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inlytic™
（注射⽤尿激酶）

描述
Kinlytic™（注射⽤尿激酶）是⼀种溶栓剂，取⾃在组织培养中⽣⻓的⼈类新⽣⼉肾细胞。Kinlytic™ 
的主要活性成分是低分⼦量形式的尿激酶，由 2,000 道尔顿的 A 链通过巯基键连接到 30,400 道尔
顿的 B 链组成。Kinlytic™ 以⽆菌冻⼲⽩⾊粉末形式提供，每瓶含有 250,000 国际单位的尿激酶、
⽢露醇（25 毫克/瓶）、⽩蛋⽩（⼈）（250 毫克/瓶）和氯化钠（50 毫克/瓶）。

⽤ 5 mL 注射⽤⽆菌⽔ (USP) 复溶后，Kinlytic™ 是⼀种澄清的、略带稻草⾊的溶液；每毫升含有 
50,000 国际单位的尿激酶活性、0.5% ⽢露醇、5% ⽩蛋⽩（⼈）和 1% 氯化钠（pH 范围 6.0 ⾄ 
7.5）。

重新配制的 Kinlytic™ ⼩瓶中偶尔会出现半透明细丝（参⻅⽤法⽤量）。

Kinlytic™ 仅⽤于静脉输注。

Kinlytic™ 由⼈类新⽣⼉肾细胞产⽣（⻅警告）。Kinlytic™ 的⽣产中不使⽤胎⼉组织。肾脏捐赠仅
在美国从新⽣⼉（出⽣⾄ 28 天）获得，其死亡未归因于感染原因，并且部分基于对⺟体和新⽣⼉
捐赠者的检查未表现出传染病证据病历。⺟婴捐赠者筛查过程还确定已知传染病的特定⻛险因素，
包括检测⾎清中的 HBV、HCV、HIV-1、HIV-2、HTLV-I、HTLV-II、CMV 和 EBV。⾎清检测呈阳性
或与其他⻛险因素相关的供体被排除在外。在制造过程中，在多个阶段测试细胞是否存在病毒体外
和体内能够检测多种病毒的测试。还使⽤基于 DNA 检测的测试筛选细胞中的 HPV，使⽤基于聚合
酶链反应的测试筛选呼肠孤病毒。⽤于该产品的制造⼯艺已在实验室研究中得到验证，可灭活和/或
去除多种加标模型有包膜和⽆包膜病毒，包括纯化步骤和热处理步骤（在 60°C 下 2% 钠溶液中 10 
⼩时氯化物）。⼀瓶 Kinlytic™ 含有使⽤来⾃⼀个或两个供体的细胞产⽣的尿激酶。

临床药理学
尿激酶是⼀种由肾脏产⽣的酶（蛋⽩质），存在于尿液中。有两种形式的尿激酶，它们的分⼦量不
同，但具有相似的临床效果。Kinlytic™ 是低分⼦量形式。Kinlytic™ 作⽤于内源性纤溶系统。它将
纤溶酶原转化为纤溶酶。纤溶酶降解纤维蛋⽩凝块以及纤维蛋⽩原和⼀些其他⾎浆蛋⽩。

关于⼈体药代动⼒学特性的信息有限。通过静脉输注给药的尿激酶被肝脏迅速清除，其⽣物活性的
消除半衰期为 12.6 ± 6.2 分钟，分布容积为 11.5 L。给药剂量的⼀⼩部分通过胆汁和尿液排泄。虽
然外源性尿激酶的药代动⼒学尚未在肝功能损害患者中得到表征，但内源性尿激酶型纤溶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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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重度肝硬化患者的活化剂⾎浆⽔平升⾼ 2 ⾄ 4 倍。1 因此，肝功能不全患者的尿激酶清除率
可能会降低。

以推荐⽤于肺栓塞溶解的剂量静脉输注 Kinlytic™ 后，循环中的纤溶活性增加。这种效果在停药后
数⼩时内消失，但逐渐减弱

⾎浆中纤维蛋⽩原和纤溶酶原⽔平的升⾼以及循环纤维蛋⽩和纤维蛋⽩原降解产物量的增加可能会
持续 12-24 ⼩时。2 栓⼦消退与凝⾎和纤溶测定结果的变化之间缺乏相关性。

与肝素治疗相⽐，尿激酶治疗在肺⾎管造影、肺灌注扫描和 24 ⼩时内的⾎流动⼒学测量⽅⾯表现
出更⼤的改善。到第 7.3 天，肺灌注扫描显⽰没有显着的治疗相关差异

基于因肺栓塞⽽接受纤溶治疗的患者的信息表明，在发病后数天（例如，4 ⾄ 6 天）开始治疗时，
⾎管造影和肺灌注扫描的改善会减弱。 4

适应症和⽤法
Kinlytic™ 适⽤于成⼈：

· ⽤于溶解急性⼤块肺栓塞，定义为阻塞⾎流到⼀个肺叶或多个肺段。

· 适⽤于伴有⾎流动⼒学不稳定的肺栓⼦溶解，即在没有⽀持措施的情况下⽆法维持⾎压。

诊断应通过客观的⼿段来确认，例如肺⾎管造影或肺扫描等⾮侵⼊性操作。

禁忌症
对产品有过敏史的患者禁⽤ Kinlytic™（⻅警告和不良反应）。

由于溶栓治疗会增加出⾎⻛险，因此在下列情况下禁⽤ Kinlytic™（⻅警告）。

· 活动性内出⾎
· 最近（例如，两个⽉内）脑⾎管意外
· 最近（例如，两个⽉内）颅内或脊柱内⼿术
· 最近的创伤，包括⼼肺复苏术
· 颅内肿瘤、动静脉畸形或动脉瘤
· 已知的出⾎素质
· 严重不受控制的动脉⾼⾎压

警告
流⾎的
使⽤ Kinlytic™ 会增加严重出⾎的⻛险。已经报道了与尿激酶治疗相关的出⾎死亡，包括颅内和腹
膜后出⾎。



Kinlytic™ 与其他溶栓剂、抗凝剂或抑制⾎⼩板功能的药物同时使⽤可能会进⼀步增加严重出⾎的⻛
险。

Kinlytic™ 治疗需要仔细注意所有潜在的出⾎部位（包括导管插⼊部位、动脉和静脉穿刺部位、切
断部位和其他针穿刺部位）。

在使⽤ Kinlytic™ 治疗期间，必须避免对患者进⾏肌⾁注射和不必要的处理。应尽可能不频繁地进
⾏静脉穿刺，并⼩⼼以尽量减少出⾎。

如果需要进⾏动脉穿刺，最好选择上肢⾎管。应施加直接压⼒⾄少 30 分钟，施加压⼒敷料，并经
常检查穿刺部位是否有出⾎迹象。

在以下情况下，出⾎⻛险可能会增加，应权衡预期收益：

· 最近（10 天内）的⼤⼿术、产科分娩、器官活检、以前的不可压缩⾎管穿刺

· 最近（10 天内）严重的胃肠道出⾎
· 左⼼⾎栓的可能性很⾼，例如⼆尖瓣狭窄伴⼼房颤动
· 亚急性细菌性⼼内膜炎
· ⽌⾎缺陷，包括继发于严重肝脏或肾脏疾病的缺陷
· 怀孕
· 脑⾎管疾病
· 糖尿病出⾎性视⽹膜病变
· 出⾎可能构成重⼤危险或因其位置⽽特别难以处理的任何其他情况

当发⽣内出⾎时，可能⽐常规抗凝治疗更难控制。如果发⽣潜在的严重⾃发性出⾎（⽆法通过直接
压⼒控制），应⽴即终⽌ Kinlytic™ 的输注，并采取措施控制出⾎。严重失⾎可以通过容量置换来
控制，包括浓缩的红细胞。不应使⽤葡聚糖。适当时，可考虑使⽤新鲜冰冻⾎浆和/或冷沉淀物来逆
转出⾎趋势。

过敏反应和其他输液反应
超敏反应的上市后报告包括过敏反应（罕⻅的致命性过敏反应报告）、⽀⽓管痉挛、⼝⾆⽔肿和荨
⿇疹（⻅不良反应：过敏反应）。也有其他输液反应的报告，包括以下⼀项或多项：发烧和/或寒
战/寒战、缺氧、发绀、呼吸困难、⼼动过速、低⾎压、⾼⾎压、酸中毒、背痛、呕吐和恶⼼。反应
通常在开始 Kinlytic™ 输注后⼀⼩时内发⽣。应密切监测出现反应的患者并制定适当的治疗。

输液反应通常对停⽌输液和/或静脉注射抗组胺药、⽪质类固醇或肾上腺素能药物有反应。

抑制⾎⼩板功能的退热药（阿司匹林和其他⾮甾体抗炎药）可能会增加出⾎⻛险，因此不应⽤于治
疗发烧。



胆固醇栓塞术
在接受各种溶栓剂治疗的患者中很少报告胆固醇栓塞。真正的发病率是未知的。这种可能致命的严
重疾病也与侵⼊性⾎管⼿术（例如，⼼导管插⼊术、⾎管造影术、⾎管⼿术）和/或抗凝治疗有关。
胆固醇栓塞的临床特征可能包括⽹状⻘斑、“紫趾”综合征、急性肾功能衰竭、坏疽性趾、⾼⾎
压、胰腺炎、⼼肌梗塞、脑梗塞、脊髓梗塞、视⽹膜动脉阻塞、肠梗塞和横纹肌溶解症。

产品来源和⽩蛋⽩配⽅
Kinlytic™ 由在组织培养中⽣⻓的⼈类新⽣⼉肾细胞制成。由⼈源材料制成的产品可能含有会导致疾
病的传染因⼦，例如病毒。Kinlytic™ 传播传染性病原体的⻛险已通过以下⽅式降低：筛选捐赠者之
前是否接触过某些病毒、测试捐赠者是否存在某些当前的病毒感染、在制造过程中测试某些病毒以
及灭活和/或去除制造过程中的某些病毒（参⻅说明）。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Kinlytic™ 仍可能存
在传播传染性病原体的⻛险，包括那些导致克雅⽒病 (CJD) 或其他未知或尚未确定的疾病的病原
体；因此，传播⻛险传染性病原体不能完全消除。传播克雅⽒病 (CJD) 的理论⻛险被认为是极其遥
远的。

该产品采⽤ 5% ⽩蛋⽩配制⽽成，⽩蛋⽩是⼈体⾎液的衍⽣物。基于有效的供体筛选和产品制造过
程，⽩蛋⽩传播病毒性疾病的⻛险极低。传播克雅⽒病 (CJD) 的理论⻛险也被认为是极其遥远的。
从未发现⽩蛋⽩传播病毒性疾病或克雅⽒病的病例。

医⽣认为可能由本产品传播的所有感染都应由医⽣或其他医疗保健提供者报告给 ImaRx 
Therapeutics, Inc. [1-866-634-6279]。

防范措施
⼀般的
Kinlytic™ 应在有推荐的诊断和监测技术的医院使⽤。

在 Kinlytic™ 输注期间和之后应经常观察临床反应和⽣命体征。不应在下肢测量⾎压，以避免可能
的深静脉⾎栓脱落。

实验室测试
在开始溶栓治疗之前，获取⾎细胞⽐容、⾎⼩板计数和活化部分促凝⾎酶原激酶时间 (aPTT)。如果
已给予肝素，则应停药，并且在溶栓治疗开始前 aPTT 应低于正常对照值的两倍。

静脉输注 Kinlytic™ 后，在（重新）使⽤抗凝剂之前，aPTT 应⼩于正常对照值的两倍。

凝⾎测试结果和纤溶活性测量结果并不能可靠地预测接受 Kinlytic™ 的患者的疗效或出⾎⻛险。



药物相互作⽤
抗凝剂和改变⾎⼩板功能的药物（如阿司匹林、其他⾮甾体抗炎药、双嘧达莫和 GP IIb/IIIa 抑制
剂）可能会增加严重出⾎的⻛险。

在溶栓剂之前、期间或之后施⽤ Kinlytic™ 可能会增加严重出⾎的⻛险。

由于 Kinlytic™ 与改变凝⾎、抑制⾎⼩板功能或溶栓的药物同时使⽤可能会进⼀步增加出⾎并发症
的可能性，因此建议仔细监测出⾎情况。

Kinlytic™ 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尚未研究，也未知。

致癌性
没有关于动物或⼈类⻓期致癌性潜⼒的充分数据。

怀孕
怀孕类别 B：已经在⼩⿏和⼤⿏中进⾏了⽣殖研究，其剂量⾼达⼈类剂量的 1,000 倍，并且没有发
现由于 Kinlytic™ 导致⽣育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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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哺乳⺟亲
⽬前尚不清楚这种药物是否会从⼈乳中排出。由于许多药物会从⼈乳中排出，因此在给哺乳期妇⼥
服⽤ Kinlytic™ 时应谨慎。

⼉科使⽤
在⼉科患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确定。

⽼年⼈使⽤
Kinlytic™ 的临床研究没有包括⾜够数量的 65 岁及以上的受试者，以确定他们的反应是否与年轻受
试者不同。⽼年患者应谨慎使⽤ Kinlytic™。

不良反应
Kinlytic™ 给药报告的最严重不良反应包括致命性出⾎和过敏反应（⻅警告）。

流⾎的
出⾎是与 Kinlytic™ 相关的最常⻅的不良反应，可能是致命的（⻅警告）。

在使⽤ 12 ⼩时输注尿激酶治疗肺栓塞（UPET 和 USPET）3,5,6 的对照临床研究中，141 名接受尿
激酶治疗的患者中有 52 名报告出⾎导致红细胞⽐容下降⾄少 5% . 在这些研究中，141 名接受尿激
酶治疗的患者中有 3 名在 14 天的研究期间观察到需要输⾎超过 2 个单位的显着出⾎事件。个别患
者可能发⽣多次出⾎事件。



⼤多数出⾎发⽣在外切⼝和⾎管穿刺部位，胃肠道、泌尿⽣殖系统、颅内、腹膜后和肌⾁部位出⾎
频率较低。

不良反应信息来源
使⽤尿激酶进⾏的控制良好的临床研究有限。以下部分描述的不良反应反映了 Kinlytic™ 在⼀般⼈
群中的临床使⽤和有限的对照研究数据。由于不良反应的上市后报告是⾃愿的，⽽且⼈群的规模不
确定，因此并不总是能够可靠地估计反应的频率或建⽴与药物暴露的因果关系。

过敏反应
已报告罕⻅的致命性过敏反应病例（⻅警告）。在对照临床试验中，141 名患者中有 1 名（<1%）
报告了过敏反应。

在临床试验和/或上市后经验中观察到以下过敏型反应：⽀⽓管痉挛、⼝⾆⽔肿、荨⿇疹、⽪疹和瘙
痒（⻅警告）。

输液反应症状包括缺氧、发绀、呼吸困难、⼼动过速、低⾎压、⾼⾎压、酸中毒、发热和/或寒战/
寒战、背痛、呕吐和恶⼼（⻅警告）。

其他不良反应
在临床研究中接受 Kinlytic™ 治疗的患者发⽣的其他不良事件，⽆论因果关系如何，包括⼼肌梗
塞、复发性肺栓塞、偏瘫、中⻛、红细胞⽐容降低、胸⻣后疼痛、⾎⼩板减少症和出汗。

上市后经验报告的其他不良反应包括⼼脏骤停、⾎管栓塞（脑和远端）包括胆固醇栓塞（⻅警
告）、脑⾎管意外、肺⽔肿、再灌注室性⼼律失常和胸痛。因果关系尚未确定。

免疫原性
尚未研究 Kinlytic™ 的免疫原性。

剂量和给药
Kinlytic™ 仅⽤于静脉输液。

应该开始 Kinlytic™ 治疗肺栓塞发作后不久。开始治疗的延迟可能会降低获得最佳疗效的可能性
（⻅临床药理学）。

加药
仅使⽤可编程输液泵管理 Kinlytic™。完成负荷剂量后⽴即改变输注速度。

· 每公⽄Kinlytic™ 4,400 国际单位的负荷剂量在10 分钟内以每⼩时90 毫升的速度给药。

· 随后以每⼩时 15 毫升的速度连续输注 4,400 国际单位/公⽄，持续 12 ⼩时。

· Kinlytic™ 可根据需要重复给药。



· 为体重 37 ⾄ 114 公⽄（81 ⾄ 250 磅）的患者提供了剂量和准备图表，作为以下准备部分的
指南。如果患者超出这些体重，请使⽤上⾯提供的剂量信息进⾏计算。

准备
· 仅使⽤可编程输液泵管理 Kinlytic™。完成负荷剂量后⽴即将输注速率更改为维持剂量速率。

· 剂量准备-肺栓塞图表是为⽅便从业者⽽提供的指导⼯具/辅助⼯具，可能并⾮对每个患者都完
整。
· Kinlytic™ 不含防腐剂。直到使⽤前才重新配制。重组材料的任何未使⽤部分都应丢弃。

· 将5 mL ⽆菌注射⽤⽔（USP，不含防腐剂）添加到⼩瓶中，重新配制Kinlytic™。不使⽤注射
⽤抑菌⽔，USP。

· 重新配制后，每毫升药品将含有 50,000 国际单位。
· 复溶后，⽬视检查每个Kinlytic™ ⼩瓶是否变⾊和是否存在颗粒物质。溶液应该是苍⽩的稻草
⾊；不应使⽤⾼度着⾊的溶液。重新配制的 Kinlytic™ ⼩瓶中可能偶尔会出现细半透明细丝，但
这并不表明该产品的效⼒有任何降低。为了尽量减少细丝的形成，请避免在重组过程中摇晃⼩
瓶。滚动和倾斜⼩瓶以增强重构。溶液可以最终过滤，例如通过0.45微⽶或更⼩的纤维素膜过
滤器。

· 此溶液中不应添加其他药物。
· 输注前，⽤ 0.9% 氯化钠注射液 (USP) 或 5% 葡萄糖注射液 (USP) 稀释重构的 Kinlytic™。

以下剂量准备 - 肺栓塞图表可⽤于帮助准备 Kinlytic™ ⽤于给药。有关管理⽅向，请参阅下⼀
节。

剂量准备-肺栓塞

对于给药，仅使⽤可编程输液泵。

⼗分钟后，将初始负荷剂量率更改为维持剂量率。



⾏政
· Kinlytic™ 使⽤可编程输液泵给药。负荷剂量完成后⽴即。

· Kinlytic™ 外加剂的负荷剂量（4,400 国际单位/千克）应在 10 分钟内以每⼩时 90 毫升的速度
输送。

· 随后以每⼩时 15 毫升的速度连续输注 4,400 国际单位/千克/⼩时的 Kinlytic™，持续 12 ⼩
时。
· 由于在输液泵输送周期结束时，⼀些 Kinlytic™ 混合物会保留在管道中，因此应执⾏以下冲洗
程序以确保输注 Kinlytic™ 的总剂量。应通过泵注⼊ 0.9% 氯化钠注射液 (USP) 或 5% 葡萄糖注
射液 (USP) 的溶液，其量与输液器中管道的体积⼤致相等，以将 Kinlytic™ 混合物从整个⻓度的
输液器中冲洗掉。输液器。应将泵设置为以每⼩时 15 mL 的连续速率管理冲洗溶液。

· 其他药品/溶液不得与 Kinlytic™ 同线给药。

改变输液速度

终⽌ Kinlytic™ 治疗后的抗凝
注⼊ Kinlytic™ 后，建议进⾏抗凝治疗以防⽌⾎栓复发。在 aPTT 降⾄少于两倍的正常控制值。如
果使⽤肝素，请勿使⽤负荷剂量的肝素。治疗后应使⽤⼝服抗凝剂。

供应⽅式
Kinlytic™ 作为⽆菌冻⼲制剂 (NDC 24430-1003-1) 提供。每个



⼩瓶含有 250,000 国际单位的尿激酶活性、25 毫克⽢露醇、250 毫克⽩蛋⽩（⼈）和 50 
毫克氯化钠。
在 2° ⾄ 8°C（36° ⾄ 46°F）下冷藏 Kinlytic™ 粉末（参⻅ U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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