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西兰数据表
1. SIMDAX 2.5mg/mL 注射浓缩液

2.定性和定量成分 每毫升含有 2.5 毫克左西孟旦。

左西孟旦是⼀种具有独特作⽤⽅式的正性肌⼒药物。它是⼀种钙增敏剂，通过增强⼼
肌对钙的敏感性来增加⼼肌收缩⼒。因此，左西孟旦产⽣独⽴于 β 受体或环 AMP 的
正性肌⼒作⽤。

它还具有⾎管扩张作⽤，通过打开⾎管平滑肌中的 ATP 敏感钾通道，导致平滑肌松
弛。
正性肌⼒作⽤和⾎管扩张作⽤的结合导致收缩⼒增加，⼼肌前负荷和后负荷降低。

左西孟旦的化学名称为 (-)-(R)-[[4-(1,4,5,6-四氢-4-甲基-6-氧代-3-哒嗪基)-苯基]肼
基]-丙⼆腈。为⻩⾊⾄棕⻩⾊粉末，分⼦量280.3，经验式C14H12ñ6O 和以下结构：

ñ
C

ñ 氨氮
C 氢化物 ○

ñ
H3C H

左西孟旦是⼀种中等亲脂性化合物。其在蒸馏⽔中的溶解度为 0.04mg/mL，在⼄醇中的
溶解度为 7.8mg/mL，在 pH 值为 8 时，在磷酸盐缓冲液 (67 mM) 中的溶解度为 0.9mg/
mL。

有关赋形剂的完整列表，请参阅第 6.1 节。
3.药物形式

浓缩物是⼀种澄清的⻩⾊或橙⾊溶液，⽤于在给药前稀释。

4.临床资料
4.1 治疗适应症

Simdax 适⽤于急性失代偿性慢性⼼⼒衰竭 (ADHF) 的短期治疗，适⽤于常规治疗
不充分的情况，以及认为适合正性肌⼒⽀持的情况（⻅第 5.1 节，药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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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剂量和给药⽅法 给药⽅法

Simdax 仅供医院使⽤。它应该在医院环境中进⾏，那⾥有⾜够的监测设施和
使⽤正性肌⼒药物的专业知识。

Simdax 2.5mg/mL 注射浓缩物在给药前进⾏稀释。

Simdax 2.5mg/mL 注射浓缩液仅供⼀次性使⽤。对于所有⾮肠道药物产品，在给
药前⽬视检查稀释溶液是否有颗粒物和变⾊。

在储存过程中浓缩物的颜⾊可能会变成橙⾊，但不会失去效⼒，如果遵循储存说
明，产品可以使⽤到指定的失效⽇期。

输液仅供静脉内使⽤，可通过外周或中枢途径给药。

给药时间表
治疗的剂量和持续时间应根据患者的临床状况和反应个体化。

可以在 10 分钟内以 6-12 μg/kg 的负荷剂量开始治疗，然后以 0.1 μg/kg/min 的速
度连续输注（参⻅第 5.1 节，药效学）。对于同时使⽤静脉⾎管扩张剂或正性肌⼒药
或两者的患者，建议在输注开始时使⽤ 6 μg/kg 的较低负荷剂量。在此范围内较⾼
的负荷剂量会产⽣更强的⾎流动⼒学反应，但可能与不良反应发⽣率的短暂增加有
关。应使⽤负荷剂量或在剂量调整后 30 ⾄ 60 分钟内并根据临床指征评估患者的反
应。如果反应被认为过度（低⾎压、⼼动过速），输注速度可降低⾄ 0.05 μg/kg/
min 或停⽌（⻅第 4.4 节，使⽤的特殊警告和注意事项）。

严重慢性⼼⼒衰竭急性失代偿患者的推荐输注持续时间为 24 ⼩时。在停⽤ Simdax 
输注后，未观察到出现耐受或反弹现象的迹象。⾎流动⼒学影响持续⾄少 24 ⼩时，
并且在停⽌ 24 ⼩时输注后最⻓可达 9 天（⻅第 5.1 节，药效学；第 4.4 节，使⽤的
特殊警告和注意事项；第 4.5 节，与其他药物和其他形式的相互作⽤互动）。

反复使⽤ Simdax 的经验有限。同时使⽤⾎管活性药物，包括正性肌⼒药物（地⾼
⾟除外）的经验有限。在 REVIVE 计划中，较低的负荷剂量 (6 μg/kg) 与基线伴随
的⾎管活性药物⼀起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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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年患者⽆需调整剂量。

肾功能不全
轻度⾄中度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必须谨慎使⽤⾟达克斯。Simdax 不应⽤于严重肾功能
不全（肌酐清除率 <30mL/min）的患者（⻅第 5.2 节，药代动⼒学；第 4.3 节，禁
忌症；第 4.4 节，特别警告和使⽤注意事项）。

肝功能损害
轻度⾄中度肝功能不全的患者必须谨慎使⽤ Simdax。Simdax 不应⽤于有严重肝功
能损害的患者（⻅第 5.2 节，药代动⼒学；第 4.3 节，禁忌症；第 4.4 节，特别警
告和使⽤注意事项）。

孩⼦们
Simdax 不应⽤于 18 岁以下的⼉童和⻘少年（⻅第 5.2 节，药代动⼒学；第 4.4 
节，特殊警告和使⽤注意事项）。

输液准备和时间表
要制备 0.05mg/mL 输液，将 10mL Simdax 2.5mg/mL 注射浓缩液与 500mL 5% 
葡萄糖（右旋糖）溶液混合。

表 1 提供了 0.05 mg/mL Simdax 输液制剂的负荷和维持输液剂量的详细输液速
率：

表格1：
负荷剂量以 10 分钟以上的输注形
式给予，输注速率 (mL/h) 如下 连续输注速度 (mL/h)耐⼼

重量
（公⽄） 正在加载

剂量
6微克/公⽄

负荷剂量
12微克/公⽄

0.05
微克/公⽄/分钟

0.1
微克/公⽄/分钟

0.2
微克/公⽄/分钟

40 29 58 2 5 10
50 36 72 3 6 12
60 43 86 4 7 14
70 50 101 4 8 17
80 58 115 5 10 19
90 65 130 5 11 22

100 72 144 6 12 24
110 79 158 7 13 26
120 86 173 7 14 29

要制备 0.025mg/mL 输液，将 5mL Simdax 2.5mg/mL 注射浓缩液与 500mL 5% 
葡萄糖（右旋糖）溶液混合。

表 2 提供了 0.025 mg/mL Simdax 输液制剂的负荷和维持输液剂量的详细输液速
率：

⾟达克斯 14 个中的 3 个



表 2：
负荷剂量以 10 分钟以上的输注形

式给予，输注速率 (mL/h) 如下耐⼼
重量

（公⽄）

连续输注速度 (mL/h)

正在加载 负荷剂量
12微克/公⽄

0.05
微克/公⽄/分钟

0.1
微克/公⽄/分钟

0.2
微克/公⽄/分钟

剂量
6微克/公⽄

40 58 115 5 10 19
50 72 144 6 12 24
60 86 173 7 14 29
70 101 202 8 17 34
80 115 230 10 19 38
90 130 259 11 22 43

100 144 288 12 24 48
110 158 317 13 26 53
120 173 346 14 29 58

兼容性
在连接的静脉管线中未观察到与 Simdax 和以下药物的不相容性：

·
·
·

呋塞⽶ 10mg/mL
地⾼⾟ 0.25mg/mL
三硝酸⽢油酯 0.1mg/mL

不兼容性
本品不得与其他药物或稀释剂混合使⽤，剂量和给药⽅法——输液准备和时间
表中规定的除外；剂量和给药 - 相容性。

稀释后
已证明 25 ⼩时 24 ⼩时的化学和物理使⽤稳定性○C。

从微⽣物学的⻆度来看，该产品应⽴即使⽤。为减少微⽣物危害，稀释后应尽快使
⽤。如果需要存放，请保持在 2○-8○C 不超过 24 ⼩时。如果不⽴即使⽤，使⽤中
的存储时间和使⽤前的条件由⽤⼾负责。

稀释后的储存和使⽤时间不得超过 24 ⼩时。

不含抗菌剂。产品仅供⼀名患者⼀次性使⽤。丢弃任何残留物。

治疗监测
根据⽬前的医疗实践，在治疗期间必须监测⼼电图、⾎压和⼼率并测量尿量。建议
在输注结束后⾄少监测这些参数 3 天或直到患者临床稳定（⻅第 4.4 节，使⽤的特
殊警告和注意事项）。对于轻度⾄中度肾功能不全或轻度⾄中度肝功能不全的患
者，建议监测⾄少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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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禁忌症
对 Simdax 或任何赋形剂过敏。

严重低⾎压和⼼动过速（⻅第 5.1 节，药效学；第 4.4 节，特殊警告和使⽤注意事
项）。影响⼼室充盈或流出或两者的显着机械阻塞。严重肾功能损害（肌酐清除率 
<30 mL/min）和严重肝功能损害。Torsades de Pointes 的历史。

4.4 特别警告和使⽤注意事项
Simdax 的⾎流动⼒学效应可能在治疗开始时更明显，可能会降低收缩压和舒张
压，因此，对于基线收缩压或舒张压较低的患者或有⻛险的患者，应谨慎使⽤ 
Simdax对于低⾎压发作。建议对这些患者采⽤更保守的给药⽅案。医师应根据患
者的状况和反应调整治疗的剂量和持续时间（⻅第 5.1 节，药效学；第 4.2 节，
剂量和给药⽅法——给药⽅案；第 4.5 节，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和其他形式的相
互作⽤）。

由于⼼脏充盈压的过度降低可能会限制对 Simdax 的反应，因此在 Simdax 输注前
应通过胃肠外输液来纠正严重的低⾎容量。如果观察到⾎压或⼼率过度变化，应降
低输注速度或停⽌输注。

在停⽌（24 ⼩时）输注后，⾎流动⼒学对⼼输出量和肺⽑细⾎管楔压的有利影响持
续⾄少 24 ⼩时。所有⾎流动⼒学影响的确切持续时间尚未确定，但对⾎压的影响通
常持续 3-4 天，对⼼率的影响持续 7-9 天。这部分是由于存在活性代谢物，在停⽌输
注约 48 ⼩时后达到最⼤⾎浆浓度。与消除活性代谢物的相互作⽤可能导致更明显和
更⻓时间的⾎流动⼒学效应。建议在输注结束后⾄少 3 天或直到患者临床稳定之前
进⾏⽆创监测。

轻⾄中度肾功能不全或轻⾄中度肝功能不全的患者应谨慎使⽤⾟达克。只有有限的
数据可⽤于肾功能受损的患者。肝或肾功能受损可能导致代谢物浓度增加，这可能
导致更明显和更⻓时间的⾎流动⼒学影响。

Simdax 输注可能导致⾎清钾浓度降低。因此，低⾎钾浓度应在给予⾟达克之前
纠正，并应在治疗期间监测⾎钾。与其他治疗⼼⼒衰竭的药物⼀样，Simdax 的
输注可能伴随着⾎红蛋⽩和红细胞⽐容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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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性⼼⾎管疾病合并贫⾎患者应慎⽤。

对于⼼动过速、⼼房颤动伴快速⼼室反应或可能危及⽣命的⼼律失常的患者，应
谨慎使⽤ Simdax 输注

反复使⽤ Simdax 的经验有限。同时使⽤⾎管活性药物，包括正性肌⼒药物（地⾼
⾟除外）的经验有限。应评估个体患者的益处和⻛险。与当前的医疗实践⼀致，由
于可能增加低⾎压的⻛险，Simdax 与其他静脉内⾎管活性药物⼀起使⽤时应谨慎使
⽤。

对于持续存在冠状动脉缺⾎、⽆论病因如何均较⻓ QTc 间期或与延⻓ QTc 间期的药
物同时使⽤的患者（⻅第 4.9 节，过量），应谨慎使⽤ Simdax，并在密切⼼电图监
测下使⽤。

尚未研究 Simdax 在⼼源性休克中的应⽤。没有关于在以下疾病中使⽤ Simdax 的
信息：限制性⼼肌病、肥厚型⼼肌病、严重的⼆尖瓣关闭不全、⼼肌破裂、⼼脏压
塞和右⼼室梗塞。

Simdax 不应⽤于⼉童，因为在 18 岁以下的⼉童和⻘少年中使⽤ Simdax 的经验
⾮常有限（参⻅第 5.2 节，药代动⼒学）。

在等待⼼脏移植的患者中使⽤ Simdax 严重⼼⼒衰竭的经验有限。

该药每 5 ml ⼩瓶中含有 3925 mg 酒精（⽆⽔⼄醇），相当于⼤约 98 vol%。⼀瓶 5 毫升该药
的量相当于 99.2 毫升啤酒或 41.3 毫升葡萄酒。对酗酒者有害。

孕妇或哺乳期妇⼥、⼉童及肝病或癫痫患者等⾼危⼈群需考虑。

致癌、突变、⽣育⼒受损
关于⼀般毒性和遗传毒性的常规研究表明，短期使⽤对⼈类没有特殊危害。

在动物研究中，左西孟旦没有致畸作⽤，但它会导致兔枕上⻣发育异常的⼤⿏和兔
胎⼉的⻣化程度普遍降低。在妊娠早期和妊娠早期给药时，左西孟旦减少了雌性⼤
⿏每窝⻩体、着床和幼仔的数量，并增加了早期吸收和着床后损失的数量。这些影
响在临床暴露⽔平上可⻅。

在动物研究中，左西孟旦被排泄到⺟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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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和其他形式的相互作⽤
利⽤⼈肝微粒体的体外研究表明，左西孟旦不太可能与由细胞⾊素 P450 (CYP) 酶代
谢的药物引起显着的药物相互作⽤，因为它对各种 CYP 异构体的亲和⼒明显较低
（⻅第 5.2 节，药代动⼒学）。

左西孟旦已在体外显⽰为 CYP2C8 抑制剂，因此不能排除左西孟旦可增加主要由 
CYP2C8 代谢的同时给药药物的暴露量。因此，应尽可能避免将左西孟旦与敏感的 
CYP2C8 底物如洛哌丁胺、吡格列酮、瑞格列奈和恩杂鲁胺合⽤。

活性代谢物 OR-1855 和 OR-1896 与其他具有⾎流动⼒学效应的药物之间可能的相
互作⽤可能导致更显着和延⻓的⾎流动⼒学效应。这种效果的持续时间可能⽐ 
Simdax 输注后通常看到的 7-9 天更⻓。

在接受地⾼⾟和⾟达克输注的患者的群体分析中未观察到药代动⼒学相互作⽤。
Simdax 输注可⽤于接受 β 受体阻滞剂的患者⽽不会丧失疗效。健康志愿者同时服
⽤单硝酸异⼭梨酯和左西孟旦可显着增强体位性低⾎压反应。同时卡托普利治疗不
影响⾟达的药代动⼒学或⾎流动⼒学。

该药物中的酒精含量可能会改变其他药物的作⽤。由于该药通常在 24 ⼩时内缓慢
给药，因此可能会降低酒精的作⽤。

与⽬前的医疗实践⼀致，左西孟旦与其他静脉内⾎管活性药物⼀起使⽤时应谨慎使⽤，因
为可能会增加低⾎压的⻛险。

4.6 ⽣育、妊娠和哺乳⽣育

⽆可⽤数据。

怀孕
没有在孕妇中使⽤ Simdax 的经验。动物研究表明对⽣殖有毒性作⽤（参⻅第 
4.4 节，使⽤的特殊警告和注意事项：致癌、诱变和⽣育能⼒受损）。因此，只
有在对⺟亲的益处⼤于对胎⼉的可能⻛险时，才应在孕妇中使⽤ Simdax。

哺乳期
尚不清楚⾟达司是否会从⼈乳中排出，因此接受⾟达司的妇⼥不应进⾏⺟乳喂
养。

4.7 对驾驶和使⽤机器能⼒的影响 ⽆可⽤数据。

4.8 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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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DHF（REVIVE 计划）的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中，53% 的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其
中最常⻅的是室性⼼动过速、低⾎压和头痛。

在⼀项多巴酚丁胺对照临床试验 ADHF (SURVIVE) 中，18% 的患者出现不良反应，
其中最常⻅的是室性⼼动过速、⼼房颤动、低⾎压、室性早搏、⼼动过速和头痛。

下表描述了在 REVIVE I、REVIVE II、SURVIVE、LIDO、RUSSLAN、300105 和 
3001024 临床试验期间在 1% 或更多患者中观察到的不良反应。如果单个试验中任
何特定事件的发⽣率⾼于其他试验中的发⽣率，则表中报告了较⾼的发⽣率。

被认为⾄少可能与左西孟旦相关的事件按系统器官类别和频率显⽰，使⽤以下惯
例：⾮常常⻅（≥ 1/10），常⻅（≥ 1/100，< 1/10）。

表3
不利的概括

SURVIVE 临床研究、REVIVE 计划和 LIDO/RUSSLAN/
300105/3001024 临床研究相结合

反应

⻋⾝系统 频率 ⾸选术语
代谢和营养障碍 常⻅的 低钾⾎症

精神疾病 常⻅的 失眠
神经系统疾病 很普通的

常⻅的
头痛
头晕

⼼脏疾病 很普通的 室性⼼动过速
常⻅的 ⼼肌缺⾎

⼼⼒衰竭
⼼房颤动
⼼动过速
⼼室
早搏
早搏

⾎管疾病 很普通的 低⾎压
胃肠道疾病 常⻅的 腹泻

呕吐
恶⼼
便秘

调查 常⻅的 ⾎红蛋⽩
减少

上市后不良反应：
在上市后的经验中，有报道称服⽤ Simdax 的患者出现⼼室颤动。

疑似不良反应报告
在药物批准后报告可疑的不良反应很重要。它允许持续监测药物的收益/⻛险平衡。
要求医疗保健专业⼈员报告任何可疑的不良反应https://nzphvc.otago.ac.nz/
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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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过量
Simdax 过量可能导致低⾎压和⼼动过速。在 Simdax 的临床试验中，⾎管加压药
已成功治疗低⾎压（例如，充⾎性⼼⼒衰竭患者使⽤多巴胺，⼼脏⼿术后患者使⽤
去甲肾上腺素）。⼼脏充盈压过度降低可能会限制对 Simdax 的反应，并且可以⽤
肠外液体治疗。⾼剂量（等于或⾼于 0.4 μg/kg/min）和超过 24 ⼩时的输注会增加
⼼率，有时与 QTc 间期延⻓有  关。在 Simdax 过量的情况下，连续⼼电图监测，
⾎清电解质和侵⼊性的重复测定

应进⾏⾎流动⼒学监测。Simdax 过量导致活性代谢物的⾎浆浓度增加，这可能导
致对⼼率的更明显和更⻓时间的影响，需要相应延⻓观察期。

有关过量管理的建议，请致电 0800 POISON (0800 764766) 联系国家毒物中
⼼。

5.药理性质
5.1 药效学特性

左西孟旦通过以钙依赖性⽅式与⼼肌肌钙蛋⽩ C 结合来增强收缩蛋⽩对钙的敏感
性。左西孟旦增加收缩⼒但不损害⼼室舒张。此外，左西孟旦打开⾎管平滑肌中对 
ATP 敏感的钾通道，从⽽诱导全⾝和冠状动脉⾎管和全⾝静脉⾎管的⾎管舒张。左
西孟旦已在体外显⽰出选择性磷酸⼆酯酶 III 抑制剂的特性。这在治疗浓度下的相关
性尚不清楚。在⼼⼒衰竭患者中，左西孟旦的正性钙依赖性肌⼒作⽤和⾎管舒张作
⽤导致收缩⼒增加，前负荷和后负荷降低，⽽不会对舒张功能产⽣不利影响。

在健康志愿者和稳定和不稳定⼼⼒衰竭患者中进⾏的⾎流动⼒学研究表明，左西孟
旦作为负荷剂量（3 μg/kg ⾄ 24 μg/kg）和持续输注（0.05 ⾄ 0.2 μg/kg 每分
钟）。与安慰剂相⽐，左西孟旦增加了⼼输出量、每搏输出量、射⾎分数和⼼率，
降低了收缩压、舒张压、肺⽑细⾎管楔压、右⼼房压和外周⾎管阻⼒。

左西孟旦输注增加了从冠状动脉⼿术中恢复的患者的冠状动脉⾎流量，并改善了⼼
⼒衰竭患者的⼼肌灌注。这些益处是在不显着增加⼼肌耗氧量的情况下实现的。左
西孟旦输液治疗可显着降低充⾎性⼼⼒衰竭患者的循环内⽪素-1⽔平。在推荐的输
注速率下，它不会增加⾎浆⼉茶酚胺⽔平。

5.2 药代动⼒学特性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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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西孟旦的药代动⼒学在治疗剂量范围 0.05-0.2 μg/kg/min 内呈线性关系。

分配
左西孟旦的分布容积 (Vss) 约为 0.2 L/kg。左西孟旦 97-98% 与⾎浆蛋⽩结合，主
要与⽩蛋⽩结合。对于 OR-1855 和 OR-1896，患者的平均蛋⽩质结合值分别为 
39% 和 42%。

代谢
左西孟旦剂量的主要部分通过结合成环状或 N-⼄酰化半胱氨酰⽢氨酸和半胱氨酸结
合物⽽代谢。只有约 5% 的左西孟旦在肠道内通过还原作⽤被代谢

氨基苯基哒嗪酮 (OR-1855)，在重吸收到体循环后在⾎浆中通过 N-⼄酰转移酶代谢
为活性代谢物 OR-1896。⼄酰化⽔平是由基因决定的。在快速⼄酰化器中，代谢物 
OR-1896 的浓度略⾼于慢速⼄酰化器。然⽽，这对推荐剂量下的临床⾎流动⼒学效
应没有影响。

在体循环中，左西孟旦给药后唯⼀可检测到的重要代谢物是 OR-1855 和 
OR-1896。由于⼄酰化和去⼄酰化代谢途径，这些代谢物在体内达到平衡，这些途
径由 N-⼄酰基控制

转移酶2，⼀种多态酶。在慢速⼄酰化剂中，OR-1855 代谢物占优势，⽽在快速⼄
酰化剂中，OR-1896 代谢物占优势。两种代谢物的暴露总和在慢速和快速⼄酰化剂
中相似，两组之间的⾎流动⼒学效应没有差异。延⻓的⾎流动⼒学效应（停⽌ 24 
⼩时左西孟旦输注后持续⻓达 7-9 天）归因于这些代谢物。

体外研究表明，在推荐剂量达到的浓度下，左西孟旦、OR-1855 和 OR-1896 不会
抑制 CYP1A2、CYP2A6、CYP2B6、CYP2C19、CYP2D6、CYP2E1 或 CYP3A4。此
外，左西孟旦不抑制 CYP1A1，OR-1855 和 OR-1896 均不抑制 CYP2C8 或 
CYP2C9。左西孟旦在体外已被证明是 CYP2C8 的抑制剂（⻅第 4.5 节——与其他
药物的相互作⽤和其他形式的相互作⽤）。⼈体与华法林、⾮洛地平和伊曲康唑的
药物相互作⽤研究结果证实，左西孟旦不抑制 CYP3A 或 CYP2C9，左西孟旦的代
谢不受 CYP3A 抑制剂的影响。

消除和排泄
清除率约为 3.0 mL/min/kg，半衰期约为 1 ⼩时。54% 的剂量通过尿液排出，44% 
通过粪便排出。超过 95% 的剂量在⼀周内排出。微量（<0.05% 剂量）在尿中以左
西孟旦原形排出。循环代谢物 OR-1855 和 OR-1896 形成并缓慢消除。OR-1855 和 
OR-1896 的⾎浆峰浓度在左西孟旦输注结束后约 2 天达  到。代谢物的半衰期约为 
75-80 ⼩时。左西孟旦的活性代谢物 OR-1855 和 OR-1896 经结合或肾滤过，主要在
尿液中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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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预测潜在的相互作⽤。

特殊⼈群：
孩⼦们：不应将 Simdax ⽤于⼉童，因为在 18 岁以下的⼉童和⻘少年中使⽤ 
Simdax 的经验⾮常有限。有限的数据表明，在⼉童（3 个⽉⾄ 6 岁）单次给药后，
Simdax 的药代动⼒学与成⼈相似。尚未在⼉童中研究活性代谢物的药代动⼒学。
（⻅第 5.2 节，药代动⼒学；第 4.4 节，特殊警告和使⽤注意事项）。

肾功能不全：已在没有⼼⼒衰竭的不同程度肾功能不全的受试者中研究了 Simdax 
的药代动⼒学。轻度⾄中度肾功能不全的受试者和接受⾎液透析的受试者对⾟达克
斯的暴露相似，⽽重度肾功能不全的受试者对⾟达克斯的暴露可能略低。

与健康受试者相⽐，Simdax 的未结合部分似乎略有增加，在严重肾功能不全的受
试者和接受⾎液透析的患者中，代谢物（OR-1855 和 OR-1896）的 AUC ⾼达 
170%。轻度和中度肾功能损害对 OR-1855 和 OR-1896 药代动⼒学的影响预计⼩于
重度肾功能损害。

Simdax 不可透析。虽然 OR-1855 和 OR-1896 是可透析的，但透析清除率很低（⼤
约 8-23 mL/min），并且 4 ⼩时透析对这些代谢物的总体暴露的净影响很⼩。（⻅
第 5.2 节，药代动⼒学；第 4.4 节，特别警告和使⽤注意事项；第 4.3 节，禁忌
症）。

肝功能损害：在轻度或中度肝硬化受试者与健康受试者中，未发现 Simdax 的药代
动⼒学或蛋⽩质结合存在差异。Simdax、OR-1855 和 OR-1896 的药代动⼒学在健
康受试者和中度肝功能不全受试者（Child-Pugh B 类）之间相似，但 OR-1855 和 
OR-1896 的消除半衰期略有延⻓在中度肝功能不全的受试者中。（⻅第 5.2 节，药
代动⼒学；第 4.4 节，特别警告和使⽤注意事项；第 4.3 节，禁忌症）。

群体药代动⼒学分析：⼈群分析显⽰年龄、种族或性别对 Simdax 的药代动⼒学
没有影响。然⽽，同样的分析显⽰分布容积和总清除率取决于重量。

5.3 临床前安全数据
Simdax 已在涉及 2800 多名⼼⼒衰竭患者的临床试验中进⾏了评估。在以下随机、
双盲、多国临床试验中评估了 Simdax 治疗 ADHF 的疗效和安全性：

复兴计划

复活我
在⼀项针对 100 名 ADHF 患者的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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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了 24 ⼩时的 Simdax 输注，在接受 Simdax 治疗的患者中观察到临床复合终
点优于安慰剂加标准护理的有益反应。

复活⼆
对 600 名患者进⾏的⼀项双盲、安慰剂对照的关键研究，他们接受了 6-12 μg/kg 的 
10 分钟负荷剂量，随后是⼀项⽅案-
规定将左西孟旦逐步滴定⾄ 0.05-0.2 μg/kg/分钟⻓达 24 ⼩时，这为静脉利尿剂治疗
后仍存在呼吸困难的 ADHF 患者的临床状态提供了益处。

REVIVE 临床项⽬旨在⽐较左西孟旦加护理标准与安慰剂加护理标准治疗 ADHF 的有
效性。

纳⼊标准包括因 ADHF 住院、在过去 12 个⽉内左⼼室射⾎分数⼩于或等于 35% 以
及休息时呼吸困难的患者。除静脉注射⽶⼒农外，所有基线治疗均被允许。排除标
准包括⼼室流出道严重阻塞、⼼源性休克、收缩压≤90 mmHg或⼼率≥120次/分
（持续⾄少5分钟），或需要机械通⽓。

主要终点的结果表明，较⼤⽐例的患者被归类为改善，⽽较⼩⽐例的患者被归类为
恶化（p 值 0.015），这是通过反映三个时间点对临床状态持续受益的临床复合终点
来衡量的：六⼩时、⼆⼗四⼩时和五天。与安慰剂和护理标准相⽐，B 型利钠肽在 
24 ⼩时和 5 天后显着降低（p 值=0.001）。

与对照组相⽐，Simdax 组在 90 天时的死亡率略⾼，但没有统计学意义（15% 对 
12%）。事后分析确定基线时收缩压 < 100 mmHg 或舒张压 < 60 mmHg 是增加死
亡⻛险的因素。

存活
⼀项⽐较左西孟旦与多巴酚丁胺的双盲、双模拟、平⾏组、多中⼼研究评估了 1327 
名在对静脉利尿剂或⾎管扩张剂反应不⾜后需要额外治疗的 ADHF 患者的 180 天死
亡率。患者群体通常与 REVIVE II 研究中的患者相似。然⽽，既往⽆⼼⼒衰竭病史的
患者（如急性⼼肌梗死）以及需要机械通⽓的患者也包括在内。⼤约 90% 的患者因
休息时呼吸困难⽽进⼊试验。

SURVIVE 的结果没有证明左西孟旦和多巴酚丁胺在 180 天的全因死亡率⽅⾯存在统
计学显着差异{⻛险⽐ = 0.91 (95% CI [0.74, 1.13] p 值 0.401)}。然⽽，左西孟旦在第 
5 天的死亡率具有数值优势（4% 左西孟旦对 6% 多巴酚丁胺）。这种优势持续了 31 
天（12% 的左西孟旦对 14% 的多巴酚丁胺），并且在接受基线 β 受体阻滞剂治疗的
个体中最为突出。在两个治疗组中，基线⾎压低的患者经历了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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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于基线⾎压较⾼的患者。

丽都
左西孟旦已被证明可导致⼼输出量和每搏输出量的剂量依赖性增加以及肺功能的剂
量依赖性减少
⽑细⾎管楔压、平均动脉压和总外周阻⼒。

在⼀项双盲多中⼼试验中，203 名患有严重低输出量⼼⼒衰竭（射⾎分数≤0.35，⼼
脏指数 < 2.5 L/min/m2, 肺⽑细⾎管楔压 (PCWP) > 15 mmHg) 并且需要正性肌⼒⽀
持接受左西孟旦（负荷剂量 24 μg/kg 超过 10 分钟，然后连续输注 0.1-0.2 μg/kg/
min）或多巴酚丁胺（5- 10 μg/kg/min) 24 ⼩时。47%的患者⼼⼒衰竭的病因是缺
⾎性的；45% 患有特发性扩张型⼼肌病。76% 的患者在休息时有呼吸困难。主要排
除标准包括收缩压低于 90 mmHg 和⼼率⾼于每分钟 120 次。主要终点是⼼输出量
增加≥30%，同时 PCWP 下降 ≥24 ⼩时 25%。在接受左西孟旦治疗的患者中，这
⼀⽐例达到了 28%，⽽在多巴酚丁胺治疗后这⼀⽐例为 15%（p=0.025）。68% 有
症状的患者在左西孟旦治疗后呼吸困难评分有所改善，⽽多巴酚丁胺治疗后这⼀⽐
例为 59%。左西孟旦和多巴酚丁胺治疗后疲劳评分分别提⾼了 63% 和 47%。左西孟
旦的全因 31 天死亡率为 7.8%，多巴酚丁胺治疗的患者为 17%。

鲁斯兰
在另⼀项主要⽤于评估安全性的双盲多中⼼试验中，504 名经评估需要正性肌⼒⽀持
的急性⼼肌梗死后失代偿性⼼⼒衰竭患者接受了 6 ⼩时左西孟旦或安慰剂治疗。治
疗组之间低⾎压和缺⾎的发⽣率没有显着差异。

在对 LIDO 和 RUSSLAN 试验的回顾性分析中，没有观察到对⽣存期⻓达 6 个⽉的不
利影响。

6.药品详情
6.1 辅料清单

聚维酮、柠檬酸和⽆⽔⼄醇。

6.2 不兼容
⽆可⽤数据。

6.3 保质期
⾃⽣产之⽇起 24 个⽉。

6.4 储存的特殊注意事项 存储在 2○-8○C. 冷藏。不
要冻结。

在储存过程中浓缩物的颜⾊可能会变成橙⾊，但不会失去效⼒，如果遵循储存说
明，产品可以使⽤到指定的失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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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容器的性质和内容物
左西孟旦 2.5 mg/mL 浓缩液有 5 mL 和 10 mL ⼩瓶装。

- 8 或 10 mL I 型玻璃⼩瓶，含有 2.5mg 左西孟旦/mL。
- 含氟聚合物涂层的氯化丁基或溴化丁基橡㬵瓶盖

包装尺⼨
- 1、4、10 瓶 5 mL
- 1、4、10 瓶 10 mL

并⾮所有包装尺⼨都可以销售。

6.6 处置（和其他处理）的特殊预防措施 ⽆可⽤数据。

7.药物时间表
处⽅药。

8.赞助
Pharmacy Retailing (NZ) Limited 以 
Healthcare Logistics 名义经营 58 
Richard Pearse Drive
机场奥克斯
新西兰奥克兰

9.⾸次批准⽇期 2010 年 3 ⽉ 29 ⽇

10.⽂本的修订⽇期 2021 年 12 ⽉ 10 ⽇

变更汇总表

部分已更改 新信息摘要
修改了所有部分 更新为 SPC 样式格式
4.5 添加静脉⾎管活性药物相互作⽤

4.5、5.2 添加有关细胞⾊素的信息

4.9 将“肾上腺素”替换为“去甲肾上腺素”的印
刷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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