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拉普林®
（⼄胺嘧啶）
25 毫克计分⽚剂 处⽅信息

描述
DARAPRIM（⼄胺嘧啶）是⼀种抗寄⽣⾍化合物，可⽤于⼝服给药的⽚剂。每⽚刻痕⽚含有 25 毫克⼄胺嘧啶

和⾮活性成分⽟⽶和⻢铃薯淀粉、乳糖和硬脂酸镁。

⼄胺嘧啶，化学上称为 5-(4-氯苯基)-6-⼄基-2,4-嘧啶⼆胺，具有以下结构式：

氯化铵
摩尔。重量 24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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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理学
⼄胺嘧啶吸收良好，给药后 2 ⾄ 6 ⼩时达到峰值。这是

消除缓慢，⾎浆半衰期约为 96 ⼩时。⼄胺嘧啶与⼈⾎浆蛋⽩的结合率为 87%。

微⽣物学：⼄胺嘧啶是⼀种叶酸拮抗剂，其治疗作⽤的基本原理是基于宿主和寄⽣⾍对参与⽣⻓的核酸前体的不同
需求。该活性对疟原⾍具有⾼度选择性，并且⼸形⾍。

⼄胺嘧啶具有杀⾎裂殖体和部分组织裂殖体杀灭疟原⾍的活性。
⼈类。然⽽，4-氨基喹啉化合物对红细胞裂殖体更有效。它不会破坏配⼦体，但会阻⽌蚊⼦体内的孢⼦形成。

⼄胺嘧啶的作⽤⼸形⾍与磺胺类药物联合使⽤时，显着增强。艾尔斯和科尔曼证明了这⼀点1⽤于治疗⼩⿏实验
性⼸形⾍病。雅各布斯等⼈2证明在眼睛前房接种⼸形⾍后，这两种药物的组合有效地防⽌了⼤多数兔⼦发⽣严重葡萄
膜炎。

适应症和⽤法
⼸形⾍病的治疗：当与磺胺类药物联合使⽤时，DARAPRIM 可⽤于治疗⼸形⾍病，因为这种组合存在协同作⽤。

治疗急性疟疾：DARAPRIM 也适⽤于治疗急性疟疾。它不应该单独⽤于治疗急性疟疾。速效裂殖体杀灭剂如氯喹或
奎宁是治疗急性疟疾的⾸选。然⽽，DARAPRIM 与磺胺类药物（如磺胺多⾟）联合使⽤将启动对疟原⾍敏感菌株的传
播控制和抑制。

疟疾的化学预防：DARAPRIM ⽤于对疟原⾍敏感株引起的疟疾的化学预防。然⽽，对⼄胺嘧啶的耐药性在世界范围内
普遍存在。它不适合作为前往⼤多数地区的旅⾏者的预防剂。

禁忌症
已知对⼄胺嘧啶或制剂的任何成分过敏的患者禁⽤ DARAPRIM。因叶酸缺乏⽽患有巨幼细胞性贫⾎的患者也

禁⽌使⽤该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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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治疗⼸形⾍病所需⼄胺嘧啶的剂量是抗疟推荐剂量的10〜20倍，接近毒性⽔平。如果出现叶酸缺乏的迹象

（⻅不良反应），根据患者的反应减少剂量或停药。亚叶酸（亚叶酸）的给药剂量应为每天 5 ⾄ 15 mg（⼝服、IV 
或 IM），直⾄恢复正常的造⾎功能。

2 ⼈的数据表明⼄胺嘧啶可能致癌：⼀名 51 岁的⼥性因⼸形⾍病服⽤⼄胺嘧啶 2 年后患上了慢性粒细胞⽩⾎
病，3⼀名 56 岁的患者在使⽤⼄胺嘧啶治疗⼸形⾍病 14 个⽉后发展为⽹状细胞⾁瘤。

据报道，当以 25 mg/kg 的剂量腹膜内给予⼄胺嘧啶时，⼩⿏肺部肿瘤的数量会显着增加。

DARAPRIM 应放在婴⼉和⼉童接触不到的地⽅，因为他们极易受到过量服⽤的不利影响。据报道，⼉童患者
在意外摄⼊后死亡。

4

5

防范措施
⼀般的：不应超过疟疾化学预防的推荐剂量。对于患有惊厥性疾病的患者，建议使⽤⼩剂量的⼸形⾍病“起始”剂量，
以避免⼄胺嘧啶潜在的神经系统毒性。DARAPRIM 应谨慎⽤于肾或肝功能受损的患者或可能存在叶酸缺乏症的患者，例
如患有吸收不良综合征、酗酒或怀孕的患者，以及接受苯妥英等治疗影响叶酸⽔平的患者（⻅妊娠⼩节） ）。

患者信息：应警告患者，⼀旦出现⽪疹，应⽴即停⽌使⽤ DARAPRIM 并⽴即就医。还应警告患者，喉咙痛、苍⽩、紫
癜或⾆炎的出现可能是严重疾病的早期征兆，需要停⽌使⽤ DARAPRIM 治疗并寻求药物治疗。

应警告正在服⽤ DARAPRIM 的育龄妇⼥不要怀孕。
应警告患者将 DARAPRIM 放在⼉童接触不到的地⽅。应建议患者不要超过推荐剂量。应警告患者，如果发⽣厌⻝和呕
吐，可以通过随餐服⽤药物来将其最⼩化。

当⽤于治疗所有患者的⼸形⾍病时，强烈建议同时使⽤亚叶酸。

实验室测试：对于接受⾼剂量的患者，对于⼸形⾍病的治疗，应每半周进⾏⼀次⾎细胞计数，包括⾎⼩板计数。

药物相互作⽤：⼄胺嘧啶可与磺胺类药物、奎宁和其他抗疟药以及其他抗⽣素⼀起使⽤。然⽽，当患者正在接受⼄
胺嘧啶时，同时使⽤其他抗叶药物或与⻣髓抑制相关的药物，包括磺胺类药物或甲氧苄啶-磺胺甲恶唑联合⽤药、氯
胍、⻬多夫定或细胞抑制剂（如甲氨蝶呤），可能会增加⻣髓抑制的⻛险. 如果出现叶酸缺乏迹象，应停⽤⼄胺嘧啶。
应给予亚叶酸（亚叶酸）直⾄正常造⾎功能恢复（⻅警告）。当劳拉西泮和⼄胺嘧啶同时给药时，⼀些患者报告了轻
度肝毒性。

致癌、突变、⽣育⼒受损：有关有关信息，请参阅警告部分
致癌。

诱变：⼄胺嘧啶已在以下体外试验中显⽰为⾮致突变性：Ames 点突变试验、Rec 试验和⼤肠杆菌WP2 测
定。在没有外源性代谢激活的情况下，它在 L5178Y/TK +/- ⼩⿏淋巴瘤试验中呈阳性。6体外培养的⼈⾎淋巴细胞存
在⼄胺嘧啶诱导的结构染⾊体畸变。

在体内，从服⽤⼄胺嘧啶的⼤⿏⻣髓中分析的染⾊体显⽰出结构和数值畸变的数量增加。

怀孕：致畸作⽤：妊娠 C 类。 ⼄胺嘧啶在⼤⿏中被证明是致畸的，当⼝服剂量为⼈类预防疟疾剂量的 7 倍或治疗⼸
形⾍病时⼈类剂量的 2.5 倍时。在⼤⿏中，在这些剂量下，异常情况显着增加，例如腭裂、短颌畸形、少指畸形和⼩
眼症。⼄胺嘧啶也被证明在⼝服剂量分别为⼈类剂量的 170 倍和 5 倍时会产⽣畸形，例如仓⿏脑脊膜膨出和⼩型猪腭
裂，⽤于疟疾的化学预防或⼸形⾍病的治疗。

没有对孕妇进⾏充分和良好对照的研究。只有在潜在益处证明对胎⼉有潜在⻛险的情况下，才应在怀孕期间使⽤ 
DARAPRIM。当⽤于治疗妊娠期⼸形⾍病时，强烈建议同时服⽤亚叶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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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亲：⼄胺嘧啶在⼈乳中排泄。由于⼄胺嘧啶和同时使⽤磺胺类药物与 DARAPRIM 治疗⼀些⼸形⾍病患者可能对
哺乳婴⼉产⽣严重不良反应，因此应决定是否停⽌哺乳或停药，考虑到重要性药物的⺟亲（⻅警告和注意事项：怀
孕）。

⼉科使⽤：⻅剂量和给药部分。
⽼年⼈使⽤：DARAPRIM 的临床研究没有包括⾜够数量的 65 岁及以上受试者，以确定他们的反应是否与年轻受试者
不同。其他报告的临床经验尚未确定⽼年和年轻患者之间的反应差异。⼀般来说，⽼年患者的剂量选择应谨慎，通常从
剂量范围的低端开始，反映肝、肾或⼼脏功能下降以及伴随疾病或其他药物治疗的频率更⾼。

不良反应
过敏反应，偶有严重（如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中毒性表⽪坏死松解症、

多形性红斑和过敏反应）和⾼苯丙氨酸⾎症，特别是当⼄胺嘧啶与磺胺同时给药时。查阅磺胺相关不良事件的相关磺胺
药的完整处⽅信息。使⽤⽤于治疗⼸形⾍病的⼄胺嘧啶剂量可能会出现厌⻝和呕吐。随餐服⽤药物可减少呕吐；⼀般减
量后即刻消失。⽤于⼸形⾍病的剂量可能会导致巨幼细胞性贫⾎、⽩细胞减少、⾎⼩板减少、全⾎细胞减少、萎缩性⾆
炎、⾎尿和⼼律失常。然⽽，某些个体在低剂量时也可能发⽣⾎液学影响（⻅注意事项：⼀般）。

肺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的报道很少。

药物过量
摄⼊ 300 mg 或更多⼄胺嘧啶后，可能会出现胃肠道和/或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包括抽搐。最初的症状通常是胃

肠道症状，可能包括腹痛、恶⼼、严重和反复呕吐，可能包括呕⾎。中枢神经系统毒性可能表现为最初的兴奋性、全⾝
性和⻓时间的抽搐，随后可能出现呼吸抑制、循环衰竭，并在数⼩时内死亡。神经系统症状迅速出现（药物摄⼊后 30 
分钟⾄ 2 ⼩时），表明在总体过量服⽤⼄胺嘧啶对中枢神经系统具有直接毒性作⽤。

致命剂量是可变的，报告的最⼩致命单次剂量为 375 毫克。然⽽，有报道称
服⽤ 375 ⾄ 625 毫克后康复的⼉科患者。

急性⼄胺嘧啶中毒没有特效解毒剂。在药物过量的情况下，应采取对症和⽀持措施。建议洗胃，如果在药物摄
⼊后⽴即进⾏，洗胃是有效的。肠外地西泮可⽤于控制惊厥。亚叶酸也应在药物摄⼊后 2 ⼩时内给药，以最有效地抵消
对造⾎系统的影响（⻅警告）。由于⼄胺嘧啶的半衰期⻓，建议在过量服⽤后的数周内每⽇监测外周⾎计数，直⾄⾎液
学值恢复正常。

剂量和给药
⽤于治疗⼸形⾍病：治疗⼸形⾍病的 DARAPRIM 剂量必须仔细调整，以提供最⼤的治疗效果和最⼩的副作⽤。在所
需剂量下，对药物的耐受性存在显着差异。年轻患者可能⽐⽼年⼈耐受更⾼的剂量。强烈建议所有患者同时使⽤亚叶
酸。

⼤⼈开始剂量为每天 50 ⾄ 75 毫克的药物，以及每天 1 ⾄ 4 克的磺胺类药物
磺胺嘧啶型，例如磺胺多⾟。该剂量通常持续 1 ⾄ 3 周，具体取决于患者的反应和对治疗的耐受性。然后可以将剂量
减少到以前每种药物给药剂量的⼀半左右，并再持续 4 到 5 周。

DARAPRIM 的⼉科剂量为 1 mg/kg/天，分为 2 次相等的每⽇剂量；2 ⾄ 4 天后，此剂量可减半并持续约 1 个
⽉。通常的⼉科磺胺药剂量与 DARAPRIM 联合使⽤。

⽤于治疗急性疟疾：不建议单独使⽤ DARAPRIM 治疗急性疟疾。速效裂殖体杀灭剂，如氯喹或奎宁，适⽤于治疗急
性疟疾。然⽽，每天 25 mg 剂量的 DARAPRIM 与磺胺类药物⼀起服⽤ 2 天将启动传播控制和抑制⾮恶性疟疾.
DARAPRIM 仅推荐⽤于存在易感疟原⾍地区感染的患者。如果出现必须在半免疫患者中单独使⽤ DARAPRIM 的情况，急
性发作的成⼈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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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为 50 毫克，持续 2 天；4 ⾄ 10 岁的⼉童可以每天服⽤ 25 毫克，持续 2 天。⽆论如何，临床治愈后应采⽤下述每周
⼀次的化学预防⽅案。包括抑制在内的治疗⽅案应延⻓⾄早期复发和晚期复发的任何特征期，即在每种情况下⾄少延⻓ 
10 周。

⽤于疟疾的化学预防：
10 岁以上的成⼈和⼉童患者 — 25 毫克（1 ⽚）每周⼀次 4 ⾄ 10 岁⼉童 
— 12.5 毫克（1/2 ⽚）每周⼀次
婴⼉和 4 岁以下⼉童 — 6.25 毫克（1/4 ⽚）每周⼀次

供应⽅式
含有 25 毫克⼄胺嘧啶的⽩⾊刻痕⽚剂，瓶中印有“DARAPRIM”和“A3A”字样

100（国家数据中⼼ 0173-0201-55）。

储存在 15° ⾄ 25°C（59° ⾄ 77°F）的⼲燥处并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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