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昔单抗
⽤于静脉给药描述：

阿昔单抗，
与糖蛋⽩ (GP) 结合

是嵌合⼈⿏的 Fab ⽚段
⼈⾎⼩板的受体并抑制⾎⼩板聚集。

抗体 阿昔单抗

嵌合体
Fab ⽚段通过⼀系列步骤从细胞培养上清液中纯化，包括特定的病毒灭活和去除程序、⽊⽠蛋⽩酶消化和柱层
析。

抗体是在哺乳动物细胞培养中通过连续灌注产⽣的。47,615 道尔顿

是⼀种⽤于静脉 (IV) 使⽤的透明、⽆⾊、⽆菌、⽆热原溶液。每个单次使⽤⼩瓶
阿昔单抗在 0.01 M 磷酸钠、0.15 M 钠的缓冲溶液中的 7.2)包含 2

氯化物和 0.00 1% 聚⼭梨醇酯 80 在注射⽤⽔中。不添加防腐剂。

临床药理学：

⼀般的

阿昔单抗与完整的⾎⼩板结合
受体和参与⾎⼩板聚集的主要⾎⼩板表⾯受体。阿昔单抗通过阻⽌纤维蛋⽩原、⾎管性⾎友病因⼦和其他粘附
分⼦与

活化⾎⼩板上的受体位点。作⽤机制被认为涉及空间位阻
和/或构象效应阻⽌⼤分⼦接近受体，⽽不是直接与 RGD（精氨酸-⽢氨酸-天冬氨酸）结合位点相互作⽤

受体，它是粘附整合素家族的成员

临床前经验

观察到阿昔单抗对⾎⼩板聚集的最⼤抑制作⽤。在⾮⼈类灵⻓类动物中，阿昔
单抗 0.25 的推注剂量⾄少有 80% 的⾎⼩板受体和完全抑制⾎⼩板聚集。推注
后暂时性的，但受体阻断可以持续

输液。Abciximab 的抑制作⽤被猴⼦输注⾎⼩板⼤⼤逆转。原型抗体 [⿏ Fab 和
阿昔单抗是

在冠状动脉、颈动脉和股动脉⾎栓形成的狗、猴⼦和狒狒模型中进⾏了评估。⿏版本的剂量
或阿昔单抗⾜以产⽣⾼级别 80%) GPIIb/IIIa 受体阻断

与阿司匹林和/或肝素相⽐，可预防急性⾎栓形成并降低⾎栓形成率。

80% 受体被阻断
⼀般实现了对⾎⼩板功能的阻断

通过连续静脉注射

药代动⼒学

静脉推注给药后，阿昔单抗的游离⾎浆浓度迅速下降，初始半衰期⼩于 10 分钟，第⼆阶段半衰期约为 30 分
钟，可能与与⾎⼩板 GPIIb/IIIa 受体的结合有关。⾎⼩板功能通常在 48 ⼩时内恢复，尽管阿昔单抗在⾎⼩板结
合状态下在循环中保持 15 天或更⻓时间。静脉给药 0.25

推注阿昔单抗，然后连续输注 10 （或⼀个
体重调整输液 0.125 最⼩到最⼤ 10 产⽣近似恒定的⾃由
整个输注过程中的⾎浆浓度。在输注期结束时，游离⾎浆浓度快速下降约 6 ⼩时，然后以较慢的速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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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效学

阿昔单抗单次推注剂量从 0.15 起静脉内给药
通过响应于⼆磷酸腺苷 (ADP) 的体内⾎⼩板聚集或通过延⻓出⾎时间来测量，产⽣了对⾎⼩板功能的快速剂量
依赖性抑制。在两个最⾼剂量（0.25 和 0.30

注射后两⼩时，超过 80% 受体被阻断和⾎⼩板
响应 20 ADP 的聚合⼏乎被取消。与⼤约 5 分钟的基线值相⽐，两种剂量的中位出⾎时间均增加到 30 分钟以
上。

⾄ 0.30

⼈类单次推注剂量 0.25 10 静脉内给药
持续 12 ⾄ 96 ⼩时产⽣持续的⾼品位

抑制⾎⼩板功能（体外⾎⼩板聚集以响应 5
⼤多数患者输注期间的基线和出⾎时间⼤于 30 分钟）。当体重调整的输注剂量（0.125

最⼩到最⼤ 10 曾是
⽤于体重不超过 80 公⽄的患者。接受 0.25 的患者的结果 推注，然后是 5

输注 24 ⼩时显⽰出类似的初始受体阻断和⾎⼩板聚集抑制，但
在整个输注期间没有保持反应。

随后连续输注
受体阻断 80%) 和或 20 ADP 

⼩于 20%

低⽔平
停⽌阿昔单抗输注后，⾎⼩板功能逐渐恢复正常。20 名患者中有 15 名在输注结束后 12 ⼩时内出⾎时间恢复到 
12 分钟 并且在 24 内
20 名患者中的 18 名（90%）。 响应 5 ADP 的⾎⼩板聚集恢复到 50%
32 名患者中有 11 名（34%）在输注结束后 24 ⼩时内基线，32 名患者中有 23 名（72%）在 48 ⼩时内基线。
响应 20 ADP，例如体内32 名患者中有 20 名 (62%) 在 24 ⼩时内⾎⼩板聚集恢复到基线的 50%，32 名患者中有 
28 名 (88%) 在 48 ⼩时内恢复到基线的 50%。

停⽌输注后受体阻断持续超过 10 天。

临床研究：

阿昔单抗已在三项 3 期临床试验中进⾏了研究，所有这些试验都评估了阿昔单抗在接受经⽪冠状动脉介⼊治疗
的患者中的作⽤：在接受治疗的冠状动脉⾎管 (EPIC) 的⾼⻛险患者中，在更⼴泛的患者组中（ EPILOG)，以及
对常规药物治疗⽆反应的不稳定型⼼绞痛患者 (CAPTURE)。经⽪介⼊包括球囊⾎管成形术、斑块切除术或⽀架
置⼊。所有试验都涉及使⽤各种联合肝素剂量⽅案，除⾮有禁忌症，否则阿司匹林（325 mg）在计划⼿术前两
⼩时⼝服给药，然后每天⼀次。

EPIC 是⼀项在接受经⽪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或粥样斑块切除术的患者中使⽤阿昔单抗的多中⼼、双盲、安慰剂
对照试验 (3)。在 EPIC 试验中，2099 名年龄在 26 ⾄ 83 岁之间的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以下三种治疗之⼀：1）
阿昔单抗（0.25

随后输注阿昔单抗（10 12
⼩时（推注加输注组）；2) 阿昔单抗丸剂 (0.25 随后进⾏安慰剂输注（推注
组），或；3) 安慰剂推注，然后是安慰剂输注（安慰剂组）。经⽪冠状动脉介⼊治疗期间或之后的⾼危患者定
义为不稳定型⼼绞痛或⾮Q波⼼肌梗死患者

症状出现后 12 ⼩时内出现急性 Q 波⼼肌梗死的患者
发作 和那些因冠状动脉形态和/或临床特征⽽处于⾼⻛险的⼈ 三组中每组的研究药物治疗均在发病前 

IO-60 分钟开始
经⽪冠状动脉介⼊治疗。患者最初接受静脉注射肝素（10,000 ⾄ 12,000 单位）和

之后最多 3,000 单位，在经⽪冠状动脉期间最多 20,000 单位
⼲涉。肝素输注持续 12 ⼩时以维持活化部分促凝⾎酶原激酶时间的治疗性升⾼

倍正常）。

1 2



主要终点是发⽣以下任何事件30经⽪冠状动脉介⼊治疗的天数：死亡、⼼肌梗塞 (MI) 或需要对复发性缺⾎进⾏
紧急⼲预[即紧急经⽪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紧急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CABG) ⼿术、冠状动脉⽀架或

⽓球泵]。30 天 (Kaplan-Meier) 主要终点事件发⽣率
每个治疗组通过对所有随机患者的意向治疗分析显⽰在表中。与安慰剂组相⽐，推注加输注治疗组的主要终点
发⽣率降低 4.5%，具有统计学意义，⽽ 1.3%推注治疗组的发病率并⾮如此。对于所有三个⾼⻛险亚组，在推
注加输液治疗组中观察到主要终点的发⽣率较低：不稳定型⼼绞痛患者、急性⼼肌梗死症状发作后 12 ⼩时内出
现的患者以及其他⾼危患者。 -⻛险临床和/或形态学特征（3）。治疗效果在前两个亚组中最⼤，在第三个亚组
中最⼩。

表格1
30 天 EPIC 试验的主要终点事件率

Abcixhnab
丸

阿昔单抗丸
+ 输液安慰剂

患者⼈数

死亡、⼼肌梗死或紧急⼲预”
p 值与安慰剂

89 (12.8) 79 (11.5)
0.428

59 (8.3)
0.008

初级组件
死亡
存活患者的急性⼼肌梗塞 未发⽣急性⼼肌梗
塞的存活患者的紧急⼲预

12 (1.7)
55 (7.9)
22 (3.2)

9 (1.3)
40 (5.8)
30 (4.4)

12 (1.7)
31 (4.4)
16 (2.2)

在前 30 天内经历过⼀次以上事件的⼈只计算⼀次。
在最严重的部分（死亡急性⼼肌梗死紧急⼲预）下仅计算⼀次。

推注加输注治疗组的主要终点事件发⽣率主要在前 48 ⼩时内降低，这种益处通过 30 岁时的盲法评估得以维持
和六个⽉（4）。在

⼀个⽉随访时，推注加输注组的事件发⽣率（12.3%）仍然低于安慰剂组
与安慰剂相⽐）。

EPILOG 是⼀项随机、双盲、多中⼼、安慰剂对照试验，在接受经⽪冠状动脉介⼊治疗的⼴泛患者⼈群（不包括
符合 EPIC ⾼⻛险的⼼肌梗死和不稳定型⼼绞痛患者）中评估阿昔单抗

EPILOG 检验了使⽤
低剂量、体重调整的肝素⽅案、早期股动脉鞘管切除、改善的通路管理和阿昔单抗输注剂量的体重调整可以显
着降低出⾎率，同时保持 EPIC 试验中的疗效。EPILOG 是⼀项三治疗组试验：阿昔单抗加标准剂量、体重调整
肝素；阿昔单抗加低剂量，体重调整

和安慰剂
标准剂量，体重调整肝素。阿昔单抗推注剂量与 EPIC 试验中使⽤的相同

推注 100 U/kg 体重调整肝素以达到 300 秒的活化凝⾎时间 (ACT)（最⼤初始推注 10,000 单位）。

推注 70 重量调整肝素以达到 200 秒的活化凝⾎时间 (ACT)（最⼤初始推注 7,000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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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
特定的患者和访问站点管理程序以及早期鞘的强烈建议

但连续输注剂量在⾼达 80 岁的患者中进⾏了体重调整 (0.125

如注意事项中所述，去除也被纳⼊试验。EPILOG 试验取得了
在保持疗效的同时降低出⾎率的⽬标：在阿昔单抗治疗中，出⾎与安慰剂组没有显着差异（⻅不良反应：出
⾎）。

重⼤的

EPILOG 试验的主要终点是经⽪冠状动脉介⼊治疗后 30 天内发⽣的死亡或⼼肌梗死的复合终点。死亡、⼼肌梗
死或紧急⼲预的复合终点是⼀个重要的次要终点。正如 EPIC 试验中所⻅，阿昔单抗治疗组的终点事件主要在最
初的 48 ⼩时内减少，并且这种益处通过 30 天和 6 个⽉的盲法评估得以维持。通过对所有 2792 名随机患者的意
向治疗分析，每个治疗组在 30 天的 (Kaplan-Meier) 终点事件发⽣率显⽰在表 2 中。在六个⽉的随访中，阿昔单
抗治疗组的死亡、⼼肌梗死或重复（紧急或⾮紧急）⼲预事件发⽣率仍然较低（22.3% 和

分别为标准和低剂量肝素组）⽐安慰剂组（25.8%）和
阿昔单抗治疗组的死亡、⼼肌梗死或紧急⼲预事件发⽣率显着降低（8.3% 和

分别为标准剂量和低剂量肝素组）⾼于安慰剂组（14.7%）。这
⽆论使⽤何种冠状动脉介⼊治疗（球囊⾎管成形术、粥样斑块切除术或⽀架置⼊），终点事件发⽣率的成⽐例
降低相似。使⽤美国⼼脏病学会/美国⼼脏协会临床/形态学标准的⻛险评估具有很⼤的观察者间变异性。因此，
⽆法重复识别低⻛险亚组来评估疗效。

表 2
30 天的端点事件率 结语试⽤

安慰剂 +
标准剂量

肝素

阿昔单抗 +
标准

剂量肝素

阿昔单抗 +
低剂量

肝素

患者⼈数

死亡或 MI”
p 值与安慰剂

85 (9.1) 38 (4.2)
co.00 1

35 (3.8)
co.00 1

死亡、⼼肌梗死或紧急⼲预”
p 值与安慰剂

复合材料的组成部分
死亡
存活患者的急性⼼肌梗塞 未发⽣急性⼼肌梗塞的
存活患者的紧急⼲预

109 (11.7) 49 (5.4)
co.00 1

48 (5.2)
co.00 1

7 (0.8)
78 (8.4)
24 (2.6)

4 (0.4)
34 (3.7)
11 (1.2)

3 (0.3)
32 (3.4)
13 (1.4)

在前 30 天内经历过⼀次以上事件的⼈只计算⼀次。
在最严重的部分（死亡急性⼼肌梗死紧急⼲预）下仅计算⼀次。

推注给药 0.25，然后是 
0.125 最⼩输液（最多 1 0

经⽪冠状动脉介⼊治疗前 10 ⾄ 60 分钟⽴即使⽤阿昔单抗
1 2 ⼩时

4



CAPTURE 是⼀项随机、双盲、多中⼼、安慰剂对照试验，在对常规药物治疗⽆反应且计划进⾏经⽪冠状动脉介
⼊治疗但未⽴即实施的不稳定型⼼绞痛患者中使⽤阿昔单抗 (6)。与 EPIC 和 EPILOG 试验相⽐，CAPTURE 试验
涉及在治疗前 18 ⾄ 24 ⼩时开始给予安慰剂或阿昔单抗。

冠状动脉介⼊治疗并持续到介⼊完成后⼀⼩时。

如果患者在卧床休息和静脉内肝素和⼝服或静脉内硝酸盐治疗⾄少 2 ⼩时后仍有⾄少 1 次⼼肌缺⾎发作，则患
者被评估为患有不稳定型⼼绞痛，对常规药物治疗⽆反应。这些患者被纳⼊ CAPTURE 试验，如果在筛查⾎管造
影期间，他们被确定患有适合经⽪冠状动脉介⼊治疗的冠状动脉病变。患者接受推注剂量和静脉输注安慰剂或
阿昔单抗 18 ⾄ 24 ⼩时。在输注期结束时，进⾏⼲预。⼲预后⼀⼩时停⽌阿昔单抗或安慰剂输注。

阿昔单抗剂量为 0.25
CAPTURE 试验仅在⼲预执⾏期间纳⼊标准肝素剂量的体重调整，但未研究较低肝素剂量的影响，并且动脉鞘保
持原位约 40 ⼩时。CAPTURE 试验的主要终点是经⽪冠状动脉介⼊治疗后 30 天内发⽣以下任何事件：死亡、⼼
肌梗死或紧急⼲预。通过对所有 126.5 名随机患者的意向治疗分析，每个治疗组的 30 天 (Kaplan-Meier) 主要终
点事件发⽣率显⽰在表 3 中。

推注，然后以 10 的速率连续输注 这

表3
30 天捕获试验的主要端点事件率

安慰剂 阿昔单抗

患者⼈数

死亡、⼼肌梗死或紧急⼲预”
p 值与安慰剂

初级组件
死亡
存活患者的⼼肌梗死
⽆急性⼼肌梗死存活患者的紧急⼲预

101 (15.9) 71 (11.3)
0.012

8 (1.3)
49 (7.7)
44 (6.9)

6 (1.0)
24 (3.8)
41 (6.6)

在前 30 天内经历过⼀次以上事件的⼈只计算⼀次。紧迫的
⼲预措施包括计划⼲预后的任何计划外经⽪冠状动脉介⼊治疗，以及任何⽤于⽴即通畅的⽀
架置⼊和任何计划外 CABG 或使⽤

⽓球泵。
在最严重的组件下只计算⼀次 ⼲涉）。

30天结果与EPIC结果⼀致，对复合终点的⼼肌梗死和紧急⼲预成分影响最⼤。作为次要终点，复合终点的组成
部分分别分析了经⽪冠状动脉介⼊治疗前的时期和从介⼊开始到第 30 天的时期。MI 的最⼤差异发⽣在介⼊后
时期：发⽣率与安慰剂相⽐，Abciximab 组 MI 的发⽣率较低（Abciximab

安慰剂 6.1%）。在经⽪冠状动脉介⼊治疗之前发⽣的 MI 也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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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昔单抗
发⽣在⼲预后时期。在任⼀时期均未观察到对死亡率的影响。在 6 个⽉的随访中，死亡、⼼肌梗死或重复⼲预
（紧急或⾮紧急）的复合终点在阿昔单抗组和安慰剂组之间没有差异（阿昔单抗 3

安慰剂 p-0.77)。

安慰剂 2.0%）。与阿昔单抗相关的紧急⼲预发⽣率降低

在 EPIC、EPILOG 和 CAPTURE 这三项试验中，死亡率均不常⻅。在每个试验的所有组中观察到相似的死亡
率。在所有三项试验中，阿昔单抗治疗组的急性⼼肌梗死发⽣率显着降低。在这些试验中，阿昔单抗治疗组的
紧急⼲预率也较低。

抗凝：由于在 EPIC 试验中观察到的出⾎发⽣率，在 CAPTURE 和 EPILOG 试验中，伴随肝素的给药⽅案和抗凝
⽬标⽔平不断变化。这些修改后的给药⽅案与其他患者管理措施相结合，可降低出⾎率（⻅不良反应：出⾎）

EPILOG 试验：在所有治疗组中调整了肝素的重量。在经⽪冠状动脉介⼊治疗之前确定基线 ACT。在试
验的低剂量肝素组中，肝素给药如下：

根据以下⽅案，初始肝素推注基于基线 ACT 的结果：

ACT 150 秒：给予 70 U/kg 肝素 ACT 150

⾏为
199 秒：给予 50 秒：不给予
肝素

肝素

在⼿术过程中给予额外的 20 U/kg 肝素丸剂以达到并维持 200 秒的 ACT。

在试验中强烈建议在⼿术后⽴即停⽤肝素并在六⼩时内移除动脉鞘。如果有临床指征延⻓肝素治疗或延
迟鞘管切除，则调整肝素以将 APTT 保持在 60 ⾄ 85 秒的⽬标。

捕获试验：
通过静脉输注肝素开始抗凝，以达到 60 ⾄ 85 秒的⽬标 APTT。在该试验中，肝素输注的重量没有统⼀
调整。在阿昔单抗输注期间维持肝素输注，并在经⽪冠状动脉介⼊治疗期间进⾏调整以达到 300 秒的 
ACT 或 70 秒的 APTT。⼲预后，肝素管理如上⽂ EPILOG 试验所述。

在给予阿昔单抗之前开始抗凝。

适应症和⽤法：

阿昔单抗可作为经⽪冠状动脉介⼊治疗的辅助⼿段，⽤于预防⼼脏缺⾎性并发症

在接受经⽪冠状动脉介⼊治疗的患者中
. 计划在 24 ⼩时内进⾏经⽪冠状动脉介⼊治疗时对常规药物治疗⽆反应的不稳定型⼼绞痛患者

尚未研究在未接受经⽪冠状动脉介⼊治疗的患者中使⽤阿昔单抗。

如临床研究中所述，阿昔单抗旨在与阿司匹林和肝素⼀起使⽤，并且仅在该环境中进⾏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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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症：

由于阿昔单抗可能会增加出⾎的⻛险，因此阿昔单抗在以下临床情况下是禁忌的：

活动性内出⾎

近期（六周内）有临床意义的胃肠道 (GI) 或泌尿⽣殖道 (GU) 出⾎。

两年内有脑⾎管意外 (CVA) 病史，或 CVA 有明显残余神经功能缺损

出⾎素质

在 7 天内给予⼝服抗凝剂，除⾮凝⾎酶原时间 1.2倍控制

⾎⼩板减少症 100,000

最近（六周内）的⼤⼿术或创伤

颅内肿瘤、动静脉畸形或动脉瘤

严重不受控制的⾼⾎压

假定或记录的⾎管炎病史

在经⽪冠状动脉介⼊治疗前使⽤静脉内葡聚糖，或打算在介⼊治疗期间使⽤它

已知对本品的任何成分或⿏蛋⽩过敏的患者也禁⽤阿昔单抗。

警告：

阿昔单抗有可能增加出⾎⻛险，特别是在抗凝剂存在的情况下，例如肝素、其他抗凝剂或溶栓剂（⻅不良反
应：出⾎）。

接受溶栓剂的患者因阿昔单抗治疗⽽发⽣⼤出⾎的⻛险可能会增加，因此应权衡预期收益。

如果发⽣压⼒⽆法控制的严重出⾎，应停⽌输注阿昔单抗和任何伴随的肝素。

防范措施：

出⾎注意事项

EPILOG 试验的结果表明，通过使⽤低剂量、体重调整的肝素⽅案、遵守更严格的抗凝指南、早期股动脉鞘切
除、仔细的患者和进⼊部位管理以及阿昔单抗的体重调整，可以减少出⾎输液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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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昔单抗治疗需要仔细注意所有潜在出⾎部位（包括导管插⼊部位、动脉和静脉穿刺部位、
部位、针刺部位、胃肠道、泌尿⽣殖道、

和腹膜后部位）。

应尽量减少动脉和静脉穿刺、肌⾁注射以及使⽤导尿管、鼻⽓管插管、鼻胃管和⾃动⾎压袖带。获得静脉通路
时，应避开不可压缩部位（如锁⻣下静脉或颈静脉）。抽⾎时应考虑使⽤盐⽔或肝素锁。应记录和监测⾎管穿
刺部位。去除敷料时应⼩⼼谨慎。

股动脉⼊路部位：

动脉通路部位的护理对于防⽌出⾎很重要。尝试⾎管通路时应注意仅穿刺股动脉前壁，避免使⽤ Seldinger（直
通和直通）技术获得鞘通路。除⾮需要，否则应避免放置股静脉鞘。当⾎管鞘就位时，患者应保持完全卧床休
息，床头和受影响的肢体保持笔直位置。患者可能会接受药物治疗

痛如
必要的。

完成⼿术并移除动脉鞘后⽴即停⽤肝素
如果 APTT 50 或 ACT 175，强烈建议在六⼩时内（参⻅注意事项：实验室测试）。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在动脉
鞘管移除前⾄少两⼩时停⽤肝素。

拔出护套后，应使⽤⼿动加压或机械⽌⾎装置对股动脉施加压⼒⾄少 30 分钟。⽌⾎后应使⽤压⼒敷料。拔除鞘
管或停⽤阿昔单抗后，或停⽤肝素后 4 ⼩时，以较晚者为准，患者应卧床休息 6 ⾄ 8 ⼩时。压⼒敷料应在⾏⾛
前去除。在股动脉鞘就位时和股动脉鞘拔除后 6 ⼩时内，应经常检查鞘插⼊部位和受影响腿的远端脉搏。应测
量任何⾎肿并监测其扩⼤。

以下情况与出⾎⻛险增加有关，并且可能与阿昔单抗的作⽤相加在⾥⾯
设置：在发病后 12 ⼩时内进⾏经⽪冠状动脉介⼊治疗

急性⼼肌梗死、⻓期经⽪冠状动脉介⼊治疗（持续时间超过 70 分钟）和经⽪冠状动脉介⼊治疗失败的症状。

溶栓剂、抗凝剂和其他抗⾎⼩板剂的使⽤

在 EPIC、EPILOG 和 CAPTURE 试验中，阿昔单抗与肝素和阿司匹林同时使⽤。有关这些临床试验中使⽤的抗
凝算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临床研究：抗凝。由于阿昔单抗抑制⾎⼩板聚集，因此与其他影响⽌⾎的药物（包
括溶栓剂、⼝服抗凝剂、⾮甾体抗炎药、双嘧达莫和噻氯匹定）合⽤时应谨慎。

在 EPIC 试验中，阿昔单抗与低分⼦量葡聚糖的给药经验有限。低分⼦量葡聚糖通常⽤于冠状动脉⽀架的展开，
为此还给予⼝服抗凝剂。在接受低分⼦量葡聚糖和阿昔单抗治疗的 11 名患者中，5 名出现⼤出⾎事件，4 名出
现轻微出⾎事件。5 名接受低分⼦量葡聚糖治疗的安慰剂患者均未出现⼤出⾎或⼩出⾎事件（⻅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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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溶栓剂的患者中使⽤阿昔单抗的数据有限。由于担⼼对出⾎的协同作⽤，应谨慎使⽤全⾝溶栓治疗。

⾎⼩板减少症

应在治疗前、阿昔单抗推注后 2 ⾄ 4 ⼩时和 24 ⼩时或出院前监测⾎⼩板计数，以先到者为准。如果患者出现急
性⾎⼩板减少（例如，⾎⼩板减少到低于 100,000

应确定⾎⼩板计数。
分别使⽤⼄⼆胺四⼄酸 (EDTA)、柠檬酸盐和肝素，以排除由于以下原因引起的假性⾎⼩板减少症体外抗凝剂相
互作⽤。如果证实真正的⾎⼩板减少症，应⽴即停⽤阿昔单抗，并对病情进⾏适当监测和治疗。对于临床试验
中的⾎⼩板减少症患者，每天进⾏⾎⼩板计数，直⾄恢复正常。如果患者的⾎⼩板计数降⾄ 60,000

停⽤肝素和阿司匹林。如果患者的⾎⼩板计数降⾄ 50,000 以下
输了⾎⼩板。⼤多数严重⾎⼩板减少症病例 发⽣在

阿昔单抗给药的前 24 ⼩时。

并且⽐治疗前的值⾄少减少 25%），另外 这些⾎⼩板计数应在三
个单独的试管中抽取，其中包含

. 恢复⾎⼩板功能

如果发⽣严重失控出⾎或需要紧急⼿术，应停⽤阿昔单抗。如果⾎⼩板功能没有恢复正常，可以通过输注⾎⼩
板⾄少部分恢复。

实验室测试

在输注阿昔单抗之前，⾎⼩板计数、凝⾎酶原时间、ACT 和预先存在的⽌
⾎异常。

应测量以识别

基于对所有研究数据的综合分析，可使⽤以下指南将出⾎⻛险降⾄最低：

当启动阿昔单抗时
在阿昔单抗和肝素输注期间维持在 60 ⾄ 85 秒之间。

⾄经⽪冠状动脉介⼊治疗前 24 ⼩时， 是

在经⽪冠状动脉介⼊治疗期间，ACT 应保持在 200 ⾄ 300 秒之间。

如果这些患者在经⽪冠状动脉介⼊治疗后继续抗凝，则 APTT 应维持在 60 ⾄ 85 秒之间。

这
亚太经合组织

或 ACT 应在动脉鞘管移除之前进⾏检查。除⾮ 50 秒或 ACT 175 秒，否则不应移除护套。

重新管理

服⽤阿昔单抗可能会导致⼈抗嵌合抗体 (HACA) 形成，这可能会导致过敏或超敏反应
g 过敏反应）、⾎⼩板减少或减少

再次给药阿昔单抗后受益。在 EPIC、EPILOG 和 CAPTURE 试验中，⼤约 5.8% 的阿昔单抗治疗患者出现 HACA 
阳性反应。没有与阿昔单抗治疗相关的过度过敏或过敏反应。

对 29 名⾸次给药后未出现 HACA 反应的健康志愿者再次给药阿昔单抗未导致阿昔单抗药代动⼒学发⽣任何变化
或抗⾎⼩板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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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然⽽，这⼀⼩组患者的结果表明，再给药后 HACA 反应的发⽣率可能会增加。尚未在临床试验中评估对
初次给药后出现 HACA 阳性反应的患者重新给药。

过敏反应

在任何 3 期临床试验中，阿昔单抗治疗的患者均未报告过敏反应。但是，可能会发⽣过敏反应。如果是这样，
应⽴即停⽌阿昔单抗的给药，并应启动标准的适当复苏措施。

药物相互作⽤

尽管尚未系统地研究与阿昔单抗的药物相互作⽤，但阿昔单抗已被⽤于与⼴泛⽤于治疗⼼绞痛、⼼肌梗塞和⾼
⾎压的药物同时治疗的缺⾎性⼼脏病患者。这些药物包括肝素、华法林、β-肾上腺素能受体阻滞剂、钙通道拮
抗剂、⾎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静脉内和⼝服硝酸盐以及阿司匹林。肝素、其他抗凝剂、溶栓剂和抗⾎⼩板
剂可能与出⾎增加有关。患者

或⽤其他诊断或治疗⽅法治疗时的超敏反应
滴度可能有过敏性抗
体。

致癌、突变和⽣育⼒受损

体外和体内致突变性研究未证明有任何致突变作⽤。尚未在动物中进⾏⻓期研究以评估致癌潜⼒或对雄性或
雌性动物⽣育能⼒的影响。

妊娠 C 类

尚未⽤阿昔单抗进⾏动物⽣殖研究。也不知道阿昔单抗在给孕妇服⽤时是否会造成胎⼉伤害或会影响⽣殖能
⼒。只有在明确需要时才应将阿昔单抗给予孕妇。

哺乳⺟亲

尚不清楚这种药物是在⼈乳中排泄还是在摄⼊后被全⾝吸收。由于许多药物会从⼈乳中排出，因此在给哺乳期
妇⼥服⽤阿昔单抗时应谨慎。

⼉科使⽤

尚未研究⼉科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不良反应：

流⾎的

阿昔单抗有可能增加出⾎⻛险，特别是在抗凝剂存在的情况下，例如来⾃肝素、其他抗凝剂或溶栓剂。根据⼼
肌梗塞溶栓研究组 (7) 的标准，将 3 期试验中的出⾎分为严重、轻微或不明显。⼤出⾎事件定义为颅内出⾎或
⾎红蛋⽩减少⼤于 5

次要的
出⾎事件包括⾃发性⾁眼⾎尿、⾃发性呕⾎、观察到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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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蛋⽩减少超过3
出⾎部位。不显着的出⾎事件被定义为⾎红蛋⽩减少⼩于 3 之间的⾎红蛋⽩减少 3-4

没有观察到出⾎。在接受输⾎的患者中，
通过采⽤ Landefeld 等⽅法估计失⾎单位数

或⾎红蛋⽩减少⾄少 4 没有确定的
或⼀个

在使⽤未经体重调整的标准肝素剂量⽅案的 EPIC 试验中，阿昔单抗治疗期间最常⻅的并发症是前 36 ⼩时内出
⾎。这 专业的
出⾎量、轻微出⾎量和输⾎量明显增加。⼤约 70% 接受阿昔单抗治疗的⼤出⾎患者在腹股沟的动脉通路部位出
现出⾎。接受阿昔单抗治疗的患者胃肠道、泌尿⽣殖道、泌尿⽣殖道等主要出⾎事件的发⽣率也较⾼

和其他⽹站。

在 CAPTURE 试验中出⾎率降低，在 EPILOG 试验中通过使⽤改良的给药⽅案和特定的患者管理技术进⼀步降低
了出⾎率。在 EPILOG 中，使⽤预防措施中描述的肝素和阿昔单抗给药、鞘管移除和动脉通路部位指南，接受
阿昔单抗和低剂量、体重调整肝素治疗的患者的⼤出⾎发⽣率与接受安慰剂的患者没有显着差异.

EPIC 和 CAPTURE 试验中的亚组分析表明，
在体重 75 公⽄的阿昔单抗患者中。在使⽤体重调整肝素剂量的 EPILOG 试验中，接受阿昔单抗治疗的患者的⾮ 
CABG ⼤出⾎率在体重亚组中没有显着差异。

⼤出⾎更常⻅

尽管数据有限，但在接受 CABG ⼿术的患者中，阿昔单抗治疗与过多的⼤出⾎⽆关。（EPIC 中所有治疗组的范
围为 3-5%， 在 CAPTURE
和 EPILOG 试验。）⼀些出⾎时间延⻓的患者在⼿术前接受了⾎⼩板输注以纠正出⾎时间。（参⻅注意事项：
恢复⾎⼩板功能。）

表 4 显⽰了 EPIC、CAPTURE 和 EPILOG 试验中⼤出⾎、轻微出⾎和需要输⾎的出⾎事件的发⽣率。不显着出
⾎事件的发⽣率未包括在表 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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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CABG 出⾎史诗、结语和捕捉试验

出⾎患者⼈数

史诗：
阿昔单抗

（推注 + 输注）
= 708)

安慰剂
= 696)

主要的”
次要的
要求

23 (3.3) 75 (10.6)
119 (16.8)

55 (7.8)
64 (9.2)
1 4 (2.0)

捕获：
安慰剂

=
阿昔单抗

=

主要的”
次要的
要求

12 (1.9)
13 (2.0)
9 (1.4)

24 (3.8)
30 (4.8)
15 (2.4)

结语：
阿昔单抗 +

标准剂量肝素
阿昔单抗 +

低剂量肝素
= 935)

安慰剂
= 939)

主要的”
次要的
要求

10 (1.1)
32 (3.4)
10 (1.1)

17 (1.9)
70 (7.6)
7 (0.8)

10 (1.1)
37 (4.0)
6 (0.6)

“根据最严重的分类，出⾎不⽌⼀种分类的患者只计算⼀次。具有相同分类的多次出⾎事件的患者也在该分类中计数⼀
次。

红细胞或全⾎

颅内出⾎和中⻛

在所有三项试验中，颅内出⾎和⾮出⾎性卒中的总发⽣率没有显着差异，

颅内出⾎是
对于安慰剂患者和

对于安慰剂患者和
112 ⽤于阿昔单抗治疗的患者。的发⽣率

112 ⽤于阿昔单抗患者。

⾎⼩板减少症

在临床试验中，接受阿昔单抗治疗的患者⽐接受安慰剂治疗的患者更可能出现⾎⼩板计数减少的情况。的费率

随后的 CAPTURE 和 EPILOG 试验（表 5）。
输⾎量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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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板减少症和⾎⼩板

安慰剂 +
标准剂量

海纳林

阿昔单抗 +
标准剂量

海纳林

阿昔单抗 +
低剂量
肝素

⼊组患者总数
史诗
捕获
结语

n = 696
n = 635
n = 939

n = 708
n = 630

n = 935

⾎⼩板减少的患者
发⽣事件的患者

史诗
捕获
结语

⾎⼩板减少的患者

0.7
0.3
0.4

1.6
1.7
0.9

__
__

0.4

史诗
捕获
结语

接受⾎⼩板的患者

3.4
1.3
1.5

5.2
5.6
2.6

__
__

2.5

史诗
捕获
结语

2.6
0.3
1.1

5.5
2.1
1.6

__
__

0.9

⾎⼩板计数为

包括因⾎⼩板减少症或任何其他原因⽽接受⾎⼩板输注的患者。

也包括在患

其他不良反应

表 6 显⽰了来⾃联合 EPIC、EPILOG 和 CAPTURE 试验的除出⾎和⾎⼩板减少症以外的不良事件，这些不良事件发⽣在推
注加输注组的患者中，发⽣率超过 0。5%
⾼于安慰剂组。

13



表 6
EPIC、EPILOG 和 Capture 试验中治疗患者的不良事件

安慰剂
= 2226)

⼤剂量输注

患者⼈数
⼼⾎管系统

低⾎压
⼼动过缓

230 (10.3)
79 (3.5)

447 (14.4)
140 (4.5)

胃肠系统
恶⼼
呕吐
腹痛

255 (11.5)
152 (6.8)
49 (2.2)

423 (13.6)
226 (7.3)
97 (3.1)

各种各样的
背痛
胸痛
头痛
穿刺部位疼痛
外周⽔肿

304 (13.7)
208 (9.3)
122 ( 5.5)
58 (2.6)
25 (1.1)

546 (17.6)
356
200 (6.4)
113 (3.6)
49 (1.6)

研究⼈员报告了以下来⾃ EPIC、EPILOG 和 CAPTURE 试验的额外不良事件，这些不良事件⽤于接受推注加输
注阿昔单抗治疗的患者 低于 0.5%
⾼于安慰剂组患者。

⼼⾎管系统-⼼室动静脉瘘

栓塞

⼼动过速
不完全 AV 阻滞

⾎栓性静脉炎（0.1%）；

假性动脉瘤
结节性⼼律失常

⼼悸
完整的 AV 块

胃肠道 腹泻 (1 . 肠梗阻 胃⻝管反流（0.1%）；

⾎液和淋巴系统性贫⾎ ⽩细胞增多症 (OS%), 瘀点 (0.2%);

系统眩晕
混乱 (0.5%) 肌⾁收缩

焦虑 异常思维
昏迷 肌张⼒亢进

搅动
复视（0.1%）；

感觉迟钝

呼吸系统性肺炎
胸膜炎 肺栓塞

胸腔积液
朗基 (0.1%);

⽀⽓管炎 (0.3%) ⽀⽓管痉挛

系统肌痛 (0.2%);

泌尿⽣殖系统系统-泌尿系统
膀胱痛 (0.

保留
尿失禁(0。

排尿困难 肾功能异常前列腺炎 频繁

出汗增加（1
浮肿 伤⼝

虚弱 (0.7%) 切⼝疼痛脓肿
蜂窝织炎

苍⽩ 糖尿病
炎(0。 药物毒性（0.1%）。

瘙痒 (0.5%)
周围寒冷

⾼钾⾎症
视⼒异常

注射部位疼痛（Ol%）、⼝⼲腹胀(
0。 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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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量：

在⼈体临床试验中没有药物过量的经验。

剂量和给药：

如临床研究中所述，阿昔单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仅在肝素和阿司匹林同时给药的情况下进⾏了研究。

在经⽪冠状动脉介⼊治疗失败的患者中，应停⽌持续输注阿昔单抗，因为没有证据表明阿昔单抗在这种情况下
有效。

如果出现压迫⽆法控制的严重出⾎，应⽴即停⽤阿昔单抗和肝素。

成⼈阿昔单抗的推荐剂量为 0.25
在开始经⽪冠状动脉介⼊治疗前，随后连续静脉输注 0.125

（最多 10 12⼩时。

静脉推注 IO-60 分钟

对常规药物治疗⽆反应且计划在 24 ⼩时内接受经⽪冠状动脉介⼊治疗的不稳定型⼼绞痛患者可使⽤阿昔单抗 
0.25 进⾏治疗 静脉
推注，然后在 18 ⾄ 24 ⼩时内静脉输注 10 结束⼀⼩时后
经⽪冠状动脉介⼊治疗。

管理说明

1. 肠胃外药物产品在给药前应⽬视检查颗粒物质。不应使⽤含有明显不透明颗粒的阿昔单抗制剂。

2. 每当使⽤阿昔单抗等蛋⽩质溶液时，都应预料到超敏反应。应⽴即使⽤肾上腺素、多巴胺、茶碱、抗组胺药
和⽪质类固醇。如果出现过敏反应或过敏反应的症状，应停⽌输注并给予适当的治疗。

3. 与所有⾮肠道药物产品⼀样，阿昔单抗给药期间应使⽤⽆菌程序。

4.抽出必要量的阿昔单抗，以便将推注注射到注射器中。使⽤⽆菌、⽆热原、低蛋⽩结合 0.2 或 0.22 过滤器
（Millipore 或同等学历）。

5. 取出必要量的阿昔单抗，以便将连续输注到注射器中。注⼊适当的⽆菌 0.9% 盐⽔或 5% 葡萄糖容器中，并
通过连续输液泵以计算的速率输注。连续输液应在混合后使⽤⽆菌、⽆热原、

蛋⽩质结合 0.2 或 0.22 注射器过滤器（Millipore
使⽤在线、⽆菌、⽆热原、低蛋⽩结合 0.2 或 0.22 在输注结束时丢弃
未使⽤的部分。

或同等学历）或在给药时
过滤器（雅培 或同等学历）。

6. 未发现与静脉输液或常⽤⼼⾎管药物不相容。尽管如此，阿昔单抗应尽可能在单独的静脉内给药，⽽不是与
其他药物混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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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没有观察到与玻璃瓶聚氯⼄烯袋和给药装置的不相容性。

供应⽅式：

阿昔单抗 2 在 5 中提供 含有 10 毫克的⼩瓶 0002-7 140-O 1)。

⼩瓶应储存在 2 ⾄ 8°C（迄今为⽌为 36°C。丢
弃任何留在⼩瓶中的未使⽤部分。

不要冻结。D○不摇。超过有效期请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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