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同步的⼝头
磺胺嘧啶

1. 药品名称

⾮同步

2. 定性和定量成分

舒他霉素是⼀种双酯，其中氨苄⻘霉素和β-内酰胺酶抑制剂舒巴坦通过亚甲基连接。化学
上，舒他霉素是氨苄⻘霉素的羟甲基⻘霉素砜酯，分⼦量为594.7。

3. 药物形式

舒他⽶西林可作为薄膜包⾐⽚剂获得，其含有相当于 375 mg 舒巴坦的甲苯磺酸盐，它是
舒巴坦和氨苄西林的互惠前药，相当于 147 mg 舒巴坦和 220 mg 氨苄西林。

舒他⽶西林也可作为⼝服混悬剂粉末使⽤，含有舒他霉素碱，⽤⽔复溶后，每 5 ml 可提供 
250 mg 舒他霉素。

4. 临床资料

4.1 治疗适应症

舒他霉素适⽤于敏感微⽣物引起的感染。典型适应症是上呼吸道感染，包括鼻窦炎、中⽿
炎和扁桃体炎；下呼吸道感染，包括细菌性肺炎和⽀⽓管炎；尿路感染和肾盂肾炎; ⽪肤和
软组织感染和淋球菌感染。

舒巴坦/氨苄⻘霉素 IM/IV 初始治疗后需要舒巴坦/氨苄⻘霉素治疗的患者也可使⽤苏他⽶西
林。

4.2 剂量学和给药⽅法

成⼈（包括⽼年患者）的推荐剂量为 375-750 mg，⼝服，每⽇两次。

在成⼈和⼉童中，治疗通常持续到发热和其他异常体征消失后的 48 ⼩时。治疗通常持续 
5-14 天，但必要时可延⻓治疗期。

在治疗单纯性淋病时，可以单次⼝服 2.25 g（6 ⽚ 375 mg ⽚剂）的舒他霉素。应同时服⽤
丙磺舒 1.0 g，以延⻓舒巴坦和氨苄西林的⾎浆浓度。

疑似梅毒病变的淋病病例在接受磺胺嘧啶之前应进⾏暗视野检查，并每⽉进⾏⾄少四个⽉
的⾎清学检测。

溶⾎性链球菌引起的感染，建议⾄少治疗10天，以防⽌急性⻛湿热或肾⼩球肾炎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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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童和婴⼉

对于体重⼩于 30 公⽄的⼉童，⼤多数感染的剂量是磺胺西林 25-50 毫克/公⽄/天，分两次
⼝服，取决于感染的严重程度和医⽣的判断。对于体重 30 公⽄或以上的⼉童，应给予通常
的成⼈剂量。

⽤于肾功能不全患者

在肾功能严重受损（肌酐清除率≤30 ml/min）的患者中，舒巴坦和氨苄西林的消除动⼒学
同样受到影响，因此⼀种与另⼀种的⾎浆⽐例将保持不变。根据氨苄⻘霉素的常规做法，
此类患者的舒他西林剂量应减少给药频率。

4.3 禁忌症

对任何⻘霉素有过敏反应史的个体禁⽤磺胺西林。

4.4 使⽤特别警告和注意事项

在接受 β-内酰胺类药物治疗的患者中曾报告过严重且偶有致命的超敏反应（包括类过敏反
应和严重的⽪肤不良反应）。在开始使⽤舒巴坦钠（舒巴坦钠/氨苄⻘霉素钠）治疗之前，
应仔细询问以前对⻘霉素、头孢菌素、碳⻘霉烯类或其他β-内酰胺类药物的超敏反应。如
果发⽣过敏反应，必须⽴即停⽤舒巴坦钠/氨苄西林钠，并开始适当的替代疗法。

严重的过敏反应需要⽴即⽤肾上腺素进⾏紧急治疗。

氧⽓、静脉注射类固醇和⽓道管理，包括插管，应按指⽰进⾏。

在氨苄⻘霉素/舒巴坦治疗的患者中，曾报道过严重的⽪肤反应，例如中毒性表⽪坏死松解
症 (TEN)、史蒂⽂斯-约翰逊综合征 (SJS)、剥脱性⽪炎、多形性红斑和急性泛发性发疹性
脓疱病 (AGEP)。如果发⽣严重的⽪肤反应，应停⽤氨苄西林/舒巴坦并开始适当的治疗
（⻅第 4.8 节-不良影响）。

与任何抗⽣素制剂⼀样，必须不断观察包括真菌在内的⾮易感⽣物过度⽣⻓的迹象。如果
发⽣⼆重感染，应停药和/或开始适当的治疗。

艰难梭菌——associated diarrhea (CDAD) has been reported with use of nearly all antibacterial 
agents, including sultamicillin, and may range in severity from mild diarrhea to fatal colitis. 
Treatment with antibacterial agents alters the normal flora of the colon, leading to 
overgrowth of C. difficile.

C. difficile produces toxins A and B,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DAD. Hypertoxin-
producing strains of C. difficile cause increased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as these infections 
can be refractory to antimicrobial therapy and may require colectomy. CDAD must be 
considered in all patients who present with diarrhea following antibiotic use. Careful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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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is necessary since CDAD has been reported to occur over two months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antibacterial agents.

药物性肝损伤如胆汁淤积性肝炎和⻩疸与氨苄⻘霉素/舒巴坦的使⽤有关。如果出现肝病的
体征和症状，应建议患者联系医⽣（⻅第 4.8 节-不良影响）。

由于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起源于病毒，因此不应在治疗中使⽤氨苄⻘霉素。接受氨苄⻘
霉素治疗的单核细胞增多症患者中，很⼤⼀部分会出现⽪疹。

建议在⻓期治疗期间定期检查器官系统功能障碍；这包括肾、肝和造⾎系统。

⼝服舒巴坦和氨苄西林后，舒巴坦和氨苄西林的主要排泄途径是通过尿液。由于新⽣⼉肾
功能尚未完全发育，因此在新⽣⼉使⽤舒他霉素时应考虑到这⼀点。

平板电脑
患有罕⻅的半乳糖不耐症、Lapp-乳糖酶缺乏症或葡萄糖-半乳糖吸收不良遗传问题的患者
不应服⽤该药。

⼝服混悬剂
果糖不耐受、葡萄糖-半乳糖吸收不良或蔗糖酶-异⻨芽糖酶不⾜等罕⻅遗传问题的患者不应
服⽤该药。

4.5 与其他医药产品的相互作⽤和其他形式的相互作⽤

别嘌醇
与单独接受氨苄⻘霉素的患者相⽐，同时施⽤别嘌醇和氨苄⻘霉素显着增加接受这两种药
物的患者的⽪疹发⽣率。

抗凝剂
⻘霉素可以改变⾎⼩板聚集和凝⾎试验。这些作⽤可能与抗凝剂相加。

抑菌药物（氯霉素、红霉素、磺胺类和四环素类） 抑菌药物可能会⼲扰⻘霉素的杀菌作
⽤；最好避免同时治疗。

含雌激素的⼝服避孕药
有病例报告表明服⽤氨苄⻘霉素的⼥性⼝服避孕药的效果会降低，从⽽导致意外怀孕。尽
管相关性较弱，但应让患者在服⽤氨苄西林时选择使⽤替代或额外的避孕⽅法。

甲氨蝶呤
与⻘霉素同时使⽤导致甲氨蝶呤清除率降低，甲氨蝶呤毒性相应增加。应密切监测患者。
可能需要增加亚叶酸剂量并⻓期给药。

丙磺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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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使⽤丙磺舒可减少氨苄⻘霉素和舒巴坦的肾⼩管分泌；这种作⽤导致⾎清浓度增加和
延⻓，消除半衰期延⻓，并增加毒性⻛险。

实验室测试交互
使⽤ Benedict 试剂、Fehling 试剂和 Clintest- 进⾏尿液分析时可能会观察到假阳性糖尿。
孕妇服⽤氨苄⻘霉素后，已注意到总结合雌三醇、雌三醇葡糖苷酸、结合雌酮和雌⼆醇的
⾎浆浓度短暂降低。舒巴坦钠/氨苄⻘霉素钠 IM/IV 也可能出现这种效应。

4.6 ⽣育、怀孕和哺乳

怀孕期间使⽤

动物⽣殖研究未发现磺胺西林导致⽣育能⼒受损或对胎⼉造成伤害的证据。舒巴坦和氨苄
西林可以通过胎盘屏障。然⽽，尚未确定⽤于⼈类妊娠的安全性。因此，只有在潜在益处
⼤于潜在⻛险时，才应在怀孕期间使⽤磺胺嘧啶。

哺乳期使⽤

不建议在哺乳期间使⽤舒他霉素。低浓度的氨苄⻘霉素和舒巴坦从乳汁中排出。这应该考
虑到新⽣⼉可能会暴露，特别是因为新⽣⼉的肾功能尚未完全发育。

4.7 对驾驶和使⽤机器能⼒的影响

⽆⼈知晓。

4.8 不良影响

舒他霉素⼀般耐受性良好。观察到的⼤多数副作⽤为轻度或中度严重程度，并且在继续治
疗时通常可以耐受。

按 SOC 和 CIOMS 频率类别列出的与舒他西林相关的 ADR，按每个频率类别和 SOC 内的
医疗严重性或临床重要性降低的顺序列出。

系统器官
班级

常⻅的
≥1/100 ⾄ <1/10

罕⻅
≥1/1,000 ⾄
<1/100

稀有的
≥1/10,000 ⾄
<1/1,000

频率
未知
（不可能是
估计的
从可⽤的
数据）

感染和
⾍害

念珠菌感染 伪膜性结肠炎

⾎与
淋巴系统
疾病

⾎⼩板减少症

免疫系统
疾病

过敏性休克，
过敏反应，
Kounis综合征，
超敏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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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器官
班级

常⻅的
≥1/100 ⾄ <1/10

罕⻅
≥1/1,000 ⾄
<1/100

稀有的
≥1/10,000 ⾄
<1/1,000

频率
未知
（不可能是
估计的
从可⽤的
数据）

神经系统
疾病

头痛 头晕 嗜睡，镇静

呼吸系统，
胸腔和
纵隔
疾病

呼吸困难

胃肠道
疾病

腹泻，
呕吐，
腹痛，
恶⼼

梅莱娜，
⼝腔炎

⼩肠结肠炎，消化不
良，味觉障碍，⾆头
变⾊

肝胆
疾病

⻩疸，
肝功能异常

⽪肤和
⽪下
组织疾病

⽪疹、瘙痒 ⽪炎 中毒性表⽪坏死松解症、
Stevens-Johnson 综合
征、多形红斑、
⾎管性⽔肿、荨⿇疹

肌⾁⻣骼
和连接
组织疾病

关节痛

⼀般疾病
和
⾏政
场地条件

疲劳，不适

调查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升
⾼，天冬氨酸
转氨酶升⾼

按 SOC 和 CIOMS 频率类别列出的与单独的氨苄西林和/或舒巴坦/氨苄西林 IM/IV 相关的 
ADR，按每个频率类别和 SOC 内的医疗严重性或临床重要性递减的顺序列出。

系统器官
班级

常⻅的
≥1/100 ⾄ < 1/10

罕⻅
≥1/1,000 ⾄
<1/100

稀有的
≥1/10,000 ⾄
<1/1,000

频率未知
（⽆法从现有数据估计）

⾎与
淋巴系统
疾病

粒细胞缺乏症、溶⾎性贫
⾎、⾎⼩板减少性紫癜、⽩
细胞减少症、
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嗜酸性粒细胞增多

症、贫⾎症

免疫系统
疾病

过敏性休克，
过敏反应

神经系统
疾病

抽搐

胃肠道
疾病

⾆炎

肝胆
疾病

肝炎胆汁淤积，
胆汁淤积，
⾼胆红素⾎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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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器官
班级

常⻅的
≥1/100 ⾄ < 1/10

罕⻅
≥1/1,000 ⾄
<1/100

稀有的
≥1/10,000 ⾄
<1/1,000

频率未知
（⽆法从现有数据估计）

⽪肤和
⽪下
组织疾病

剥脱性⽪炎，急性全⾝发疹
性脓疱病

肾脏和
泌尿系统疾病

⼩管间质性肾炎

调查 ⾎⼩板聚集异常

4.9 过量

关于氨苄⻘霉素钠和舒巴坦钠对⼈体的急性毒性的信息有限。预计药物过量会产⽣主要是
药物报告的不良反应的延伸的表现。脑脊液 (CSF) 中⾼浓度的 β-内酰胺类抗⽣素可能会导
致神经系统影响，包括癫痫发作，这⼀事实应予以考虑。因为氨苄西林和舒巴坦都通过⾎
液透析从循环中去除，如果肾功能受损的患者发⽣药物过量，这些程序可能会促进药物从
体内的消除。

5. 药理性质

5.1 药效学性质

⽆细胞细菌系统的⽣化研究表明，舒巴坦是⼀种不可逆的抑制剂，可抑制⻘霉素耐药⽣物
体中最重要的β-内酰胺酶。⽽舒巴坦的抗菌活性主要限于奈瑟菌科舒巴坦钠在预防耐药菌
破坏⻘霉素和头孢菌素⽅⾯的潜⼒在使⽤耐药菌株的全⽣物体研究中得到证实，其中舒巴
坦钠与⻘霉素和头孢菌素具有显着的协同作⽤。由于舒巴坦也与⼀些⻘霉素结合蛋⽩结
合，⼀些敏感菌株⽐单独使⽤β-内酰胺抗⽣素更容易受到这种组合的影响。

本品的杀菌成分为氨苄⻘霉素，与苄⻘霉素⼀样，通过抑制细胞壁粘肽的⽣物合成，在主
动增殖阶段对敏感⽣物起作⽤。

Sultamicillin 对多种⾰兰⽒阳性和⾰兰⽒阴性细菌有效，包括⾦⻩⾊葡萄球菌和表⽪葡萄
球菌（包含
耐⻘霉素和⼀些耐甲氧西林菌株）；肺炎链球菌, 粪链球菌和别的链球菌物种;嗜⾎杆菌流感
和 副流感嗜⾎杆菌(β-内酰胺酶阳性和阴性菌株）；卡他莫拉菌; 厌氧菌包括脆弱拟杆菌和
相关物种；⼤肠杆菌; 克雷伯⽒菌物种;变形⾍物种（吲哚阳性和吲哚阴性）；肠杆菌属 物
种;摩根⽒菌;柠檬酸杆菌物种;脑膜炎奈瑟菌和淋球菌.

5.2 药代动⼒学特性

⼈体⼝服给药后，舒巴坦在吸收过程中⽔解，在全⾝循环中以 1:1 的摩尔⽐提供舒巴坦和
氨苄西林。⼝服剂量的⽣物利⽤度是相同静脉剂量的舒巴坦和氨苄西林的 80%。饭后给药
不影响舒他西林的全⾝⽣物利⽤度。服⽤舒他霉素后，氨苄⻘霉素的⾎清峰值⽔平约为等
剂量⼝服氨苄⻘霉素的两倍。消除半衰期约为 0.75 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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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巴坦和氨苄西林分别在健康志愿者中使⽤ 1 ⼩时，每种药物 50%-75% 以原形从尿中排
出。⽼年⼈和肾功能不全患者的消除半衰期增加。丙磺舒可降低氨苄西林和舒巴坦的肾⼩
管分泌。同时使⽤丙磺舒和舒巴坦会导致氨苄西林和舒巴坦的⾎药浓度升⾼和延⻓（⻅第 
4.5 节-与其他医药产品的相互作⽤和其他形式的相互作⽤）。

5.3 临床前安全数据

虽然在实验动物中观察到可逆的糖原沉积，但这种现象是剂量和时间依赖性的，预计不会
在⼈类氨苄西林/舒巴坦联合治疗期间达到的治疗剂量和相应的⾎浆⽔平下发⽣。

尚未对动物进⾏⻓期研究以评估其致癌可能性。磺胺西林（氨苄西林/舒巴坦）的各个成分
的致突变性测试为阴性。

已经在⼩⿏和⼤⿏中进⾏了超过⼈类剂量的⽣殖研究，没有发现磺胺西林导致⽣育能⼒受
损或对胎⼉造成伤害的证据。

6. 药品详情

6.1 辅料清单

每⽚还含有乳糖、⽟⽶淀粉、羟基⼄酸淀粉钠、羟丙基纤维素、硬脂酸镁、羟丙基甲基纤
维素 2910、⼆氧化钛、滑⽯粉、聚⼄⼆醇 6000、纯净⽔、巴西棕榈蜡和特殊变性酒精。

⼝服混悬剂还含有蔗糖、⼈造樱桃⾹料、㬵体⼆氧化硅、⽆⽔磷酸氢⼆钠和⽆⽔磷酸⼆氢
钠。

6.2 不兼容性

⽆⼈知晓。

6.3 保质期

Unasyn 平板电脑
Unasyn ⼝服混悬液

：观察外箱上印有的“有效期”（⽉/年）：24 个⽉（⼲粉）

: 14 天 (冷藏下重组悬浮液)

6.4 存放特别注意事项

Unasyn 平板电脑 : 30°C以下保存

Unasyn ⼝服混悬液：储存于 30°C 以下。重新配制的⼝服混悬液必须冷藏保存并在 14 天
后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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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容器的性质和内容

磺胺西林供应如下：
375 毫克⽚剂，20 ⽚和 100 ⽚泡罩包装
⼝服混悬液 250 毫克/5 毫升，每瓶 30 毫升、60 毫升和 100 毫升

某些产品强度或包装尺⼨可能在您的市场上不可⽤。

6.6 处置和其他处理的特别注意事项

⼝服混悬剂磺胺霉素粉剂的配制说明

仅在制备悬浮液后摄取。装有⼝服混悬剂的瓶⼦应装满⽔⾄标记线。然后⽤⼒摇晃，直到
内容物混合均匀；然后再次加⽔⾄同⼀标记线并再次剧烈摇晃。如果将悬浮液储存在冰箱
（约 5°C）中，现在可以使⽤ 14 天。每次使⽤前摇匀。

每次服⽤前摇晃瓶⼦。

7. 制造商

Unasyn 平板电脑
辉瑞全球供应⽇本公司⽇本爱
知
美国纽约辉瑞公司授
权

Unasyn ⼝服混悬液
Haupt Pharma Latina Srl 
拉丁, 意⼤利
美国纽约辉瑞公司授
权

UNASYN ORAL-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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