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PREX®
epoetin alfa (r-HuEPO CHO)

数据表
⽤于癌症
在⼀些研究中，使⽤红细胞⽣成刺激剂 (ESA) 治疗癌症患者的贫⾎与死亡率增加有关。ESA 仅可⽤于治
疗因伴随化疗⽽导致的贫⾎，并且仅在认为不适合输⾎时使⽤。⾎红蛋⽩⽔平不应超过 120g/L（参⻅
第 4.4 节特别警告和使⽤注意事项）。

⼀、产品名称
EPREX 1,000 IU/0.5 mL 溶液，⽤于在预填充注射器中注射。EPREX 
2,000 IU/0.5 mL 溶液，⽤于在预填充注射器中注射。EPREX 3,000 IU/
0.3 mL 溶液，⽤于在预填充注射器中注射。EPREX 4,000 IU/0.4 mL 溶
液，⽤于在预填充注射器中注射。EPREX 5,000 IU/0.5 mL 溶液，⽤于
在预填充注射器中注射。EPREX 6,000 IU/0.6 mL 溶液，⽤于在预填充
注射器中注射。EPREX 8,000 IU/0.8 mL 溶液，⽤于在预填充注射器中
注射。EPREX 10,000 IU/1.0 mL 溶液，⽤于在预填充注射器中注射。
EPREX 20,000 IU/0.5 mL 预充式注射器注射液 EPREX 30,000 IU/0.75 
mL 预充式注射器注射液 EPREX 40,000 IU/1.0 mL 预充式注射器注射
液。

EPREX®是⼀种⽆菌、⽆防腐剂的 epoetin alfa (rch) 缓冲蛋⽩溶液，装在预装注射器中。预充式注射器配
有 PROTECS™ 针头保护装置。

2. 定性和定量成分
Epoetin alfa (r-HuEPO CHO)，通过重组 DNA 技术在中国仓⿏卵巢 (CHO) 细胞中产⽣。

⼀个 0.5 mL 的预装注射器含有 1,000 IU（8.4 微克）的 epoetin alfa。⼀个 0.5 mL 的预
装注射器含有 2,000 IU（16.8 微克）的 epoetin alfa。⼀个 0.3 mL 的预装注射器含有 
3,000 IU（25.2 微克）阿法依泊汀。⼀个 0.4 mL 的预装注射器含有 4,000 IU（33.6 微
克）的 epoetin alfa。⼀个 0.5 mL 的预装注射器含有 5,000 IU（42.0 微克）的 epoetin 
alfa。⼀个 0.6 mL 的预装注射器含有 6,000 IU（50.4 微克）的 epoetin alfa。⼀个 0.8 
mL 的预装注射器含有 8,000 IU（67.2 微克）的 epoetin alfa。⼀个 1.0 mL 的预装注射
器含有 10,000 IU（84.0 微克）阿法依泊汀。⼀个 0.5 mL 的预装注射器含有 20,000 IU
（168.0 微克）阿法依泊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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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0.75 mL 的预装注射器含有 30,000 IU（252.0 微克）阿法依泊汀。⼀个 1.0 mL 的预
装注射器含有 40,000 IU（336.0 微克）阿法依泊汀。
该药品每剂含有少于 1 毫摩尔钠（23 毫克），即基本上“⽆钠”。

有关赋形剂的完整列表，请参阅第 6.1 节 辅料清单.

3. 药物形式
在预填充注射器中注射的溶液。澄清、⽆⾊
溶液。

4. 临床资料

4.1 治疗适应症
EPREX 适⽤于：

· 治疗尚未接受透析的肾功能不全患者伴有临床症状的严重肾源性贫⾎。

· 与接受透析的⼉童和成⼈患者的慢性肾功能衰竭相关的贫⾎。
· ⾮髓系恶性肿瘤患者的贫⾎，贫⾎是由于伴随化疗的影响，并且认为不适合输⾎。

· 患有轻度⾄中度贫⾎（⾎红蛋⽩ > 100 ⾄ < 130g/L）的成年患者计划进⾏择期⼿术，预期中度失⾎
（2-4 个单位或 900 ⾄ 1800mL），以减少对异体输⾎的暴露并促进红细胞⽣成恢复。

· 增加⾃体⾎液采集并限制接受⼤⼿术的贫⾎成⼈患者的⾎红蛋⽩下降，这些患者预计不会预先储存其
完整的围⼿术期⾎液需求。

4.2 剂量和给药⽅法
在治疗期间，应定期监测⾎液学参数。剂量必须个体化，以确保每个患者的⾎红蛋⽩维持在适当的⽔平。

由于在临床试验过程中在⼀名患者中观察到单⼀的过敏反应，因此建议在医疗监督下给予第⼀剂。

⽤于治疗与肾功能不全或慢性肾功能衰竭相关的贫⾎：

在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中，静脉通路常规可⽤（⾎液透析患者）通过静脉途径给药 EPREX 是优选的。在
不易获得静脉通路的情况下（尚未进⾏透析的患者和腹膜透析患者），EPREX 可以⽪下给药（⻅第 4.4 
节 ‒ 纯红细胞再⽣障碍）。

在维持⾎液透析的患者中，应始终在完成透析后给予 EPREX。

成年⼈：
epoetin alfa (rch) 的推荐起始剂量为 50 IU/kg，每周 3 次，在 1-2 分钟内以 iv 或 sc 注射⽅式给药。进⼀
步的剂量增量应取决于初始反应（建议的剂量<20 g/L/⽉）。由于红细胞⽣成所需的时间⻓度 - 红细胞祖
细胞成熟并释放到循环中需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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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在 2 周内不会观察到⾎细胞⽐容的临床显着增加，某些患者可能需要⻓达 6 周的时间。

如果需要，建议每隔 4 周以 25 IU/kg 的步⻓增加剂量。如果⾎红蛋⽩上升速度超过每⽉ 20 g/L，50 IU/
kg，每周 3 次，则应向下调整每次剂量的给药量，并省略每周⼀次的剂量。如果 Hb ⽔平超过 120 g/L，
则应进⾏类似的向下剂量调整。最⼤剂量⼀般不应超过 200 IU/kg，每周 3 次。

当⽬标⾎红蛋⽩浓度达到 100-120 g/L（⼉科患者为 95 ⾄ 110g/L）时，每周总维持剂量（平均 100-300 
IU/kg）可分两次或三次注射。

在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中，维持⾎红蛋⽩浓度不应超过⾎红蛋⽩浓度范围的上限。

现有数据表明，在 Hb ⽔平⾮常低（<60g/L）开始治疗的患者可能需要⽐ Hb ⾼于 80g/L 开始治疗的患者
更⾼的维持剂量；后⼀组患者可能需要每周剂量低⾄ 100 IU/kg。

孩⼦们：

对于⼉科⾎液透析患者： 治疗分为2个阶

段：

校正阶段
通过静脉途径每周50 IU/kg/3次。
应以每周 25 IU/kg/3 次的步骤进⾏，间隔⾄少 4 周，直⾄达到预期⽬标。

当需要调整剂量时，这

维护阶段：

应适当调整剂量，以将⾎红蛋⽩浓度维持在 5.9 ⾄ 6.8 mmol/l 的所需范围内。⼀般来说，30 公⽄以下的
⼉童⽐ 30 公⽄以上的⼉童和成⼈需要更⾼的维持剂量。例如，在治疗 6 个⽉后，在临床试验中观察到以
下维持剂量。

重量（公⽄） 中位数 剂量（IU/Kg 给予 3 x
星期）

常规维持剂量
< 10 100 75 - 150

10 - 30 75 60 - 150
30 33 30 - 100

现有的临床数据表明，那些初始⾎红蛋⽩⾮常低（<6.8 g/dL）的患者可能需要⽐初始贫⾎不太严重
（>6.8 g/dL）的患者更⾼的维持剂量。

管理⽅法
· 给药前应⽬视检查肠胃外药物产品是否有颗粒物和变⾊。不得使⽤有颗粒物或变⾊的产品。不要摇

晃，摇晃可能会使糖蛋⽩变性，使其失去活性。

· 每个 EPREX 注射器仅供⼀次性使⽤；每个注射器只能注射⼀剂 EPREX。⼀次性注射器中的 Epoetin 
alfa 不含防腐剂。不要重复使⽤注射器。丢弃未使⽤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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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EPREX 从预装注射器中注射。
· 在 1-2 分钟内以 iv 或 sc 注射⽅式给药。遵循透析程

序。
出现流感样症状。

透析患者应注射
5 分钟以上的缓慢注射可能对那些

· 对于⽪下给药，任何⼀个注射部位的最⼤体积不应超过 1mL。在体积较⼤的情况下，注射应在多个
部位之间分配。注射应在四肢或前腹壁进⾏。

· 不要稀释或转移到任何其他容器中。不要通过静脉输注或与其他药物溶液⼀起给药。

在医⽣确定患者或护理⼈员可以安全有效地⽪下给药 EPREX 的情况下，应提供有关适当剂量和给药的说
明。

注射 EPREX
如果 EPREX 是⽪下注射的；单次注射的注射量通常不超过⼀毫升 (1 mL)。

EPREX 单独给药，不与其他注射液混合。
不要摇晃 EPREX 注射器。⻓时间剧烈摇晃可能会损坏产品。如果产品已剧烈摇晃，请勿使⽤。

如何使⽤预充式注射器进⾏⽪下注射
预充式注射器配有 PROTECS™ 针头防护装置，有助于防⽌使⽤后针刺伤。EPREX 消费者药品信息包括使
⽤和处理预充式注射器的完整说明。

- 从冰箱中取出注射器。液体需要达到室温。这通常需要 15 到 30 分钟。当注射器达  到室温时，不
要取下注射器的针头盖。

- 检查注射器，确保它是正确的剂量，没有超过有效期，没有损坏，液体是透明的，没有冷冻。

- 选择注射部位。好的部位是⼤腿顶部和腹部周围，但远离肚脐。每天改变⽹站。

- 洗你的⼿。在注射部位使⽤消毒棉签，对其进⾏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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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住注射器主体，使被覆盖的针头朝上。

- 不要握住柱塞头、柱塞、针头保护翼或针头盖。

- 任何时候都不要拉回柱塞。

- 在您准备好注射 EPREX 之前，请勿从预充式注射器上取下针头盖。

- 从注射器上取下针头盖握住⾝体并⼩⼼地拉下针盖，不要扭曲它。不要推动柱塞、触摸针头或摇
动注射器。

- 请勿触摸护针器翼⽚，以防⽌护针器过早覆盖针头。

- 捏⼀折⽪肤在你的拇指和⻝指之间。不要挤压它。

- 将针头完全推⼊.

- ⽤拇指将柱塞推到底，以注⼊所有液体。缓慢⽽均匀地推动它，保持⽪褶捏紧。除⾮给予全部剂
量，否则针头护罩不会启动。当护针器启动时，您可能会听到咔嗒声。

- 当柱塞被推到底时，取出针头并松开⽪肤。

- 慢慢地将拇指从柱塞上移开。让注射器向上移动，直到整个针头被针头护罩覆盖。

- 当针头从⽪肤中拔出时，注射部位可能会有少量出⾎。这很正常。你可以按下消毒棉签注射后在
注射部位停留⼏秒钟。

- 处理你⽤过的注射器在⼀个安全的容器中。

- 每个注射器只服⽤⼀剂 EPREX。如果注射后注射器中有任何液体残留，注射器应妥善处理，不得
重复使⽤。

⽤于治疗与⾮髓系恶性肿瘤相关的贫⾎：

成年⼈
男性和⼥性的⾎红蛋⽩浓度范围应为 100 ⾄ 120 g/L，且不应超过。

起始剂量：

EPREX 的推荐起始剂量为 150 IU/kg，⽪下注射每周 3 次，持续 4 周。

增加剂量：

如果⾎红蛋⽩增加⾄少 10 g/L (0.62 mmol/L) 或⽹织红细胞计数增加 - 治疗 4 周后⾼于基线 40,000 个细
胞/微升，则剂量应保持在 150 IU/kg。如果⾎红蛋⽩增加 < 10 g/L (< 0.62 mmol/L) 并且⽹织红细胞计数
在基线以上增加 < 40,000 个细胞/微升，则将剂量增加到 300 IU/kg。

如果在 300 IU/kg 的额外 4 周治疗后，⾎红蛋⽩增加 - 10 g/L （-0.62 mmol/L) 或⽹织红细胞计数增加 - 
40,000 个细胞/微升，剂量应保持在 300 IU/kg。然⽽，如果⾎红蛋⽩增加 < 10 g/L (< 0.62 mmol/L) 并且
⽹织红细胞计数增加 < 40,000 个细胞/微升⾼于基线，则不太可能有反应，应停⽌治疗。

CCDS(210910v12) 5 EPREX(211203)⼴告



应避免⾎红蛋⽩上升速度超过每 2 周 10g/L 或每⽉ 20g/L，或⾎红蛋⽩⽔平超过 120g/L。如果⾎红蛋⽩
每两周上升超过 10 g/L 或每⽉上升 20g/L，或⾎红蛋⽩接近 120g/L，则根据⾎红蛋⽩上升的速度减少 
Epoetin Alfa 的剂量约 25-50%。如果⾎红蛋⽩超过 120g/L，停⽌治疗直⾄低于 120g/L，然后以⽐前⼀
剂量低 25% 的剂量重新启动 Epoetin Alfa。

计划进⾏择期⼿术的成年患者：
应使⽤⽪下给药途径。
推荐的剂量⽅案是在⼿术前和⼿术当天每周给予 600 IU/kg EPREX，持续三周（第 -21、-14 和 -7 天）。
如果有医疗需要将⼿术前的准备时间缩短⾄少于三周，则应在⼿术前连续 10 天、⼿术当天和之后⽴即连
续 4 天每天给予 300 IU/kg EPREX . 术前⾎红蛋⽩⽔平达到 150 g/L 时应⽴即停⽌ EPREX 的给药，即使未
给予所有计划的 EPREX 剂量。

⾃体捐献前计划 (ABD) 中的贫⾎成⼈⼿术患者：

应使⽤静脉途径。推荐剂量为 300 ‒ 600 IU/kg，每周两次，持续三周，同时每天⾄少⼝服 200 mg 元素
铁。

4.3 禁忌症
· EPREX 禁⽤于患有不受控制的⾼⾎压、已知对哺乳动物细胞衍⽣产品敏感和/或对产品的任何成分过

敏的患者。在使⽤任何促红细胞⽣成素产品治疗后出现纯红细胞再⽣障碍 (PRCA) 的患者不应接受 
EPREX 或任何其他促红细胞⽣成素。

· 在计划择期⼿术的患者（以及未参与⾃体⾎液预存计划的患者）中使⽤ EPREX 禁⽤于患有严重冠状
动脉、外周动脉、颈动脉或脑⾎管疾病的患者，包括近期⼼肌梗塞或脑⾎管意外。

· 因任何原因⽆法接受⾜够的抗⾎栓预防或治疗的⼿术患者。

· 在补充 EPREX 的患者中，应遵守与⾃体⾎捐献计划相关的所有禁忌症。

4.4 特别警告和使⽤注意事项

⼼⾎管和⾎栓事件/死亡率增加
在接受红细胞⽣成刺激剂（例如 EPREX）的患者中报告了⼼⾎管和⾎栓形成事件，例如⼼肌缺⾎和梗
塞、脑⾎管出⾎和梗塞、短暂性脑缺⾎发作、深静脉⾎栓形成、动脉⾎栓形成、肺栓塞、视⽹膜⾎栓形成
和⾎液透析移植物闭塞。

在接受 ESA 的患者中观察到⾎栓性⾎管事件 (TVE) 的发⽣率增加（⻅第 4.8 节) 这些包括静脉和动脉⾎栓
形成和栓塞（包括⼀些具有致命后果的），例如深静脉⾎栓形成、肺栓塞、视⽹膜⾎栓形成和⼼肌梗塞。
此外，脑⾎管意外（包括脑梗塞、脑出⾎和短暂性脑缺⾎发作）也有报道。

应仔细权衡所报告的 TVE ⻛险与使⽤ Epoetin alfa 治疗所带来的益处，特别是在具有预先存在⻛险因素
的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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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照临床试验中，EPREX 和其他红细胞⽣成刺激剂在针对⼤于 120 g/L 的⾎红蛋⽩给药时会增加死亡和
严重⼼⾎管事件的⻛险。严重的动脉和静脉⾎栓栓塞事件的⻛险增加，包括⼼肌梗塞、中⻛、充⾎性⼼⼒
衰竭和⾎液透析移植物闭塞。2 周内⾎红蛋⽩升⾼超过 10 g/L 也可能导致这些⻛险。

在所有患者中，应密切监测⾎红蛋⽩浓度，因为当患者的⾎红蛋⽩浓度⾼于使⽤指征范围时，⾎栓栓塞事
件和致命结果的⻛险可能增加。

⽣⻓因⼦潜⼒/增加的肿瘤进展
Epoetin alfa 是⼀种主要刺激红细胞⽣成的⽣⻓因⼦。与所有⽣⻓因⼦⼀样，理论上存在⼀种担忧，即 
epoetin alfa 可以作为任何肿瘤类型的⽣⻓因⼦，尤其是髓系恶性肿瘤。红细胞⽣成刺激剂 (ESA) ⽤于靶
向⾎红蛋⽩⼤于 120 g/L 时，可缩短接受放射治疗的晚期头颈癌患者的肿瘤进展时间。当给予⼤于 120 g/
L 的⽬标⾎红蛋⽩时，ESAs 还缩短了接受化疗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的⽣存期。

⽤于癌症患者
使⽤ EPREX 的癌症患者应定期测量⾎红蛋⽩⽔平，直⾄达到稳定⽔平，然后定期测量。

ESA 是主要刺激红细胞⽣成的⽣⻓因⼦。促红细胞⽣成素受体可在多种肿瘤细胞表⾯表达。与所有⽣⻓因
⼦⼀样，⼈们担⼼ ESA 可能会刺激肿瘤的⽣⻓。

在对照临床研究中，EPREX 和其他 ESA 的使⽤表明：
· 当给予⼤于 140 g/L 的⾎红蛋⽩⽬标时，接受放射治疗的晚期头颈癌患者的局部区域控制降低，

· 接受化疗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在接受 120-140 g/L ⽬标⾎红蛋⽩治疗时，总⽣存期缩短，死亡⼈数增
加，这归因于 4 个⽉时的疾病进展，

· 另⼀种 ESA（darbepoetin alfa）在既不接受化疗也不接受放疗的活动性恶性疾病患者的⾎红蛋⽩为 
120 g/L 时会增加死亡⻛险。ESA 不适⽤于该患者群体。

鉴于上述情况，实施重组促红细胞⽣成素治疗的决定应基于个体患者参与的效益-⻛险评估，并应考虑到
具体的临床情况。在此评估中要考虑的因素包括：肿瘤的类型及其分期；贫⾎程度；预期寿命; 患者接受
治疗的环境；和患者偏好。

⽤于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
接受 Epoetin alfa 治疗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应定期测量⾎红蛋⽩⽔平，直⾄达到稳定⽔平，之后定期测
量。
在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中，⾎红蛋⽩的增加速度应约为每⽉ 10 g/L，并且每⽉不应超过 20 g/L，以尽量减
少⾼⾎压增加的⻛险。当⾎红蛋⽩接近 120 g/L 时应减少剂量。

在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中，维持⾎红蛋⽩浓度不应超过剂量和给药⽅法中推荐的⽬标⾎红蛋⽩浓度范围的
上限。⽬标为 130 g/L 或更⾼的⾎红蛋⽩⽔平可能与更⾼的⼼⾎管事件⻛险相关，包括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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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功能衰竭和对 ESA 治疗的⾎红蛋⽩反应不⾜的患者发⽣⼼⾎管事件和死亡的⻛险可能⽐其他患者
更⼤。
⾎液透析患者会发⽣分流⾎栓形成，尤其是那些有低⾎压倾向或动静脉瘘出现并发症（如狭窄、动脉瘤
等）的患者。例如，建议通过给予⼄酰⽔杨酸进⾏早期分流修复和⾎栓形成预防在这些患者中。

在个别病例中观察到⾼钾⾎症，但因果关系尚未确定。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应监测⾎清电解质。如果检测
到⾎清钾⽔平升⾼或升⾼，则除了对⾼钾⾎症进⾏适当治疗外，应考虑停⽌ EPREX 给药，直到⾎清钾⽔
平得到纠正。

由于细胞压积增加，接受 EPREX 的⾎液透析患者在透析期间经常需要增加肝素剂量。如果肝素化不是最
佳的，透析系统的阻塞是可能的。

在⼀些⼥性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中，经 EPREX 治疗后⽉经已恢复；应讨论潜在怀孕的可能性并评估避孕
的必要性。

⾼⾎压
⾼⾎压未得到控制的患者不应接受 EPREX 治疗；开始治疗前应充分控制⾎压。在⽤ EPREX 治疗贫⾎期间
⾎压可能会升⾼。以前⾎压正常或低的患者在 EPREX 治疗期间也发⽣了伴有脑病和癫痫发作的⾼⾎压危
象，需要⽴即就医和重症监护。应特别注意突发性偏头痛样头痛作为可能的警告信号（⻅第 4.8 节）。应
特别注意密切监测和控制接受 EPREX 治疗的患者的⾎压。在 EPREX 治疗期间，应告知患者遵守抗⾼⾎压
治疗和饮⻝限制的重要性。如果在采取适当措施后⾎压难以控制，应减少或暂时停⽌ EPREX 的剂量，直
到⾎红蛋⽩开始下降（⻅第 4.2 节）。

纯红细胞再⽣障碍
已报道⽤促红细胞⽣成素治疗后抗体介导的纯红细胞再⽣障碍 (PRCA)（红细胞减少症）。⼤多数与 
EPREX 相关的 PRCA 病例发⽣在接受⽪下 (SC) 给药的患者中。仅当静脉 (IV) 通路不易获得时，才应使⽤ 
SC 途径。当同时使⽤ ESA 时，在接受⼲扰素和利巴⻙林治疗的丙型肝炎患者中也很少报告病例。ESA 未
被批准⽤于丙型肝炎相关贫⾎的治疗。

在这些PRCA患者中的⼤多数中，已经报道了针对促红细胞⽣成素的抗体。在患者出现突然缺乏疗效的情
况下，应调查⽆反应的典型原因。如果没有确定原因，则应考虑进⾏⻣髓检查。

如果诊断出纯红细胞再⽣障碍 (PRCA)，必须⽴即停⽤ EPREX，并应考虑检测促红细胞⽣成素抗体。如果
检测到促红细胞⽣成素抗体，患者不应换⽤另⼀种 ESA 产品，因为抗促红细胞⽣成素抗体会与其他 ESA 
发⽣交叉反应。应排除纯红细胞再⽣障碍的其他原因，并进⾏适当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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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发作
EPREX 应谨慎⽤于癫痫患者、癫痫病史或与癫痫活动倾向相关的医疗条件，例如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和脑
转移。

补铁
贫⾎的其他原因（铁、叶酸或维⽣素 B12缺乏、铝中毒、感染或炎症、失⾎、溶⾎和任何来源的⻣髓纤维
化）应在开始使⽤ EPREX 治疗之前以及决定增加剂量时进⾏评估和治疗。在⼤多数情况下，⾎清中的铁
蛋⽩值会随着细胞压积量的增加⽽下降。为了确保对 EPREX 的最佳反应，应确保有⾜够的铁储备，必要
时应补充铁：

· 对于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如果⾎清铁蛋⽩⽔平低于 100 ng/mL，建议补铁（成⼈⼝服元素铁 
200-300 mg/天，⼉科⼝服 100-200 mg/天）。

· 对于癌症患者，如果转移饱和度低于 20%，建议补充铁（元素铁 200-300 毫克/天，⼝服）。

· 对于⾃体预供计划中的患者，应在开始⾃体预沉积前⼏周补铁（⼝服元素铁 200 mg/天），以在开始 
EPREX 治疗之前和整个 EPREX 治疗过程中实现⾼铁储存.

· 对于计划进⾏重⼤择期⻣科⼿术的患者，应在整个 EPREX 治疗过程中补铁（⼝服元素铁 200mg/
天）。如果可能，应在开始 EPREX 治疗之前开始补铁以达到⾜够的铁储存。

⼀般的
患有⾼⾎压、缺⾎性⾎管疾病、癫痫、癫痫病史或与癫痫发作易感性相关的疾病（如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和
脑转移）的患者应谨慎使⽤ EPREX。

在患有潜在⾎液疾病（例如溶⾎性贫⾎、镰状细胞病、地中海贫⾎、卟啉症）的患者中，尚未确定 
epoetin alfa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红细胞⽣成刺激剂 (ESA) 不⼀定是等效的。因此，应该强调的是，只有在主治医师的授权下，才能将患者
从⼀种 ESA（如 EPREX）转换到另⼀种 ESA。

在⽤Epoetin alfa治疗期间，在正常范围内，⾎⼩板计数可能会出现中度剂量依赖性升⾼。这在继续治疗
过程中会消退。此外，据报道，⾎⼩板增多症⾼于正常范围。建议在治疗的前 8 周内定期监测⾎⼩板计
数。

在极少数情况下，在接受 EPREX 治疗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中观察到卟啉症恶化。EPREX 不会导致正常
志愿者尿中卟啉代谢物的排泄增加，即使存在快速的红细胞⽣成反应。然⽽，已知卟啉症患者应谨慎使⽤ 
EPREX。

⾎红蛋⽩每⽉升⾼超过约 20 g/L 的患者可能出现⾎清尿酸升⾼。因此，有痛⻛病史的患者应谨慎使⽤ 
EPREX。

慢性肝功能衰竭患者也应谨慎使⽤ EPREX。在存在肝功能障碍的情况下，尚未确定 EPREX 的安全性和剂
量⽅案。由于新陈代谢降低，肝功能不全的患者使⽤ EPREX 可能会增加红细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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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数接受 EPREX 治疗的患者中报告了起泡和⽪肤剥落反应，包括多形性红斑和史蒂⽂斯-约翰逊综合征 
(SJS)/中毒性表⽪坏死松解症 (TEN)。如果怀疑有严重的⽪肤反应，如 SJS/TEN，请⽴即停⽌ EPREX 治
疗。

EPREX 预充式注射器上的针头盖含有⼲燥的天然橡㬵（乳㬵的衍⽣物），可能会导致对乳㬵敏感的⼈产
⽣过敏反应。

肾透析
⽤ EPREX 纠正贫⾎似乎不会影响透析效率。然⽽，⻝欲增加可能导致透析和透析前患者的钾摄⼊量增加
和⾼钾⾎症。如果适当，应通过饮⻝改变和透析处⽅的修改来管理⾎清化学的这种和其他改变。

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应监测⾎清电解质。如果检测到⾎清钾⽔平升⾼（或升⾼），应考虑停⽌阿法依泊汀
治疗，直⾄⾼钾⾎症得到纠正。

在狗和⼤⿏的⼀些临床前毒理学研究中，但不是在猴⼦中，epoetin alfa (rch) 治疗与亚临床⻣髓纤维化
有关。⻣髓纤维化是⼈类慢性肾功能衰竭的⼀种已知并发症，可能与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或未知因素
有关。在⼀项对接受 EPREX 治疗 12-19 个⽉的透析患者的研究中，与未接受 EPREX 治疗的透析患者的匹
配对照组的⻣髓纤维化发⽣率相⽐，⻣髓纤维化的发⽣率没有增加。在⼀项为期 13 周的研究中，对狗进
⾏⽪下或静脉注射，剂量分别为 80、240 或 520 IU/kg/天。⼤多数接受⽪下治疗的狗和 50% 接受静脉内
治疗的狗出现贫⾎，伴有或不伴有⻣髓发育不全。

⽤于⼿术
在考虑在择期⼿术前使⽤ EPREX 治疗之前，应调查潜在可纠正的贫⾎并进⾏适当治疗。

在基线⾎红蛋⽩>130 g/L (8.1 mmol/L) 的患者中，不能排除 EPREX 治疗可能与术后⾎栓性⾎管事件⻛险
增加有关的可能性。因此，它不应⽤于基线⾎红蛋⽩的患者

> 130 克/升（8.1 毫摩尔/升）。

应遵守与⾃体捐献前计划相关的所有特殊预防措施，尤其是常规容量更换。

围⼿术期应始终采⽤良好的⾎液管理规范。

⽤于⼉童
功效：⼉童 EPREX 的临床试验⽀持以下效果 - 纠正贫⾎；减少或消除输⾎需求；改善尿毒症的出⾎倾
向；增加体重和⻝欲；和细胞毒性抗体的减少。可能但不是决定性的影响是运动能⼒和短期⼼⾎管影响的
改善。⻓期⼼⾎管影响、对⽣⻓速度的影响、肾移植前景的改善和⽣活质量的改善尚未得到证实。

安全：可获得的信息不完整，特别是关于⾎红蛋⽩和⾎压的变化率。

剂量：现有数据⽀持每周 3 次 25 IU/kg 的剂量，⽽不是每周 3 次 50 IU/kg 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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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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已知的临床上显着的药物相互作⽤，但当存在缺乏状态时，可通过同时治疗性给予诸如硫酸亚铁之类
的促⾎剂来增强epoetin alfa (rch)的作⽤。

减少红细胞⽣成的药物可能会降低对 epoetin alfa (rch) 的反应。
没有证据表明⽤ epoetin alfa (rch) 治疗会改变其他药物的代谢。然⽽，由于环孢菌素与红细胞结合，可
能会发⽣药物相互作⽤。如果 epoetin alfa (rch) 与环孢素同时使⽤，应监测⾎中环孢素⽔平，并随着⾎
细胞⽐容的升⾼调整环孢素的剂量。

没有证据表明 epoetin alfa (rch) 和 G-CSF 或 GM-CSF 之间在肿瘤活检标本的⾎液学分化或增殖⽅⾯存在
相互作⽤体外.
在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中，40,000 IU/mL epoetin alfa 与曲妥珠单抗（6 mg/kg）的⽪下联合给药对曲妥珠
单抗的药代动⼒学没有影响。

4.6 ⽣育、妊娠和哺乳

怀孕
该药物被归类为B3类。只有在明确需要并且潜在益处证明对胎⼉的潜在⻛险是合理的情况下，才应在怀
孕期间使⽤ EPREX。⽬前尚不清楚 Epoetin alfa (rch) 是否会穿过胎盘，或者当给予孕妇时是否会导致胎
⼉伤害。动物研究表明，在⼤⿏或兔⼦静脉内给予 Epoetin alfa (rch) 剂量⾼达 55 IU/kg/天时，没有证据
表明有致畸作⽤。然⽽，在⼤⿏中以 20-500 IU/kg/天的剂量⽔平静脉内给予 Epoetin alfa (rch) 会导致⽣
育⼒下降、植⼊前和植⼊后损失增加、胎⼉体重下降和⻣化延迟。

在参与⾃体⾎液捐献计划的怀孕或哺乳期⼿术患者中，不建议使⽤ EPREX。

哺乳
只有在明确需要时，才应在哺乳期间使⽤ EPREX。⽬前尚不清楚 Epoetin alfa (rch) 是否会从⺟乳中排
出，或者在给哺乳期妇⼥服⽤时是否会对婴⼉造成伤害。给哺乳期⼤⿏静脉注射 500 IU/kg/天的药物会导
致后代⽣⻓发育迟缓。

4.7 对驾驶和使⽤机器能⼒的影响
由于在 EPREX 治疗的初始阶段⾼⾎压⻛险增加，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在进⾏潜在危险活动时应谨慎，例
如驾驶或操作机器，直到确定 EPREX 的最佳维持剂量。

4.8 不良影响
⽤Epoetin alfa治疗期间最常⻅的药物不良反应是剂量依赖性的⾎压升⾼或现有⾼⾎压的恶化。应监测⾎
压，尤其是在治疗开始时。在 EPREX 的临床试验中观察到的最常⻅的药物不良反应是腹泻、恶⼼、呕
吐、发热和头痛。特别是在治疗开始时，可  能会出现流感样疾病。

在接受 ESAs 的患者中观察到⾎栓性⾎管事件 (TVEs) 的发⽣率增加（⻅4.4）。

超敏反应，包括⽪疹病例（包括荨⿇疹、过敏反应和⾎管性⽔肿）已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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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压正常或低的患者在依泊汀 alfa 治疗期间也发⽣了伴有脑病和癫痫发作的⾼⾎压危象，需要⽴即
就医和重症监护。应特别注意突发性偏头痛样头痛作为可能的警告信号。

临床试验经历
在 27 项随机、双盲、安慰剂或护理标准对照研究中，总共 3559 名受试者中，在 2136 名贫⾎受试者中评
估了 EPREX 的总体安全性。包括 4 项慢性肾功能衰竭研究中的 228 名 Epoetin alfa 治疗的 CRF 受试者
（2 项透析前研究 [N=131 暴露 CRF 受试者尚未进⾏透析] 和 2 项透析 [N=97 暴露 CRF 受试者正在透
析]；1,404 例癌症暴露16 项因化疗引起的贫⾎研究中的受试者；4 项 HIV 感染研究中的 144 名暴露对
象；2 项⾃体献⾎研究中的 147 名暴露对象；以及 1 项围⼿术期研究中的 213 名暴露对象。-1 报告的药
物不良反应在这些试验中⽤ epoetin alfa 治疗的受试者百分⽐显⽰在表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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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在 EPREX 的临床注册试验中≥1% 的受试者报告的药物不良反应总结。

CRF 肿瘤学 艾滋病病毒 ABD ⼿术
透析前

EPO 安慰剂 EPO 安慰剂 EPO
透析

⾮-
欧空局

EPO 安慰剂 EPO ⾮-
欧空局

EPO 安慰剂

系统/器官类
药物不良反应

N=131
n (%)

N=79
n (%)

N=97
n (%)

N=46 N=1404 N=930 N=144 N=153 N=147 N=112 N=213 N=103 n (%)
n (%) n (%) n (%) n (%) n (%) n (%) n (%) n (%)

胃肠道疾病
恶⼼ ⼗四（11） 10 (13) 23 (24) ⼗三 (28) 265

(19)
168
(12)
173
(12)

193 36 (25) 39 (25)

51 (33)

24 (16)

26 (18)

5 (3)

七（五）

11(10) 96 (45)

⼗⼋ (8)

36 (17)

46 (45)
(21)
102
(11)
134
(14)

腹泻 ⼗六 (12) 8 (10) 七（七）4 (9) 43 (30) 七（六） ⼗⼆ (12)

呕吐 ⼗⼆（9） 6 (8) 九 (9) 8 (17) 21 (15) 1 (<1) ⼗四 (14)

⼀般疾病和给药部位条件

发冷
流感样疾病
注射部位反应发热

6 (5)
1 (1)

⼗四（11）

4 (3)

2 (3)
NR

16 (20)
4 (5)

10 (10)
九 (9)
1 (1)
九 (9)

3 (7)
6 (13)

NR
6 (13)

33 (2)
23 (2)
42 (3)

189
(13)

72 (5)

32 (3)
10 (1)
31 (3)

130

5 (3)
3 (2)

⼗四（10）

61 (42)

14 (9) 8 (5)
4 (3)
NR

七（五）

4 (4) ⼗⼆（6）

1(<1)
39 (18)
37 (17)

1 (<1)
1 (<1) 1 (<1)

1 (<1)
NR

⼗九 (18)
27 (26)

13 (9)
52 (34) 3 (3)

(14)
外周⽔肿 9 (7) 10 (13) NR NR 34 (4) 七（五）5 (3) 2 (1) 2 (2) 14 (7) 4 (4)

代谢和营养障碍
⾼钾⾎症 3 (2) 3 (4) 10 (10) 2 (4) 2 (<1) 2 (<1) NR NR NR NR NR 1 (<1)

肌⾁⻣骼和结缔组织疾病

关节痛
⻣痛
肌痛
四肢疼痛

⼗六 (12) 6 (8)
NR

1 (1)
七（9）

23 (24)
六 (6)
六 (6)

15 (15)

3 (7)
1 (2) 个

NR
2 (4)

45 (3)
47 (3)
46 (3)
37 (3)

43 (5)
26 (3)
25 (3)
⼗九 (2)

5 (3)
3 (2)
8 (6)

10 (7)

11 (7)
NR

九（六）
⼗三（8）

3 (2)
NR

2 (1)
6 (4)

3 (3) 5 (2)
1(<1)

3 (3)
NR
NR

4 (4)

1 (<1) 1 (<1)
3 (2)
七（五）

3 (3)
2 (2)

2 (<1)
七（3）

神经系统疾病
抽搐
头痛

1 (<1) 2 (3)
⼗四 (18)

2 (2)
33 (34)

NR 12 (<1) 4 (<1)
50 (5)

2 (1)
28 (19)

2 (1)
32 (21)

NR NR NR NR
22 (17) 20 (43) 98 (7) ⼗七 (12) ⼗六 (14) 25 (12) 九 (9)

呼吸、胸和纵隔疾病

咳嗽
呼吸道充⾎

5 (4)
NR

1 (1) 九 (9)
九 (9)

8 (17)
2 (4)

98 (7) 66 (7) 37 (26) 22 (14)
NR

2 (1) 2 (2) 10 (5) NR
NR NR NR 1 (<1) NR NR NR 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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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F 肿瘤学 艾滋病病毒 ABD ⼿术
透析前

EPO 安慰剂 EPO 安慰剂 EPO
透析

⾮-
欧空局

EPO 安慰剂 EPO ⾮-
欧空局

EPO 安慰剂

系统/器官类
药物不良反应

N=131
n (%)

N=79
n (%)

N=97
n (%)

N=46 N=1404 N=930 N=144 N=153 N=147 N=112 N=213 N=103 n (%) n (%)
n (%) n (%) n (%) n (%) n (%) n (%) n (%)

⽪肤和⽪下组织疾病
⽪疹⼀种 8 (6) 6(8) 11(11) 2(4) 93 (7) 47 (5) 36 (25) ⼗九 (12) 3 (2) 2 (2) 8 (4) 2 (2)

⾎管疾病
栓塞和⾎栓形成b

深静脉⾎栓形成
⾎栓形成
⾼⾎压C

2 (2)
NR
NR

35 (27)

NR 15 (15) 2 (4) 76 (5)
24 (2)
⼗⼋ (1)
43 (3)

33 (4) 七（五）
NR
NR
3(2)

1 (<1) 6 (4)
2 (1)

3 (3)
2 (2)

⼗⼋ (8)
10 (5)

六 (6)
3 (3)NR NR NR 6 (<1)

6 (<1)
NR

NR
20 (25) 32 (33)

4(4) 1 (2) 个

5 (11)
NR

4 (3)
2 (1)
NR

NR
2 (2) 23 (11) 9 (9)

3(1) NR
24 (3)

ADB=⾃体献⾎；NR=未报告；
⼀种⽪疹包括荨⿇疹和⾎管性⽔肿
b包括动脉和静脉、致命和⾮致命事件，例如深静脉⾎栓形成、肺栓塞、视⽹膜⾎栓形成、动脉⾎栓形成（包括⼼肌

梗塞）。脑⾎管意外（即中⻛，包括脑梗塞和脑出⾎）、短暂性脑缺⾎发作、分流⾎栓形成（包括透析设备）和动静脉分流动脉瘤内的⾎栓形成

C⾼⾎压包括⾼⾎压危象和⾼⾎压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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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后经历
在使⽤ epoetinum alfa 上市后发现的药物不良反应包括在表 2. 在表中，频率是根据以下约定提供的：

很常⻅ -1/10
常⻅的
罕⻅
稀有的
很稀少

-1/100 和 < 1/10
-1/1,000 和 <1/100
-1/10,000, <1/1,000
<1/10,000，包括孤⽴的报告

在⽤ EPREX 治疗数⽉⾄数年后，抗体介导的纯红细胞再⽣障碍很少⻅（<1/10,000 例/患者年）。

表 2. 上市后经验中发现的药物不良反应
根据⾃发报告率估计的 EPREX 按频率类别

系统/器官类
频率 药物不良反应

⾎液和淋巴系统疾病
很稀少 促红细胞⽣成素抗体介导的纯红细胞再⽣障碍性⾎⼩板增多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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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9 过量
对 EPREX 的反应是剂量相关的和个体化的。如果 EPREX 过量导致红细胞⽣成反应过度，应停⽌给药并考
虑采⾎。对于可能与过量服⽤阿法依泊汀 (rch) 相关的⾼⾎压或惊厥事件，应提供⽀持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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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治疗组：抗贫⾎，ATC代码：B03XA01。

作⽤机制
促红细胞⽣成素 (EPO) 是⼀种糖蛋⽩激素，主要由肾脏在缺氧时产⽣，是红细胞 (RBC) ⽣成的关键调节
剂。EPO 参与红系发育的所有阶段，主要作⽤在红系前体⽔平。EPO与其细胞表⾯受体结合后，激活信
号转导通路，⼲扰细胞凋亡并刺激红系细胞增殖。在中国仓⿏卵巢细胞（rch）中表达的重组⼈EPO
（Epoetin alfa）具有与⼈尿EPO相同的165个氨基酸序列；两者在功能分析的基础上⽆法区分。促红细
胞⽣成素的表观分⼦量为 32,000 ⾄ 40,000 道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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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药代动⼒学特性
促红细胞⽣成素刺激内源性红细胞⽣成素⽣成受损的慢性肾功能衰竭贫⾎患者的红细胞⽣成。由于红细胞
⽣成所需的时间⻓度 - 红细胞祖细胞成熟并释放到循环中需要⼏天

‒ 通常不会在两周内观察到⾎红蛋⽩的临床显着增加，某些患者可能需要⻓达⼗周的时间。

静脉内给药后对 epoetin alfa (rch) 的测量显⽰ 10% 由肾脏排泄，主要消除途径未确定。静脉给药后，正
常志愿者的平均半衰期为 4.0 ⾄ 6.1 ⼩时，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的平均半衰期为 6.5 ⾄ 9.3 ⼩时。⽪下注
射后，⾎清⽔平远低于静脉注射后达到的⽔平；⽔平缓慢增加，并在给药后 12 ⾄ 18 ⼩时达到峰值。峰值
总是远低于使⽤ IV 路径获得的峰值（⼤约是该值的 1/20）。⽪下注射后，促红细胞⽣成素⾎清⽔平保持
⾼于基线约 72 ⼩时。每周三次给药时没有积累：⽔平保持不变，是在第⼀次注射后 24 ⼩时还是最后⼀次
注射后 24 ⼩时确定。⽪下途径的半衰期难以评估，估计约为 24 ⼩时。⽪下注射促红细胞⽣成素的⽣物利
⽤度远低于静脉注射药物：约 20-30%。没有关于年轻⼈和⽼年⼈的信息。由于新陈代谢降低，肝功能障
碍患者可能会增加 EPREX 的红细胞⽣成。

ESA 是主要刺激红细胞⽣成的⽣⻓因⼦。促红细胞⽣成素受体可在多种肿瘤细胞表⾯表达。

5.3 临床前安全数据

致癌、诱变
尚未进⾏⻓期致癌性研究。关于促红细胞⽣成素是否可能作为肿瘤增殖剂发挥作⽤，⽂献中存在相互⽭盾
的报道。这些报告基于体外来⾃⼈类肿瘤样本的发现在临床情况中具有不确定的意义。在基因毒性潜⼒的
标准系列测定中，Epoetin alfa (rch) 不会诱导基因突变或导致染⾊体损伤。

6. 药物特性

6.1 辅料清单
氯化钠
⼆⽔合磷酸⼆氢钠 ⼆⽔合磷酸氢⼆钠 柠檬
酸钠*

⽢氨酸
聚⼭梨醇酯 80
注射⽤⽔
* epoetin alfa 原料药中的缓冲液

6.2 不兼容
在没有相容性研究的情况下，该药不得与其  他药物混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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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保质期
EPREX 1,000 IU/0.5 mL 预填充注射器注射溶液 ‒ 18 个⽉。EPREX 2,000 IU/0.5 mL 
预填充注射器注射溶液 ‒ 18 个⽉。EPREX 3,000 IU/0.3 mL 预填充注射器注射溶液 ‒ 
24 个⽉。EPREX 4,000 IU/0.4 mL 预填充注射器注射溶液 ‒ 24 个⽉。EPREX 5,000 
IU/0.5 mL 预填充注射器注射溶液 ‒ 24 个⽉。EPREX 6,000 IU/0.6 mL 预填充注射器
注射溶液 ‒ 24 个⽉。EPREX 8,000 IU/0.8 mL 预填充注射器注射溶液 ‒ 24 个⽉。
EPREX 10,000 IU/1.0 mL 预填充注射器注射溶液 ‒ 18 个⽉。EPREX 20,000 IU/0.5 
mL 预充式注射器注射液 ‒ 18 个⽉ EPREX 30,000 IU/0.75 mL 预充式注射器注射液 ‒ 
18 个⽉ EPREX 40,000 IU/1。

6.4 储存的特殊注意事项
储存于 2°C ⾄ 8°C。应密切保持该温度范围，直⾄对患者给药。不要冷冻或摇晃。

保存在原包装中以避光。
当产品即将使⽤时，可将其从冰箱中取出并在室温（低于 25°C）下储存，最⻓可存放 7 天。

6.5 容器的性质和内容物
预填充注射器（I 型玻璃），带有柱塞（Teflon ⾯橡㬵）和带有针头护罩（带聚丙烯盖的橡㬵）的针头和
连接到注射器上的 PROTECS™ 针头保护装置（聚碳酸酯）。

针套包含⼲燥的天然橡㬵（乳㬵的衍⽣物）。参⻅第 4.4 节.
1,000 国际单位/0.5 毫升；2,000 国际单位/0.5 毫升；3,000 国际单位/0.3 毫升；4,000 国际单位/0.4 毫升；5,000 国际单位/0.5 毫升；6,000 国际单位/0.6 毫升；

8,000 国际单位/0.8 毫升；20,000 IU/0.5mL、30,000IU/0.75mL 和 10,000 IU/1.0mL：每盒 6 个预填充注射
器。
40,000 IU/1.0mL，每盒 1 个预填充注射器。并⾮所有规
格和/或包装尺⼨都可以销售。

6.6 处置和其他处理的特殊注意事项
该产品不应使⽤，并丢弃

· 如果封印被破坏，
· 如果液体是有颜⾊的，或者您可以看到漂浮在其中的颗粒，
· 如果您知道，或认为它可能被意外冻结，或
· 如果出现制冷故障。

任何废料都应按照当地要求进⾏处理。该产品仅供⼀次性使⽤。

预充式注射器配有 PROTECS™针头防护装置有助于防⽌使⽤后针刺伤。EPREX 消费者药品信息包括使⽤
和处理预充式注射器的完整说明。看第 4.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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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药时间表
处⽅药。

8. 赞助商
Janssen-Cilag (New Zealand) Ltd 
奥克兰，新西兰
电话：0800 800 806 传
真：(09) 588 1398
电⼦邮件：medinfo@janau.jnj.com

9. ⾸次批准⽇期
1997 年 10 ⽉ 13 ⽇（1,000 IU/0.5mL；2,000 IU/0.5mL；3,000 IU/0.3mL；4,000 IU/0.4mL；5,000 IU/
0.5mL；6,000 IU/0.6mL；8000 IU/0.8mL；10,000 IU/1.0 mL）和 1999 年 5 ⽉ 6 ⽇（20,000 IU/0.5mL、
40,000 IU/1mL）和 2009 年 2 ⽉ 12 ⽇（30,000IU/0.75mL）。

10. ⽂本的修订⽇期
2021 年 12 ⽉ 3 ⽇

变更汇总表

部分 新信息摘要
4.2 为医⽣添加预防性声明，以向患者/护理⼈员提供⽪下给药和安全处理产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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