体评价65.63%；与对照组相⽐，分别
为34.85%、57.58%和27.27%。研究药物组的CR百分⽐⾼于对照组。治疗5周后，研究药物组
局部肿瘤CR率为90.63%，淋巴结为89.06%，总体评价为87.50%；与对照组相⽐分别为
51.52%、72.73%和42.42%。治疗17周后，研究药物组局部肿瘤CR率为92.19%，淋巴结CR
率为93.75%，总体评价率为90.63%，分别为63.64%、80.30%和51%。52% 在控制中。所有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17周观察到的客观反应在研究药物组为100%，在对照组为
90.9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研究药物组治疗后Karnofsky分级平均值⾼于对照组，具有统
计学意义，表明该抗体有助于改善患者⽣活质量。分析治疗前后患者体重的差异，实验组均值
为0.35 kg，对照组均值为0.87 k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17周观察到的客观反应在研究
药物组为100%，在对照组为90.9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研究药物组治疗后Karnofsky分
级平均值⾼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该抗体有助于改善患者⽣活质量。分析治疗前后
患者体重的差异，实验组均值为0.35 kg，对照组均值为0.87 k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
17周观察到的客观反应在研究药物组为100%，在对照组为90.9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研
究药物组治疗后Karnofsky分级平均值⾼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该抗体有助于改善
患者⽣活质量。分析治疗前后患者体重的差异，实验组均值为0.35 kg，对照组均值为0.87 
k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该抗体有助于改善患者的⽣活质量。分析治疗前后患者体重的差
异，实验组均值为0.35 kg，对照组均值为0.87 k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该抗体有助于改
善患者的⽣活质量。分析治疗前后患者体重的差异，实验组均值为0.35 kg，对照组均值为
0.87 k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0.0 毫克

18.0 毫克
4.5毫克

86.0 毫克
2.0毫克

适量 10 毫升

本品为⽆⾊透明溶液，不含不溶物。

临床药理学
尼妥珠单抗与表⽪⽣⻓因⼦受体（EGFR、HER1、c-ErB1）的细胞外结构域结合，并
抑制表⽪⽣⻓因⼦（EGF）和其他配体如转化⽣⻓因⼦α的结合。Nimotuzumab 的
内在特性需要⼆价结合（即同时与两个抗体臂结合到两个靶点）才能稳定地附着在细
胞表⾯，这导致 Nimotuzumab 选择性地结合表达中到⾼ EGFR ⽔平的细胞1。
EGFR是⼀种跨膜糖蛋⽩，是称为HER的受体家族的成员。EGFR 在来⾃所有三个胚
胎层细胞的细胞中表达，特别是在上⽪来源的细胞（⽪肤、呼吸道、胃肠道、泌尿道
和肝脏）中。在头颈部等上⽪来源的⼈类肿瘤（SCCHN）的⼴泛多样性中，⾮⼩细
胞肺癌 (NSCLC)、胰腺癌、结肠癌、乳腺癌、肾卵巢癌和膀胱癌 EGFR 过度表达。它
也在神经㬵质瘤中过度表达。Nimotuzumab 与 EGFR 的结合可阻断受体相关激酶的
磷酸化和活化，从⽽抑制细胞⽣⻓、诱导细胞凋亡和减少⾎管内⽪⽣⻓因⼦的产⽣。 ⾮随机试验

⼀项单中⼼ I/II 期开放标签、⾮随机临床试验旨在评估尼妥珠单抗联合外照射放疗在 
12 名适合表达 EGF-R 的晚期头颈癌（III 或 IV 期）患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于根治
性放射治疗。建⽴了由 3 名患者组成的四个不同的治疗组。4 个定义的队列中的单剂
量 50 ⾄ 400 mg 尼妥珠单抗。患者每周接受相同剂量，持续 6 周。对于 4 个队列，
尼妥珠单抗的总累积剂量为 300、600、1200 和 2400 mg。患者还接受了 60 或 66 
Gy 辐射，这取决于 Co 60 源的反应，每天给予 2Gy 剂量，持续 5 天，持续 6 周。累
计完成后，

使⽤ A431、MDA-MB-435、U87 等肿瘤细胞系的体外研究和⼈肿瘤异种移植的 SCID 
⼩⿏的体内研究表明，尼妥珠单抗具有抗增殖、抗⾎管⽣成和促凋亡活性。

⼈体药代动⼒学
尼妥珠单抗与伴随的化疗或放疗联合给药表现出⾮线性药代动⼒学。输注 30 分钟
后，随着剂量从 50 增加到 400 mg，浓度时间曲线下⾯积 (AUC) 以⼤于剂量⽐例的
⽅式增加。随着剂量从 50 增加到 200，尼妥珠单抗清除率 (CL) 从 1.08 下降到 0.34 
mL/h/kg，并且在剂量 >200 mg 时，它似乎趋于平稳。尼妥珠单抗的中央隔室体积 
(Vc) 范围为 2.3 ⾄ 7.2L，相同剂量范围的最⼤浓度 Cmax 为 27 ⾄ 57 ng/mL。消除
半衰期（t 1/2ß)对于 50 ⾄ 400 毫克的剂量，范围为 62.91 ⾄ 304.51 ⼩时。

在第⼀个试验部分，12名患者服⽤4个剂量⽔平的尼妥珠单抗，12名患者中有7名患
者出现ORR（PR或CR），4名受试者病情稳定，1例在联合治疗后出现肿瘤进展。在 
7 名有反应的患者中，有 6 名原发肿瘤及其转移灶完全缓解，⽽ 1 名患者显⽰部分反
应。初步药代动⼒学分析表明，受体饱和达到 200 mg 以上。

与较低剂量相⽐，使⽤ 200 或 400 mg 剂量后总⽣存期显着增加（P=0.03）。从治疗
开始到结束⽇期的中位随访时间为 45.2 个⽉（范围为 41.5 ⾄ 48.1 个⽉），接受 50 
和 100 毫克治疗的患者的中位⽣存期为

8.60 个⽉，⽽接受 200 和 400 毫克的患者的中位⽣存期为 44.30 个⽉。接受两个最
低剂量治疗的受试者的 3 年⽣存率为 16.7%，接受 200 和 400 mg 治疗的患者的 3 年
⽣存率为 66.7%。在对⽅案进⾏修改后，将 10 名新患者纳⼊ 200 和 400 毫克组，最
后，16 名患者中有 14 名（87.5%）达到 ORR，其中 11 名 CR。总体平均⽣存期为 
22 个⽉；8 名患者存活，7 名患者⽆病 4。

在⼈体内，尼妥珠单抗主要分布于肝脏、脾脏、⼼脏、肾脏和膀胱。肝脏摄取⼤部分
尼妥珠单抗。动物药代动⼒学研究的证据表明，抗体在肿瘤中的浓度在注射后 24 ⼩
时最⾼。

临床研究
尼妥珠单抗联合化疗和/或放疗的疗效和安全性已在两项随机对照试验（RCT）（229 
名患者）和两项⾮随机（53 名患者）临床试验中进⾏了研究。还评估了所有这些患
者的安全性数据。

另⼀项评估尼妥珠单抗联合放射治疗 (RT) 治疗局部晚期、不可切除的头颈部鳞状细
胞癌 (SCCHN) 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多中⼼⾮随机研究在 31 名受试者中进⾏。患
者接受 6600 或 7000 cGy 的放射治疗，分 33 或 35 次，外加 100 或 200 mg 剂量的 
Nimotuzumab，每周⼀次，持续 6 周。ITT ⼈群定义为接受⾄少⼀剂尼妥珠单抗的
所有患者。可评估⼈群定义为接受 6 剂 Nimotuzumab 并达到第 12 周评估的所有患
者 24 名患者是完全可评估的。其中，17 ⼈（70%）表现出完全的肿瘤反应作为他们
的最佳反应。总共有 13 名患者作为完全反应者完成了研究。在剩余的可评估患者
中，3 名（12.5%）名患者在 24 周达到部分缓解，然后进展，1 名（4.9%）名患者
在 3 次就诊后病情稳定然后进展。其余 3 名 (12.5%) 患者疾病进展。ITT ⼈群的平均
⽣存期为 829 天。可评估⼈群的中位⽣存期⽬前为 43.4 个⽉。

随机对照试验
⼀项随机多中⼼ II 期临床试验招募了 92 名患者，研究将尼妥珠单抗添加到两种标准
治疗⽅案中，即放疗 (RT) 和化疗 (CT) + RT 治疗 III 期和 IVA 期不可切除的头颈癌。
两组在年龄、性别、肿瘤分期和基线KPS⽅⾯均等匹配，组间差异⽆统计学意义。患
者每周接受⼀次尼妥珠单抗 200 mg IV 输注，持续 6 周。在 3 个⽉和 6 个⽉结束时评
估对治疗的反应。共有 16 名患者⽆法评估。76 名患者可⽤于疗效分析。

不同治疗组的客观缓解率 (ORR) 为：

治疗组 n =54# ORR %（p 值）

适应症
Nimotuzumab ⽤于治疗晚期头颈部鳞状细胞癌，同时进⾏化疗和/或放疗。

尼妥珠单抗+RT 13 76.47*(0.02)

逆转录 7 36.84

尼妥珠单抗+CT+RT 20 100.00♦(0.02)

CT+RT 14 70.00 剂量和给药⽅法
Nimotuzumab 以每周 200 mg 的剂量连续静脉 (IV) 输注给药 6 周，与头颈癌的标准
放疗和/或化疗联合使⽤。200 mg 抗体在 250 ml 氯化钠中稀释并输注 60 分钟。

*

♦
尼妥珠单抗 + RT 与 RT
尼妥珠单抗 +CT+ RT 对⽐ CT+RT

# 54 名患者显⽰了 76 名可评估分析的 ORR

尼妥珠单抗在加⼊ CT+RT 和 RT 时并未恶化患者的 KPS。尼妥珠单抗与 CT 和/或 RT 
同时使⽤时显⽰出⽐对照组更⾼的客观缓解率。在 30 个⽉的随访 2 中，尼妥珠单抗
加放化疗组的⽣存率为 69.5%，⽽单独放化疗组为 21.7%，尼妥珠单抗加放疗组为 
39.1%，⽽单独放疗组为 21.7%。将 Nimotuzumab 添加到放化疗导致死亡⻛险 
(rrd) 降低 85 % (HR 0.15, p-0.0006)，RT 降低 36 % rrd (HR0.64, p = 0.33) (OS per 
protocol)。

在⽤⽣理盐⽔稀释期间，确保采取所有预防措施以避免意外污染。如果在溶液中看到
任何混浊，那是由于意外的微⽣物污染。在这种情况下，请丢弃溶液并准备新的溶
液。

不良反应
在⼀项针对头颈癌患者的随机临床试验中，尼妥珠单抗联合或不联合放疗和/或 CT 
时，放疗组常⻅的不良事件为发热、

TITLE - NIMOTUZUMAB / BIOMAB MEDICATION PATIENT INFORMATION IN 
CHINESE

Source : Biocon

www.911globalmeds.com/buy-nimotuzumab-biomab-online
http://www.biocon.com/docs/prescribing_information/oncology/biomab_pi.pdf


寒战、粘膜炎、瘙痒、荨⿇疹/⽪疹、头痛、⾼⾎压和⾎压波动。放化疗组报告的不
良事件为黏膜炎、乏⼒、头晕、⾎尿（镜下）、呕吐和稀便。只有⽪疹和寒战被研究
者评为肯定与尼妥珠单抗有关。这些不良事件的严重程度为轻度⾄中度，⾃限性可
逆，可能或可能与尼妥珠单抗有关。3 名患者出现⾸剂输注反应，并在没有任何后遗
症的情况下康复，并能够承受随后的 Nimotuzumab 输注。⼀名患者出现严重的⽪
疹过敏反应，接受对症治疗后退出研究。

低抗独特型反应表明抗体的⼈源化性质，也可能是低超敏反应的原因。免疫原性反应
的发展取决于许多因素，例如样本采集时间、样本处理、采集时间、潜在疾病和伴随
⽤药。尼妥珠单抗抗体的发⽣率尚⽆定论。

⽤于妊娠和哺乳期 ⽤于妊娠

尚未⽤尼妥珠单抗进⾏动物⽣殖研究。
然⽽，EGFR 与产前发育的控制有关，因此可能对发育中胚胎的正常器官发⽣、增殖
和分化⾄关重要。已知⼈ IgG1 可以穿过胎盘屏障；因此，抗体有可能从⺟亲传给发
育中的胎⼉。但尚不清楚该抗体在给孕妇使⽤时是否会造成胎⼉伤害。如果潜在益处
超过对胎⼉的潜在⻛险，则只能将抗体提供给孕妇或未采取适当避孕措施的任何妇
⼥。如果患者在接受该药时怀孕，应告知她对胎⼉的潜在危害和/或流产的潜在⻛
险。

在放化疗组中，尼妥珠单抗组报告 III 级和 IV 级不良事件的患者⽐例⾼于未使⽤尼妥
珠单抗组。这些不良事件主要与同时进⾏的 CT+RT 相关，⽽不是与尼妥珠单抗相
关。放疗组显⽰，与 RT 相⽐，未使⽤ Nimotuzumab 组的 III 级和 IV 级不良事件患
者⽐例⾼于 Nimotuzumab 组。未显⽰添加尼妥珠单抗会增强 RT 的毒性作⽤。

由于尼妥珠单抗，过敏性⽪肤反应是唯⼀报告的 SAE。报告的其他 SAE 是由于潜在
的恶性疾病或同步化疗或放疗的结果。

哺乳期使⽤
尚不清楚该抗体是否在⼈乳中分泌。由于⼈类
IgG1 分泌在⼈乳中，摄⼊后对婴⼉的吸收和伤害的可能性尚不清楚。没有对哺乳⺟
亲使⽤尼妥珠单抗的潜在益处和⻛险提出建议。在晚期鼻咽鳞癌的临床试验中，最常⻅的不良反应包括低热、低⾎压、恶⼼、头晕和

⽪疹。实验组70例患者中，I级发热发⽣率为4.28%，最⾼体温为39 oC，治疗后下降
且未中断治疗⽅案；低⾎压和头晕的发⽣率为2.86%，记录的最低⾎压为80/50，休
息后恢复正常。I级恶⼼和⽪疹的发⽣率为1.43%。

⼉科使⽤
⽬前正在对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的⼉科患者进⾏临床研究
⽆明显不良事件的肿瘤

尼妥珠单抗。
对经过⼤量预处理的⼉童复发性⾼级别㬵质瘤的疗效和

尼妥珠单抗联合放疗治疗晚期头颈癌表⽪源性肿瘤临床试验中观察到的不良反应分为
常⻅和罕⻅反应，⻅表1。⼤多数与药物有关的不良反应为I级和II级。未报告⽪疹或
其他⽪肤毒性。

⻘少年已在 II 期研究中得到证实。尼妥珠单抗作为单⼀疗法的重复应⽤具有良好的耐
受性和安全性。没有⼀个 SAE 被认为与研究药物有关。临床恶化主要与肿瘤疾病的
并发症、肿瘤进展或很少与另⼀种伴随疾病有关。特别是没有观察到过敏反应或严重
的⽪肤或胃肠道毒性。

表 1 晚期表⽪源性癌患者常⻅不良反应发⽣率
实验室测试、⽣命体征或体格检查结果均未引起安全问题。未观察到与尼妥珠单抗抗
体相关的严重⾎液学或⾮⾎液学副作⽤，将严重感染、输⾎和住院的⻛险降⾄最低。

发⽣率%
⼀级

发⽣率%
⼆级

发⽣率%
三级不良反应

发烧 14.2 2.6 16.8
震颤 11.6 5.2 16.8 ⽼年⼈使⽤

在头颈癌临床研究中评估的最⼤年龄限制是恶⼼和呕吐 10.9 2.6 13.5
发冷 12.2 1.3 13.5 78 岁。使⽤ Nimotuzumab 进⾏的临床研究不⾜以显⽰由于⾼龄的影响⽽产⽣的任

何反应差异。低⾎压 5.2 2.6 7.8
弱点 7.8 0.0 7.8
头痛 5.6 0.0 5.6 剂量过⼤

已在已完成的临床试验中证明剂量⾼达 400 毫克贫⾎ 4.3 1.3 5.6
对⼈类是安全的。⽬前尚⽆关于 400 mg 以上剂量的安全性的结论。肢端发绀 3.0 2.6 5.6

在⼀项单臂⾮随机临床试验中，⼀名患者在第⼀次服药后出现 3 级嗜睡。其他轻度或
中度反应包括发热、呕吐、恶⼼、低⾎压、震颤、寒战、头痛、定向障碍、⼼前区疼
痛、⾔语障碍和肌痛。这些不良事件由标准药物控制。在标准放射治疗中加⼊尼妥珠
单抗并未加剧放射毒性。

包装
提供单盒 4 瓶装，每瓶 10mL（50mg
尼妥珠单抗）。

稳定性和存储
BIOMab EGFRTM (Nimotuzumab) 应储存在冰箱中

在 SCCHN 患者的第⼆项⾮随机研究中，最常⻅的与放射相关的不良事件是味觉改
变、吞咽困难、⼝腔炎、粘膜炎、咽喉疼痛和放射野红斑。这些都不是出乎意料的，
并且似乎没有与施⽤抗体相关的任何恶化。恶⼼和疲劳是最常⻅的⾮辐射相关不良事
件。输液反应仅发⽣在接受单个特定批次 Nimotuzumab 的 4 名患者中。报告了 13 
起 SAE。报告的严重不良事件主要是由于疾病进展或转移性疾病，被认为与研究治疗
⽆关。这包括两⼈死亡；

温度在 2°C 到 8°C 之间。不要冻结。冷冻和解冻会
破坏尼妥珠单抗的⽣物活性。
在氯化钠溶液中稀释的尼妥珠单抗具有物理和化学性质
2~8℃下稳定12⼩时，室温（25±3℃）下稳定6⼩时。尼妥珠单抗在超过这些条件的
制备溶液中可能没有活性，应丢弃溶液并准备新鲜溶液⽤于输注。

保质期
2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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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措施
BIOMab EGFRTM 应谨慎⽤于患有已知疾病的患者。
对尼妥珠单抗或制剂的任何已知成分过敏。（参⻅配⽅中其他成分的说明）

禁忌症
⽆⼈知晓。

药物相互作⽤
其他药物合⽤对尼妥珠单抗和
反向尚未评估。

免疫原性
由四个⽪内注射组成的绿猴免疫毒性研究
佐剂的尼妥珠单抗剂量仅引起次最⼤免疫原性反应，提⽰⾮佐剂尼妥珠单抗的免疫原
性较低。

免疫原性 [⼈抗⼈抗体 (HAHA)] ⽤于确定对 Nimotuzumab 的抗独特型反应，在临床
研究中以单剂量和多剂量进⾏评估，最⼤剂量为 2400mg，随访⼀年。在评估的 34 
名患者中，只有⼀名患者表现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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