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
（亭扎肝素钠注射液）

对于 Subcu-taneous (SC) 仅使⽤ RX只要
脊髓/硬膜外⾎肿

当采⽤椎管内⿇醉（硬膜外/脊髓⿇醉）或脊髓穿刺时，为预防⾎栓栓塞并发症⽽接受或计划
接受低分⼦量肝素或类肝素抗凝的患者有发⽣硬膜外或脊髓⾎肿的⻛险，这可能导致⻓期或永
久瘫痪。

使⽤留置硬膜外导管进⾏镇痛或同时使⽤影响⽌⾎的药物，如⾮甾体抗炎药 (NSAID)、⾎⼩板抑
制剂或其他抗凝剂，会增加这些事件的⻛险。创伤性或反复硬膜外或脊髓穿刺似乎也会增加⻛
险。

应经常监测患者的神经功能障碍的体征和症状。如果注意到神经系统损害，则需要紧急治
疗。

对于接受抗凝治疗或将接受抗凝治疗以预防⾎栓的患者，在进⾏椎管内介⼊治疗之前，医⽣应
考虑潜在的获益与⻛险（另⻅警告、出⾎和注意事项、药物相互作⽤）。

描述

INNOHEP- 是⼀种⽆菌溶液，含有亭扎肝素钠，⼀种低分⼦量肝素。它以多剂量 2 mL ⼩瓶
的形式提供。

每个 2 mL ⼩瓶每毫升含有 20,000 抗 Xa IU（抗 Xa）的亭扎肝素钠，总计 40,000 IU，以及 3.1 
mg/mL 焦亚硫酸钠作为稳定剂。该⼩瓶含有 10 mg/mL 苯甲醇作为防腐剂。可以添加氢氧化钠
以达到 5.0 ⾄ 7.5 的 pH 范围。

TITLE - TINZAPARIN SODIUM / INNOHEP MEDICATION PATIENT INFORMATION IN CHINESE

Source : USFDA

www.911globalmeds.com/buy-tinzaparin-sodium-spiriva-online
https://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label/2008/020484s011lbl.pdf


表格1
20,000 antiXa IU/mL INNOHEP-（亭扎肝素钠注射液）的组成

零件 每毫升的数量

亭扎肝素钠 20,000 抗 Xa IU
苯甲醇，美国药典 10毫克
焦亚硫酸钠，美国药典 3.106 毫克1

氢氧化钠，美国药典 有必要的
注射⽤⽔，USP qs ⾄ 1 毫升

1对应于 3.4 mg/mL 亚硫酸氢钠

亭扎肝素钠是⼀种低分⼦量肝素的钠盐，通过使⽤来⾃猪肠黏膜的肝素酶控制酶解聚肝素⻩
杆菌。⼤多数组分在⾮还原端具有 2-O-磺基-4-吡喃糖醛酸结构，在链的还原端具有 2-N,6-
O-⼆磺基-D-葡糖胺结构。

效⼒通过⽣物测定法确定，并由第⼀个国际低分⼦量肝素标准解释为每毫克抗 Xa 因⼦（抗 
Xa）活性的单位。平均亭扎肝素钠抗 Xa 因⼦活性约为每毫克 100 IU。平均分⼦量介于 5,500 和 
7,500 道尔顿之间。分⼦量分布为：

<2,000
2,000 ⾄ 8,000
> 8,000

道尔顿
道尔顿
道尔顿

<10% 
60% ⾄ 72% 
22% ⾄ 36% 

结构式：



临床药理学

Tinzaparin sodium 是⼀种具有抗⾎栓形成特性的低分⼦量肝素。亭扎肝素钠抑制导致⾎液凝固
的反应，包括纤维蛋⽩凝块的形成，两者体外和体内。它是⼏种活化凝⾎因⼦，尤其是因⼦ Xa 和 
IIa（凝⾎酶）的有效共抑制剂。主要的抑制活性是通过⾎浆蛋⽩酶抑制剂抗凝⾎酶介导的。

出⾎时间通常不受亭扎肝素钠的影响。⽤于治疗深静脉⾎栓形成 (DVT) 的治疗剂量的亭扎肝素钠
可延⻓活化的部分凝⾎活酶时间 (aPTT)。廷扎肝素钠治疗可能会略微延⻓凝⾎酶原时间 (PT)，但
通常保持在正常范围内。aPTT 和 PT 均不能⽤于亭扎肝素钠的治疗监测。

普通肝素和亭扎肝素钠都没有内在的纤溶活性；因此，它们不会溶解现有的凝块。Tinzaparin 
sodium 诱导组织因⼦途径抑制剂的释放，这可能有助于抗⾎栓形成作⽤。还已知肝素具有与其抗
凝作⽤⽆关的多种作⽤。这些包括与内⽪细胞⽣⻓因⼦的相互作⽤、抑制平滑肌细胞增殖、激活
脂蛋⽩脂肪酶、抑制醛固酮分泌和诱导⾎⼩板聚集。

药代动⼒学/药效学
抗 Xa 和抗 IIa 活性是评估亭扎肝素钠暴露的主要⽣物标志物，因为不能直接测量低分⼦量肝素的
⾎浆浓度。由于分析测定的限制，抗 Xa 活性是更⼴泛使⽤的⽣物标志物。⾎浆中抗 Xa 和抗 IIa 活
性的测量值可替代含有抗凝⾎酶⾼亲和⼒结合位点的分⼦浓度（抗 Xa 和抗 IIa 活性）。通常不建
议根据抗 Xa 活性监测患者。数据在下⾯的图 1 和表 2 中提供。

已在健康志愿者和患者中进⾏了固定剂量和体重调整剂量给药的亭扎肝素钠研究。推荐的亭扎肝素
钠治疗基于体重调整剂量（⻅剂量和给药）。



图1。
向健康志愿者 SC 给予单次 4,500 IU* 剂量和每⽇⼀次多次 SC 剂量 175 IU/kg Tinzaparin 
Sodium 后 AntiXa 活性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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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单剂量 4,500 IU 的剂量。平均给药剂量为 64.3 IU/kg。

表 2
基于 AntiXa 活性的药代动⼒学参数总结（平均和标准偏差）在向健康志愿者单次和每⽇⼀次多
次剂量 SC 施⽤ Tinzaparin Sodium 后

参数（单位） 单剂量 (N=23) 多剂量 (N=14)
第 1 天

(175 国际单位/公⽄)

第 5 天
(175 国际单位/公⽄)4,500 国际单位*

C最⼤限度(国际单位/毫升) 0.25 (0.05) 0.87 (0.15) 0.93 (0.15)
吨最⼤限度(⼩时) 3.7 (0.9) 4.4 (0.7) 4.6 (1.0)
曲线下⾯积 2.0 (0.5) 9.0 (1.1) 9.7 (1.4)0-∞(国际单位*⼩时/毫升)

半衰期（⼩时） 3.4 (1.7) 3.3 (0.8) 3.5 (0.6)
* 基于单剂量 4,500 IU 的剂量。平均给药剂量为 64.3 IU/kg。

吸收
在⽪下注射汀扎肝素钠后的最初 2 ⾄ 3 ⼩时内，⾎浆抗 Xa 活性⽔平增加，并在 4 ⾄ 5 ⼩时内达
到最⼤值。最⼤浓度（C最⼤限度) 0.25 和 0.87 IU/mL 分别在单次 SC 固定剂量 4,500 IU（约 64.3 
IU/kg）和体重调整剂量 175 IU/kg 的亭扎肝素钠后实现。基于吸收程度（AUC0-∞)，⽐较 4,500 
IU 和 12,250 IU 单剂量表明抗 Xa 活性的增加⼤于与剂量增加成正⽐的剂量。单次⽪下注射廷扎
肝素钠后，平均抗 Xa 与抗 IIa 活性⽐值，基于抗 Xa 下⾯积和



抗 IIa 时间曲线为 2.8，⾼于普通肝素（约 1.2）。基于抗 Xa 活性，绝对⽣物利⽤度（在 4,500 IU 
SC 和静脉内 [IV] 给药后）为 86.7%。

分配
亭扎肝素钠的分布容积范围为 3.1 L ⾄ 5.0 L。这些值的⼤⼩与⾎容量相似，表明抗 Xa 活性的分布
仅限于中央隔室。

代谢
低分⼦量肝素通过脱硫和解聚作⽤部分代谢。

淘汰
在健康志愿者中，根据抗 Xa 活性，⽪下给予 4,500 IU 或 175 IU/kg 亭扎肝素钠后消除半衰期约
为 3-4 ⼩时。静脉注射 4,500 IU 亭扎肝素钠后的清除率约为 1.7 L/hr。消除的主要途径是肾脏。
健康志愿者每天服⽤ 175 IU/kg 5 天后，抗 Xa 活性没有累积。（参⻅图 1 和表 2。）

特殊⼈群

群体药代动⼒学
⼤约 180 名每天接受⼀次 SC tinzaparin 钠（175 IU/kg 体重）治疗近端 DVT 的患者和⼤约 240 
名接受每天⼀次 SC tinzaparin 钠（~65 IU/kg 体重）接受选择性髋关节置换⼿术的患者的抗 Xa 
浓度体重）通过群体药代动⼒学⽅法进⾏分析。结果表明，⽆论是年龄还是性别，都不会显着改
变基于抗 Xa 活性的亭扎肝素钠清除率（⻅注意事项，⼀般）。然⽽，在肾功能受损的患者中观
察到亭扎肝素钠清除率降低（计算出的肌酐清除率降低）（⻅特殊⼈群，肾功能不全）。 体重也
是预测亭扎肝素钠清除率的重要因素，这与 INNOHEP 治疗基于体重调整剂量的建议⼀致（⻅剂
量和给药）。

肾功能不全
群体药代动⼒学
在接受汀扎肝素钠 (175 IU/kg) 治疗 DVT 的患者中，群体药代动⼒学 (PK) 分析确定基于抗 Xa 活性
的汀扎肝素钠清除率与通过 Cockroft Gault ⽅程计算的肌酐清除率有关。在该 PK 分析中，观察
到中度 (30-50 mL/min) 和重度 (<30 mL/min) 肾功能损害中的亭扎肝素钠清除率降低。与肾功能
正常的患者（>80 mL/min）相⽐，严重肾功能不全患者的亭扎肝素钠清除率降低了 24%。

⾎液透析研究
在⼀项对 12 名接受⾎液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进⾏的研究中，抗 Xa 清除率降低了 28%，
这与⼈群 PK 分析的估计值⼀致。在另⼀个



在对 6 名接受⾎液透析的患者进⾏的研究中，与健康志愿者相⽐，在⾮透析⽇单次静脉注射 75 IU/
kg 的亭扎肝素钠后，抗 Xa 活性的半衰期延⻓（5.2 ⼩时对 1.6 ⼩时）。

与普通肝素 (UFH) 相⽐，INNOHEP® ⽤于⽼年肾功能不全患者可能会增加死亡⻛险（⻅警告
和 防范措施）。

肝功能损害
没有前瞻性研究在肝功能不全患者中评估亭扎肝素钠的药代动⼒学或药效学。然⽽，肝脏途径
不是消除低分⼦量肝素的主要途径（⻅警告，出⾎）。

⽼年
在⼀项针对⽼年肾功能不全患者的对照临床研究中，与接受 UFH 治疗的患者相⽐，INNOHEP® 
治疗后死亡的患者更多（⻅ 警告和防范措施）。

由于肾功能随着年龄的增⻓⽽下降，⽼年患者的亭扎肝素钠的消除可能会减少。在⼀项对 30 名⽼
年患者的前瞻性研究中 [6 名男性，24 名⼥性；年龄 87.0 ±5.9 年；平均体重 62.7±14.6 公⽄；
肌酐清除率 40.6±15.3 mL/min（范围 20-72）] ⽤亭扎肝素钠 175 IU/kg 每天⼀次，持续 10 天
治疗急性静脉⾎栓栓塞，基于抗 Xa 活性峰值⽔平没有抗 Xa 活性积累。

肥胖
根据⼀项前瞻性临床研究的结果和群体 PK 分析，基于体重的给药适⽤于重度/肥胖患者。当亭扎
肝素钠以体重为基础以 175 IU/kg 或 75 IU/kg 给药时，基于抗 Xa 活性的亭扎肝素钠 PK 参数与体
重和体重指数 (BMI) ⽆关。在⼀项针对重/肥胖受试者（101 ⾄ 165 公⽄；BMI 26-61 公⽄/平⽅
⽶）的前瞻性研究中2)，抗 Xa 活性时间曲线与正常体重志愿者研究中的相似。175 IU/kg 剂量的
数据如图 2 所⽰。BMI 患者的临床试验经验有限

> 40公⽄/⽶2.



图 2
肥胖受试者和正常体重志愿者单次 SC 给予 175 IU/kg Tinzaparin Sodium 后 AntiXa 活性
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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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
在任何三个⽉的 54 名怀孕患者中研究了 INNOHEP- 的处置。在这项开放标签、前瞻性、剂量发现
研究中，接受 INNOHEP 剂量 175 IU/kg 治疗的患者在妊娠 28 (n=17) 和 36 (n=20) 周时具有相似
的 24 ⼩时抗 Xa 曲线。175 IU/kg 剂量导致给药后 4 ⼩时的平均抗 Xa ⽔平为 0.3 ⾄ 1.0 IU/mL。给
药后 4 ⼩时的平均抗 Xa ⽔平表明，随着妊娠的进展，抗 Xa ⽔平没有临床上的显着降低。妊娠对 
INNOHEP 的药代动⼒学影响很⼩或没有影响，妊娠不需要调整剂量。（看剂量和给药。）



临床研究

伴有或不伴有肺栓塞 (PE) 的急性深静脉⾎栓形成 (DVT) 的治疗

在⼀项随机、多中⼼、双盲试验中，INNOHEP-（亭扎肝素钠注射液）在 435 名有症状的近端 
DVT 住院患者中与普通肝素进⾏了⽐较。6% 的⼊组患者有症状性肺栓塞，经节段性或更⼤肺扫
描缺陷证实。研究患者的年龄范围为 19 ⾄ 92 岁（平均 61±17 岁），55% 为男性，88% 为⽩
⼈，8% 为⿊⼈。患者根据体重（175 IU/kg）每天接受⼀次 INNOHEP-SC 和安慰剂静脉推注，
然后连续安慰剂静脉输注，或普通肝素作为初始静脉推注剂量（5,000 IU），然后连续静脉输注
普通肝素根据 aPTT（控制值的 1.5 ⾄ 2.5 倍）调整肝素速率和每天⼀次 SC 安慰剂注射。治疗持
续了⼤约 6 天，两个治疗组也从第 2 天开始⼝服华法林钠，持续到第 90 天，剂量滴定⾄ 2.0 ⾄ 
3.0 的⽬标 INR。

使⽤ INNOHEP 的 90 天累积⾎栓栓塞 (TE) 发⽣率 [复发性 DVT 或 PE] 与使⽤普通肝素的发⽣
率没有显着差异。数据⻅表 3。

表3
每⽇⼀次INNOHEP-治疗急性深静脉⾎栓的疗效

加药 ⽅案
肝素1

5,000 国际单位推注
然后 aPTT 调整
连续输液

四
n (%)

适应症 创新-1

175 国际单位/公⽄

每天⼀次
SC

n (%)
急性 DVT 的治疗

意图治疗⼈群2 216 (100%) 219 (100%)
90 天时的患者结果

总 TE3活动 6 (2.8%)4 15 (6.8%)4

DVT 3 (1.4%) 9 (4.1%)
私募股权 3 (1.4%) 6 (2.7%)

1 患者也在术后 24-48 ⼩时内开始使⽤华法林钠治疗。
亭扎肝素钠或标准肝素治疗。

2 所有接受⾄少⼀剂活性研究药物的随机患者。
3 TE = ⾎栓栓塞事件（DVT 和/或 PE）。
4 总 TE 事件发⽣率差异 (4.0%) 的 95% 置信区间 (CI) 为

0.07%、8.07%。



使⽤ INNOHEP- 的死亡率为 4.6%（10 名患者），使⽤肝素的死亡率为 9.6%（21 名患者）。死
亡率差异的 95% 置信区间 (CI) 分别为 0.16%、9.76%。

在⼀项多中⼼、开放标签、随机临床试验中，INNOHEP-与普通肝素作为⽆需溶栓治疗、栓⼦切除
术或腔静脉中断的有症状 PE 住院患者的初始治疗进⾏了⽐较。如果患者具有异常⾼的⾎栓栓塞
和/或出⾎事件或其他并发症的⻛险，则被排除在外。在接受治疗的 608 名患者中，422 名有 DVT 
记录。在确定研究资格和随机化之前，允许患者接受普通肝素；78% 的患者接受治疗剂量的普通
肝素⻓达 24 ⼩时，另外 4% 的患者接受治疗剂量的肝素超过 24 ⼩时。随机分组后，INNOHEP-每
天⼀次⽪下给药，175 IU/kg 体重；肝素作为初始静脉推注（50 IU/kg），然后持续静脉输注，根
据 aPTT 调整速率（2 ⾄ 3 倍控制值）。对于两组，治疗持续约8天。所有患者还从前 3 天开始接
受⼝服抗凝剂治疗，持续到第 90 天。

两个治疗组均不发⽣⾎栓栓塞事件。两个治疗组之间⾎栓栓塞事件的复发率没有观察到差异。

适应症和⽤法

INNOHEP-与华法林钠联合使⽤时，适⽤于治疗伴有或不伴有肺栓塞的急性症状性深静脉⾎栓形
成。INNOHEP-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在住院患者中建⽴的。

禁忌症

INNOHEP-禁⽤于有活动性⼤出⾎的患者、肝素诱导的⾎⼩板减少症患者（或病史）或对亭扎
肝素钠过敏的患者。

已知对肝素、亚硫酸盐、苯甲醇或猪⾁制品过敏的患者不应接受 INNOHEP-治疗。

警告

INNOHEP-不适⽤于肌内或静脉内给药。

INNOHEP-不能与肝素或其他低分⼦量肝素互换使⽤（单位对单位），因为它们在制造⼯艺、
分⼦量分布、抗 Xa 和抗 IIa 活性、单位和剂量⽅⾯不同。这些药物中的每⼀种都有⾃⼰的使⽤
说明。



INNOHEP-不应⽤于有肝素诱导⾎⼩板减少病史的患者（⻅禁忌症）。

肾功能不全⽼年患者的死亡⻛险增加：与 UFH 相⽐，INNOHEP® ⽤于⽼年肾功能不全患者可
能会增加死亡⻛险。

⼀项临床研究⽐较了 INNOHEP®（175 IU/kg，每天⼀次；N = 269）和 UFH（N = 268）在⽼年肾
功能不全患者深静脉⾎栓形成（DVT）和/或肺栓塞（PE）的初始治疗中（即，年龄≥70 岁且估计
肌酐清除率≤30 mL/min 的患者或年龄≥75 岁且估计肌酐清除率≤60 mL/min 的患者）。从第 
1-3 天开始共同给药⼝服抗凝剂，研究治疗持续⾄少 5 天，直到连续两天的国际标准化⽐ (INR) 介
于 2-3 之间；然后继续单独使⽤⼝服抗凝剂并对患者进⾏随访，直⾄治疗开始后 90 天。接受 UFH 
治疗的患者和接受 INNOHEP® 治疗的患者的总死亡率分别为 6.3% 和 11.2%。

出⾎：INNOHEP-与其他抗凝剂⼀样，在出⾎⻛险增加的情况下（例如细菌性⼼内膜炎）应极其
谨慎地使⽤；严重不受控制的⾼⾎压；先天性或获得性出⾎性疾病，包括肝功能衰竭和淀粉样变
性；活动性溃疡性和⾎管发育不良性胃肠道疾病；出⾎性中⻛; 脑、脊柱或眼科⼿术后不久，或同
时接受⾎⼩板抑制剂治疗的患者。在使⽤ INNOHEP- 治疗期间，⾝体的任何组织或器官都可能发
⽣出⾎。据报道，在某些情况下出⾎会导致死亡或永久性残疾。如果出现⽆法解释的⾎细胞⽐
容、⾎红蛋⽩或⾎压下降，则应认真考虑出⾎事件。如果发⽣严重出⾎，应停⽌INNOHEP-。

脊髓或硬膜外⾎肿可能与使⽤低分⼦量肝素或类肝素和脊髓/硬膜外⿇醉或脊髓穿刺相关，这
可能导致⻓期或永久性瘫痪。使⽤术后留置硬膜外导管或同时使⽤影响⽌⾎的其他药物，如⾮
甾体抗炎药，这些事件的⻛险更⾼（⻅⿊框警告和注意事项，药物相互作⽤）。

⾎⼩板减少症：服⽤INNOHEP-可能会出现⾎⼩板减少症。

在临床研究中，⾎⼩板减少症（⾎⼩板计数 <100,000/mm3如果基线值 ≥150,000/毫⽶3,≥如
果基线 <150,000/mm，则下降 50%3) 在给予 INNOHEP-的患者中有 1% 被发现；严重的⾎⼩
板减少症（⾎⼩板计数低于 50,000/mm3) 发⽣率为 0.13%。

应密切监测任何程度的⾎⼩板减少症。如果⾎⼩板计数低于 100,000/mm3，INNOHEP-应该停
产。在使⽤肝素和低分⼦量肝素（包括亭扎肝素钠）的临床实践中也观察到伴有播散性⾎栓形成的
⾎⼩板减少病例。其中⼀些案例是



并发器官梗塞伴继发性器官功能障碍或肢体缺⾎，并导致死亡。

超敏反应：INNOHEP-含有焦亚硫酸钠，这是⼀种亚硫酸盐，可能会引起过敏反应，包括过敏
症状和某些易感⼈群的危及⽣命的哮喘发作。⼀般⼈群中亚硫酸盐敏感性的总体患病率尚不清
楚，但可能较低。亚硫酸盐敏感性在哮喘患者中⽐在⾮哮喘患者中更为常⻅。

阴茎异常勃起：上市后监测报告称阴茎异常勃起是⼀种罕⻅的情况。在某些情况下，需
要⼿术⼲预。

各种各样的：INNOHEP-多剂量⼩瓶含有苯甲醇作为防腐剂。给早产⼉服⽤含有苯甲醇作为防腐
剂的药物与致命的“喘息综合征”有关。因为苯甲醇可能穿过胎盘，只有在明确需要时才应谨慎
使⽤⽤苯甲醇保存的 INNOHEP。 （看注意事项，怀孕）。

防范措施

⼀般的：INNOHEP-不应与其他注射剂或输液混合。

INNOHEP-应谨慎⽤于有出⾎素质、未控制的动脉⾼⾎压或近期有胃肠道溃疡、糖尿病视⽹膜病
变和出⾎病史的患者。

与预期的与年龄相关的肾功能变化⼀致，⽼年患者和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可能表现出亭扎肝素钠
的消除减少。INNOHEP-在这些患者中应谨慎使⽤（⻅警告和临床药理学，特殊⼈群）。

实验室测试：在使⽤ INNOHEP- 治疗期间，建议定期进⾏全⾎细胞计数，包括⾎⼩板计数和⾎细
胞⽐容或⾎红蛋⽩，以及粪便潜⾎检查。当以推荐剂量给药时，常规抗凝试验如凝⾎酶原时间 
(PT) 和活化部分促凝⾎酶原激酶时间 (aPTT) 对 INNOHEP 活性相对不敏感，因此不适合监测。

药物相互作⽤：由于出⾎⻛险增加，在接受⼝服抗凝剂、⾎⼩板抑制剂（如⽔杨酸盐、双嘧达
莫、磺吡酮、右旋糖酐、⾮甾体抗炎药，包括酮咯酸氨丁三醇、噻氯匹定和氯吡格雷）和溶栓剂
的患者中应谨慎使⽤ INNOHEP-。如果必须同时给药，建议对这些患者进⾏密切的临床和实验室
监测（⻅注意事项，实验室测试）。

实验室测试交互
⾎清转氨酶升⾼：在⽤ INNOHEP-治疗期间，患者的天冬氨酸 (AST [SGOT]) 和丙氨酸 (ALT 
[SGPT]) 转氨酶⽔平出现⽆症状可逆升⾼（⻅不良反应，⾎清升⾼



氨基转移酶）。在接受肝素和其他低分⼦量肝素治疗的患者和志愿者中也观察到类似的转氨酶⽔
平升⾼。

由于转氨酶测定在⼼肌梗塞、肝病和肺栓塞的鉴别诊断中很重要，因此应谨慎解释可能由 
INNOHEP 等药物引起的升⾼。

致癌、突变、⽣育⼒受损：尚未在动物中进⾏⻓期研究来评估亭扎肝素钠的致癌潜⼒。

亭扎肝素钠在体外细菌细胞突变测定（AMES测试），体外中国仓⿏卵巢细胞正向基因突变检
测，体外 ⼈淋巴细胞染⾊体畸变试验，和体内⼩⿏微核试验。在⼤⿏中，⽪扎肝素钠的 SC 剂量
⾼达 1800 IU/kg/天（约为基于体表⾯积的最⼤推荐⼈体剂量的 2 倍）对⽣育⼒和⽣殖性能没有
影响。

怀孕
怀孕：B类：
⽆论药物暴露如何，所有妊娠都有出⽣缺陷、流产或其他不良后果的背景⻛险。下⾯的胎⼉
⻛险摘要描述了 INNOHEP- 增加发育异常⻛险⾼于背景⻛险的潜⼒。

胎⼉⻛险摘要
INNOHEP-预计不会增加发育异常的⻛险。根据⼈类和动物研究，INNOHEP-不会穿过胎
盘，并且没有显⽰出致畸作⽤或胎⼉毒性的证据。

临床注意事项
单独怀孕会增加⾎栓栓塞的⻛险，对于先前患有⾎栓栓塞性疾病、某些⾼危妊娠情况以及先前
怀孕期间有并发症史的⼥性来说，这种⻛险甚⾄更⾼。

所有接受抗凝剂（如亭扎肝素）的患者，包括孕妇，都有出⾎⻛险。应仔细监测接受亭扎肝素
治疗的孕妇是否有出⾎或过度抗凝的证据。任何部位都可能发⽣出⾎，并可能导致⺟亲和/或胎
⼉死亡。应告知孕妇妊娠期间服⽤亭扎肝素对胎⼉和⺟亲的潜在危害。应将考虑使⽤作⽤时间
较短的药物作为给药⽅法进⾏具体说明。

数据
⼈类数据 - 在⼀项开放标签、前瞻性、妊娠剂量发现研究中，54 名怀孕或计划怀孕并患有需
要抗凝的疾病的妇⼥接受了 INNOHEP-。（看临床药理学，特殊⼈群，怀孕。）患者接受 50 
⾄ 175 IU/kg/天的剂量，最早在受孕前或⾄迟在妊娠 32 周时开始给药。暴露持续时间为 3 
⾄ 463 天（中位数为 159 天）。从 55 次怀孕中，有



在 17 周和 30 周时，有 50 例活产、3 例妊娠早期流产和 2 例宫内死亡。⼤约 6% 的妊
娠合并了胎⼉窘迫。

⼤约 10% 的接受 INNOHEP-的孕妇经历了明显的阴道出⾎。上述观察结果的因果关系尚未
确定。

动物数据 - ⼤⿏ SC 剂量⾼达 1800 IU/kg/天（约为⼈体最⼤推荐剂量的 2 倍，基于体表⾯
积）和兔⼦ SC 剂量⾼达 1900 IU/kg/天（约基于体表⾯积的最⼤推荐⼈体剂量的 4 倍）并且
没有发现由于亭扎肝素钠导致⽣育⼒受损或对胎⼉造成伤害的证据。然⽽，没有对孕妇进⾏
充分和良好对照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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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HEP-不穿过胎盘。

当服⽤⼤量苯甲醇（99 ‒ 404 mg/kg/天）时，早产⼉会发⽣“喘⽓综合征”病例。2 mL ⼩瓶 
INNOHEP 含有 20 mg 苯甲醇（每 mL 10 mg 苯甲醇）（参⻅警告，杂项）。如果在怀孕期间使⽤
INNOHEP-，或者如果患者在服⽤该药时怀孕，应告知患者对胎⼉的潜在危害。

哺乳⺟亲：在对哺乳期⼤⿏⽪下注射亭扎肝素钠的研究中，发现⺟乳中的亭扎肝素钠含量⾮常
低。不知道亭扎肝素钠是否在⼈乳中排泄。由于许多药物会从⼈乳中排出，因此在给哺乳期妇⼥
服⽤ INNOHEP-时应谨慎。

⼉科⽤途：尚未确定亭扎肝素钠在⼉科患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年⽤药：与 UFH 相⽐，INNOHEP® ⽤于⽼年肾功能不全患者可能会增加死亡⻛险（⻅警
告和 防范措施）。

在治疗 DVT 的临床研究中描述临床研究 部分，58% 的患者年龄在 65 岁或以上，29% 的患者年
龄在 75 岁及以上。在这些研究中，在这些受试者和年轻受试者之间没有观察到安全性或有效性
的显着总体差异。

不良反应

流⾎的 ：出⾎是与INNOHEP-（亭扎肝素钠注射液）相关的最常⻅的不良事件；然⽽，⼤出⾎
的发⽣率很低。在临床试验中，⼤出⾎的定义包括伴有⾎红蛋⽩下降≥2 克/分升的出⾎，需
要输注 2 个或更多单位的⾎制品，或



颅内、腹膜后或主要假体关节出⾎。数据⻅表 4。

表 4
主要出⾎事件1治疗伴有或不伴有肺栓塞的急性深静脉⾎栓形成

适应症 治疗组1

急性 DVT 的治疗
有或没有 PE

创新-
N=519

%

肝素
N=524

%
主要出⾎事件2 0.83 2.73

1INNOHEP- 175 IU/kg 每⽇⼀次 SC。普通肝素初始静脉推注 5,000 IU
然后连续静脉输注调整为 1.5 ⾄ 2.5 的 aPTT 或初始静脉推注 50 IU/kg，然后连续静脉输注调
整为 2.0 ⾄ 3.0 的 aPTT。在所有组中，治疗持续约 6 ⾄ 8 天，所有患者在前 2 ⾄ 3 天开始接
受⼝服抗凝剂治疗。

出⾎伴⾎红蛋⽩下降≥2 克/分升，需要输注 2 或更多单位的⾎液制品，或颅内、腹膜后或主
要假体关节出⾎。

⼤出⾎事件发⽣率 (1.9%) 差异的 95% CI 分别为 0.33%、3.47%。

2

3

任何组织或器官都可能发⽣致命或⾮致命性出⾎。体征、症状和严重程度将根据出⾎的位置和程
度或程度⽽有所不同。出⾎性并发症可能表现为但不限于瘫痪；感觉异常; 头痛、胸部、腹部、关
节、肌⾁或其他疼痛；头晕; 呼吸急促，呼吸困难或吞咽困难；肿胀; 弱点; 低⾎压、休克或昏迷。
因此，在评估任何抗凝患者的病情时，应考虑出⾎的可能性，⽽这些患者的主诉并不表明明显的
诊断（⻅ 警告，出⾎）。

⾎⼩板减少症 ：在临床研究中，1% 接受 INNOHEP-治疗的患者发现⾎⼩板减少症。严重的⾎⼩
板减少症（⾎⼩板计数<50,000/mm3) 发⽣率为 0.13%（⻅警告，⾎⼩板减少症）。

⾎清转氨酶升⾼ ：据报道，天冬氨酸（AST [SGOT]）和/或丙氨酸（ALT [SGPT]）转氨酶⽔平⽆
症状升⾼超过实验室参考范围正常上限的 3 倍，AST ⾼达 8.8% 和 13%和 ALT 分别为接受亭扎肝
素钠治疗 DVT 的患者。在接受肝素和其他低分⼦量肝素治疗的患者和健康志愿者中也观察到类似
的转氨酶⽔平升⾼。这种升⾼是可逆的，很少与胆红素升⾼相关（⻅注意事项，实验室测试）。

局部反应 ：⽪下注射INNOHEP-后可能会出现轻微的局部刺激、疼痛、⾎肿和瘀斑。⼤约 16% 
的接受 INNOHEP-治疗的患者报告了注射部位⾎肿。



超敏反应 : 使⽤ INNOHEP 可能会发⽣过敏/类过敏反应（⻅禁忌症和警告）。

不良事件 ：INNOHEP-或肝素的不良事件报告频率为 ≥表 5 提供了 1% 的患者接受近端 DVT 治疗
伴或不伴 PE 的临床试验。

表 5
发⽣的不良事件≥1% 治疗急性深静脉⾎栓形成有或没有肺栓塞研究

治疗组1

创新-
N=519
n (%)

肝素
N=524
n (%)

不良事件

尿路感染 19 (3  .7%) 18 (3.4%)
肺栓塞 12 (2.3%) 12 (2.3%)
胸痛 12 (2.3%) 8 (1.5%)
鼻出⾎ 10 (1.9%) 7 (1.3%)
头痛 9 (1.7%) 9 (1.7%)
恶⼼ 9 (1.7%) 10 (1.9%)
出⾎ NOS 8 (1.5%) 23 (4.4%)
背痛 8 (1.5%) 2 (0.4%)
发烧 8 (1.5%) 11 (2.1%)
痛 8 (1.5%) 7 (1.3%)
便秘 7 (1.3%) 9 (1.7%)
⽪疹 6 (1.2%) 8 (1.5%)
呼吸困难 6 (1.2%) 9 (1.7%)
呕吐 5 (1.0%) 8 (1.5%)
⾎尿 5 (1.0%) 6 (1.1%)
腹痛 4 (0.8%) 6 (1.1%)
腹泻 3 (0.6%) 7 (1.3%)
贫⾎ 0 7 (1.3%)

NOS = 未另⾏指定
1 INNOHEP- 175 IU/kg 每⽇⼀次 SC。普通肝素初始静脉推注 5,000 IU

然后连续静脉输注调整为 1.5 ⾄ 2.5 的 aPTT 或初始静脉推注 50 IU/kg，然后连续静脉输注调
整为 2.0 ⾄ 3.0 的 aPTT。在所有组中，治疗持续约 6 ⾄ 8 天，所有患者在前 2 ⾄ 3 天开始接
受⼝服抗凝剂治疗。

已完成或正在进⾏的试验中的其他不良事件 ：其他不良事件报告频率为≥在已完成或正在进⾏的
临床试验中接受 INNOHEP- 的 4,000 名患者中有 1% 按⾝体系统列出：

⾝体作为⼀个整体：注射部位⾎肿，反应未分类。



⼼⾎管疾病，⼀般：低⾎压，⾼⾎压。 

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疾病：头晕。 

胃肠系统疾病：肠胃胀⽓，胃肠道疾病（不是其他  指定），消化不良。 

⼼率和节律障碍：⼼动过速。 

Myo、Endo、⼼包和瓣膜疾病：⼼绞痛。 

⾎⼩板、出⾎和凝⾎障碍：⾎肿，⾎⼩板减少症。 

精神疾病：失眠，混乱。 

红细胞疾病：贫⾎。 

抵抗机制障碍：愈合受损，感染。 

呼吸系统疾病：肺炎，呼吸系统疾病。 

⽪肤和附件疾病：⽪疹红斑，瘙痒，⼤疱疹，⽪肤  紊乱。 

泌尿系统疾病：尿潴留，排尿困难。 

⾎管（⼼外）疾病：⾎栓性静脉炎深，⾎栓性静脉炎腿深。 

临床试验或上市后经验报告的严重不良事件是  分别包含在表 6 和表 7 中： 



表 6
临床试验中与 INNOHEP- 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

类别 严重不良事件
出⾎相关 肛⻔直肠出⾎

脑/颅内出⾎ 鼻出⾎

胃肠道出⾎ 关节积⾎

吐⾎
⾎尿
⼼包积⾎
出⾎ NOS
注射部位出⾎ Melena

紫癜
腹膜后/腹腔内出⾎ 阴道出⾎

伤⼝⾎肿
器官功能障碍 ⼼绞痛

⼼律失常
依赖性⽔肿
⼼肌梗塞/冠状动脉⾎栓形成

胎⼉/新⽣⼉ 先天性异常
胎⼉死亡
胎⼉窘迫

⽪肤 ⼤疱爆发
红斑⽪疹
斑丘疹
⽪肤坏死

⾎液学 粒细胞减少症
⾎⼩板减少症

过敏反应 过敏反应
注射部位反应 蜂窝织炎
肿瘤 肿瘤



表 7
来⾃上市后监测的与 INNOHEP 相关的其他严重不良事件

类别 严重不良事件
器官功能障碍 胆汁淤积性肝炎

肝酶升⾼ 外周缺⾎

阴茎异常勃起

出⾎相关 ⾎肿
咯⾎
眼部出⾎
直肠出⾎

⽪肤反应 表⽪坏死松解症
缺⾎性坏死
史蒂⽂斯-约翰逊综合征荨⿇
疹

⾎液学 粒细胞缺乏症
全⾎细胞减少症
⾎⼩板增多症

注射部位反应 脓肿
坏死

过敏反应 过敏性紫癜
⾎管性⽔肿

胎⼉/新⽣⼉ 头⽪⽪肤发育不全新⽣⼉
肌张⼒减退

⼀般的 急性发热反应

持续的安全监督 ：当采⽤椎管内⿇醉（硬膜外/脊髓⿇醉）或脊髓穿刺时，为预防⾎栓栓塞并发症
⽽使⽤低分⼦肝素或类肝素进⾏抗凝或计划进⾏抗凝的患者有发⽣硬膜外或脊髓⾎肿的⻛险，这
可能导致⻓期- ⻓期或永久瘫痪（⻅盒装警告）。

已经报道了与椎管内⿇醉或 INNOHEP® 脊髓穿刺相关的脊髓硬膜外⾎肿。

在⾄少⼀名未接受过椎管内⿇醉或脊柱穿刺的患者中报告了以治疗剂量施⽤ INNOHEP-的脊髓
硬膜外⾎肿。



药物过量

症状/治疗：意外过量服⽤ INNOHEP-（亭扎肝素钠注射液）可能导致出⾎并发症（⻅警告，出
⾎）。流鼻⾎、尿⾎或柏油样便可能是出⾎的最初迹象。容易瘀伤或瘀点出⾎可能先于明显出
⾎。在轻微出⾎的情况下，应监测患者是否有更严重出⾎的迹象。

已知在临床试验中过量服⽤亭扎肝素钠（定义为治疗 DVT 的剂量 >200 IU/kg 或预防 DVT 的剂
量 >100 IU/kg）的患者中，约 16% 出现出⾎并发症.

在⾃发报告的可能过量服⽤亭扎肝素钠中，约 81% 伴有出⾎，通常是⾎肿。⼤多数在接受 
INNOHEP- 时出现出⾎并发症的患者可以通过停⽤ INNOHEP- 来控制，如果可能，对部位施加压
⼒，并根据需要更换容量和⽌⾎⾎液成分（例如，红细胞、新鲜冷冻⾎浆、⾎⼩板）。如果这⽆
效，可以施⽤硫酸⻥精蛋⽩。

在严重出⾎或⼤量过量服⽤的情况下，硫酸⻥精蛋⽩（1% 溶液）可以通过缓慢静脉输注给药，剂
量为每 100 抗 Xa IU INNOHEP-给予 1 mg ⻥精蛋⽩。如果在第⼀次输注后 2 ⾄ 4 ⼩时测量的 
aPTT 仍然延⻓，则可以给予每 100 抗 Xa IU INNOHEP- 0.5 mg 硫酸⻥精蛋⽩的第⼆次输注。即使
使⽤额外剂量的⻥精蛋⽩，aPTT 仍可能⽐通常在使⽤⻥精蛋⽩逆转普通肝素后发现的更⻓。⻥精
蛋⽩不能完全中和亭扎肝素钠的抗 Xa 活性（最⼤约 60%）。

应特别注意避免硫酸⻥精蛋⽩过量。施⽤硫酸⻥精蛋⽩可引起严重的低⾎压和过敏反应。由于硫
酸⻥精蛋⽩有致命反应的报道，因此只有在复苏设施可⽤时才应给予。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硫
酸⻥精蛋⽩注射液 (USP) 产品的标签。

单次⽪下注射 22,000 和 7,700 IU/kg 的亭扎肝素钠（根据体表⾯积，分别约为⼈最⼤推荐剂量的 
10 倍和 7 倍）分别对⼩⿏和⼤⿏致死。急性毒性的症状包括注射部位的⾎肿形成和出⾎、贫⾎、
运动活动减少、步态不稳、竖⽑和上睑下垂。

剂量和给药

在给予 INNOHEP-之前，应评估所有患者的出⾎性疾病。由于凝⾎参数不适⽤于监测 INNOHEP 活
性，因此不需要对凝⾎参数进⾏常规监测（⻅注意事项，实验室测试）。



成⼈剂量

INNOHEP-⽤于治疗伴有或不伴有 PE 的 DVT 的推荐剂量为 175 anti-Xa IU/kg 体重，每天⼀次 
SC 给药，持续⾄少 6 天，直到患者⽤华法林充分抗凝（INR ⾄少 2.0连续两天）。华法林钠治疗
应在适当时开始（通常在 INNOHEP 开始后 1-3 天内）。妊娠对 INNOHEP 的药代动⼒学影响很
⼩或没有影响，妊娠不需要调整剂量。

由于 INNOHEP-理论上可能会影响 PT/INR，因此同时接受 INNOHEP-和华法林的患者应在下⼀次
预定剂量 INNOHEP-之前抽取⾎液⽤于 PT/INR 测定。

表 8 提供了⽤于治疗伴有或不伴有 PE 的 DVT 的 INNOHEP 剂量。有必要为表 8 中未显⽰的患者体
重计算适当的 INNOHEP 剂量。

应使⽤经过适当校准的注射器以确保从 INNOHEP ⼩瓶中抽取正确体积的药物。



表 8
INNOHEP-基于重量的给药治疗有或没有症状性肺栓塞的深静脉⾎栓形成

深静脉⾎栓治疗

175 IU/kg SC 每⽇⼀次
每毫升 20,000 国际单位

患者⾝体
重量
磅

患者⾝体
重量
公⽄剂量

(国际单位)

数量
(毫升)

68-80 6,000 0.3 31-36
81-94 7,000 0.35 37-42

95-107 8,000 0.4 43-48
108-118 9,000 0.45 49-53
119-131 10,000 0.5 54-59
132-144 11,000 0.55 60-65
145-155 12,000 0.6 66-70
156-168 13,000 0.65 71-76
169-182 14,000 0.7 77-82
183-195 15,000 0.75 83-88
196-206 16,000 0.8 89-93
207-219 17,000 0.85 94-99
220-232 18,000 0.9 100-105
233-243 19,000 0.95 106-110
244-256 20,000 1 111-116
257-270 21,000 1.05 117-122
271-283 22,000 1.1 123-128
284-294 23,000 1.15 129-133
295-307 24,000 1.2 134-139
308-320 25,000 1.25 140-145
321-331 26,000 1.3 146-150
332-344 27,000 1.35 151-156
345-358 28,000 1.4 157-162

计算每公⽄ SC 剂量的 INNOHEP-175 anti-Xa IU ⽤于治疗深静脉⾎栓形成的体积 
(mL)：

患者体重 (kg) X 0.00875 mL/kg = ⽪下给药量 (mL)

⾏政

INNOHEP- 是⼀种透明、⽆⾊⾄微⻩⾊的溶液，与其他⾮肠道药物产品⼀样，在给药前应⽬视检
查颗粒物质和变⾊。

INNOHEP-通过⽪下注射给药。不得通过肌⾁或静脉注射给药。



⽪下注射技术：患者应躺下（仰卧）或坐着并通过深部⽪下注射进⾏ INNOHEP。给药应在左右
腹前外侧和左右后外侧腹壁之间交替给药。注射部位应每天变化。针的整个⻓度应插⼊拇指和⻝
指之间的⽪肤皱褶中；在整个注射过程中应保持⽪肤皱襞。为尽量减少瘀伤，注射完成后请勿摩
擦注射部位。

供应⽅式

INNOHEP- 可在以下包装中以多剂量 2 mL ⼩瓶的形式提供：

1盒 2 毫升⼩瓶（每毫升 20,000 抗 Xa IU） 
国家数据中⼼ 59572-342-08 

10 盒 2 mL ⼩瓶（每 mL 20,000 抗 Xa IU） 
国家数据中⼼ 59572-342-53 

25号店°C (77°F）; 允许游览 15°-30°C (59°-86°F) [参⻅ USP 控制的室温]。

放在⼉童接触不到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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