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磺酸腺苷蛋氨酸
变形⾦属

公式

药⽚：
每⽚肠溶⽚含有 949 mg 腺苷蛋氨酸丁⼆磺酸盐，相当于 500 mg 腺苷蛋氨酸。

注射⽤冻⼲粉： 每个⼩瓶包含：

Ademetionine (Sulfo-Adenosyl-L-Methionine) 1,4-butanedisulfonate 949 mg 相当于 500 mg Ademetionine

注射液： 每个安瓿包
含：
L-赖氨酸…………………………………………………….. 428 毫克
氢氧化钠……………………………………………… 14.4 毫克注射
⽤⽔………………………………………… qs 5 mL

描述

腺苷蛋氨酸或 S-腺苷-L-蛋氨酸是氨基酸蛋氨酸的衍⽣物。由于结构不稳定性，腺苷蛋氨酸作为⼝服药物使⽤时需要稳定的盐形式。活性成分
是盐，腺苷蛋氨酸 1,4-丁⼆磺酸盐（ademetionine SD4）。 适应症

腺苷蛋氨酸适⽤于成⼈（≥ 18 岁）的治疗：

· 肝硬化前和肝硬化状态下的肝内胆汁淤积

·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

剂量和给药

治疗可以通过肠胃外给药开始并继续⼝服或⼝服开始。

冻⼲粉

腺苷蛋氨酸冻⼲粉和溶剂（注射⽤⽔、L-赖氨酸、氢氧化钠）以 500 mg/5 mL ⼩瓶的形式提供，⽤于静脉内和肌⾁内注射。冻⼲粉在使⽤时
应使⽤随附的溶剂溶解。丢弃未使⽤的部分。

腺苷蛋氨酸不应与碱性或含钙离⼦溶液混合。如果冻⼲粉的颜⾊不是⽩⾊到淡⻩⾊（由于⼩瓶破裂或受热），则不应使⽤该产品.

应缓慢静脉注射腺苷蛋氨酸。

平板电脑

腺苷蛋氨酸⽚剂有 500 毫克强度。Ademetionine ⽚剂应整⽚吞服，⽽不是咀嚼。
为了更好地吸收活性成分和完整的治疗效果，腺苷蛋氨酸⽚不应随餐服⽤。

腺苷蛋氨酸⽚剂应在使⽤前⽴即从泡罩包装中取出。如果药⽚的颜⾊不是⽩⾊到淡⻩⾊（由于铝包装上存在孔洞），建议不要使⽤该产品.

肝内胆汁淤积

初始治疗：

IV 或 IM：推荐剂量为 5-12 mg/kg/天 IV 或 IM。通常的起始剂量为 500 mg/天 IV 或 IM，每⽇总剂量不超过 800 mg，持续 2 周。

⼝服：推荐剂量为⼝服 10-25 mg/kg/天。通常的起始剂量为800毫克/天，每⽇总剂量不超过1600毫克。

维持治疗：

⼝服：800 ⾄ 1,600 毫克/天。

⼉科

腺苷蛋氨酸⽤于⼉童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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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病学

腺苷蛋氨酸的临床研究没有包括⾜够数量的 65 岁及以上受试者，以确定他们的反应是否与年轻受试者不同。报告的临床经验尚未确定⽼年和
年轻患者之间的反应差异。⼀般来说，⽼年患者的剂量选择应谨慎，通常从剂量范围的低端开始，反映肝、肾或⼼脏功能下降以及伴随疾病
或其他药物治疗的频率更⾼。

肾功能不全

尚未在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中进⾏研究。因此，建议对这些患者使⽤腺苷蛋氨酸时要谨慎。

肝功能损害

健康志愿者和慢性肝病患者的药代动⼒学参数相似。

禁忌症

腺苷蛋氨酸禁⽤于有遗传缺陷影响蛋氨酸循环和/或导致同型半胱氨酸尿症和/或⾼同型半胱氨酸⾎症（例如胱硫醚β-合酶缺乏症、维⽣素 B12

代谢缺陷）。

已知对活性物质或任何⾮活性成分过敏的患者禁⽤腺苷蛋氨酸。

警告和注意事项

应缓慢静脉注射腺苷蛋氨酸（⻅剂量和给药）。

服⽤⼝服腺苷蛋氨酸的⾼氨⾎症前期和肝硬化状态的患者应监测氨⽔平。

因为维⽣素B12和叶酸缺乏可能会降低腺苷蛋氨酸⽔平，有⻛险的患者（贫⾎、肝病、怀孕或由于其他疾病或饮⻝习惯（如素⻝主义者）可能
导致维⽣素缺乏）应进⾏常规⾎液检查以检查⾎浆⽔平。如果发现缺陷，⽤ B 治疗12和/或叶酸建议在使⽤腺苷蛋氨酸之前或同时使⽤。（⻅
药理学特性 - 代谢）。

⼀些患者在使⽤腺苷蛋氨酸时可能会感到头晕。应建议患者在治疗期间不要驾驶或操作机器，直到他们有理由确定腺苷蛋氨酸治疗不会影响
他们从事此类活动的能⼒。（看对驾驶或使⽤机器的能⼒的影响）。

腺苷蛋氨酸不推荐⽤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有报道称，当使⽤腺苷蛋氨酸治疗时，患者会从抑郁症转变为轻躁狂或躁狂症。

有⼀篇关于服⽤腺苷蛋氨酸和氯⽶帕明的患者出现 5-羟⾊胺综合征的⽂献报道。尽管假设存在潜在的相互作⽤，但在同时使⽤腺苷蛋氨酸与
选择性 5-羟⾊胺再摄取抑制剂 (SSRI)、三环类抗抑郁药（如氯⽶帕明）以及含有⾊氨酸的⾮处⽅药和草药补充剂时，建议谨慎使⽤。（看药
物相互作⽤）。

在短期临床试验（持续时间 3-6 周）中研究了腺苷蛋氨酸治疗抑郁症的疗效。腺苷蛋氨酸在较⻓时期内治疗抑郁症的有效性尚不清楚。治疗
抑郁症的药物有很多，患者应咨询医⽣以确定最佳治疗⽅案。如果在腺苷蛋氨酸治疗期间症状没有减轻或恶化，应⿎励患者告知医⽣。

抑郁症患者有⾃杀和其他严重事件的⻛险，因此在腺苷蛋氨酸治疗期间应接受持续的精神⽀持，以确保抑郁症症状得到充分解决和治疗。

有报道称腺苷蛋氨酸治疗的患者出现短暂或恶化的焦虑。在⼤多数情况下，不需要中断治疗。在少数情况下，减少剂量或停⽌治疗后焦虑会
消失。

⼲扰同型半胱氨酸免疫测定

腺苷蛋氨酸会⼲扰同型半胱氨酸免疫测定，这可能会显⽰⽤腺苷蛋氨酸治疗的患者⾎浆同型半胱氨酸⽔平错误升⾼。因此，在接受腺苷蛋氨
酸治疗的患者中，建议使⽤⾮免疫学⽅法测量⾎浆同型半胱氨酸。

药物相互作⽤

⼀名服⽤腺苷蛋氨酸和氯⽶帕明的患者报告了⾎清素综合征。因此，尽管假设存在潜在的相互作⽤，但建议在同时使⽤腺苷蛋氨酸与选择性 
5-羟⾊胺再摄取抑制剂 (SSRI)、三环类抗抑郁药（如氯⽶帕明）以及含有⾊氨酸的⾮处⽅药和草药补充剂时要谨慎。（看警告和注意事项
）。

怀孕和哺乳

怀孕



在怀孕的最后三个⽉对⼥性使⽤⾼剂量的腺苷蛋氨酸并没有导致任何不良反应。建议仅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在怀孕的前三个⽉使⽤腺苷蛋氨
酸。

哺乳期
仅当潜在益处证明对婴⼉的潜在⻛险合理时，才应在⺟乳喂养时使⽤腺苷蛋氨酸。

对驾驶和使⽤机器的能⼒的影响

⼀些患者在使⽤腺苷蛋氨酸时可能会感到头晕。应建议患者在治疗期间不要驾驶或操作机器，直到他们有理由确定腺苷蛋氨酸治疗不会影响
他们从事此类活动的能⼒（⻅警告和注意事项）。

不良反应

临床试验

在⻓达 2 年的对照和开放试验中，对 2434 名患者进⾏了研究，其中 1983 名患有肝病患者和 817 名抑郁症患者接触了腺苷蛋氨酸。

该表基于 22 项临床试验中使⽤腺苷蛋氨酸治疗的 1667 名患者，其中 121 ⼈（7.2%）共发⽣ 188 次不良反应。恶⼼、腹痛和腹泻是最常⻅的
不良反应。不良事件与药物的因果关系并不总是可评估的。

系统器官类（SOC） ⾸选术语
感染和侵扰 尿路感染

困惑
失眠精神疾病

头晕
头痛
感觉异常

神经系统疾病

⼼脏疾病 ⼼⾎管疾病

热冲洗
浅静脉炎⾎管疾病

腹胀
腹痛
腹泻
⼝⼲
消化不良
⻝管炎
胀⽓
肠胃痛
胃肠道疾病 胃肠道出⾎ 恶
⼼

呕吐

胃肠道疾病

胆绞痛
肝硬化肝胆疾病

多汗症
瘙痒
⽪肤反应

⽪肤和⽪下组织疾病

肌⾁⻣骼和结缔组织疾病 关节痛
肌⾁痉挛

虚弱
发冷
注射部位反应 流感样
疾病
萎靡不振
外周⽔肿
发热

⼀般疾病和给药部位条件

后营销经验

免疫系统疾病
超敏反应、类过敏反应或过敏反应（例如潮红、呼吸困难、⽀⽓管痉挛、背痛、胸部不适、⾎压改变 [低⾎压、⾼⾎压] 或脉率 [⼼动过速、⼼
动过缓]）。



精神疾病
焦虑

呼吸、胸和纵隔疾病 喉⽔肿

⽪肤和⽪下组织疾病
注射部位反应（很少有⽪肤坏死）、⾎管性⽔肿、过敏性⽪肤反应（如⽪疹、瘙痒、荨⿇疹、红斑）。

药物过量

腺苷蛋氨酸过量的病例似乎很少⻅。医⽣应联系当地的毒物控制中⼼。⼀般来说，应监测患者并提供⽀持性护理。

药理性质

药效学性质

S-腺苷-L-蛋氨酸（腺苷蛋氨酸）是⼀种天然存在的氨基酸，⼏乎存在于所有⾝体组织和体液中。腺苷蛋氨酸主要⽤作辅酶，甲基的供体转移
（转甲基化）是⼈类和动物的重要代谢过程。甲基转移对于细胞膜磷脂双层的发育也是必不可少的，并有助于膜的流动性。腺苷蛋氨酸可以
穿透⾎脑屏障，腺苷蛋氨酸介导的甲基化对中枢神经系统中神经递质的形成⾄关重要，包括⼉茶酚胺（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
素）、5-羟⾊胺、褪⿊激素和组胺。

腺苷蛋氨酸也是通过转硫形成⽣理硫化化合物（半胱氨酸、⽜磺酸、⾕胱⽢肽、CoA 等）的前体。⾕胱⽢肽是肝脏中最有效的抗氧化剂，对
肝脏解毒很重要。Ademetionine 增加酒精性和⾮酒精性肝病患者的肝⾕胱⽢肽⽔平。叶酸和维⽣素 B12是腺苷蛋氨酸代谢和补充中必不可少
的辅助营养素。

药代动⼒学特性

吸收

在⼈体中，静脉内给药后，腺苷蛋氨酸的药代动⼒学曲线是双指数的，由进⼊组织的快速表观分布阶段和半衰期约为 1.5 ⼩时的终末消除阶
段组成。肌内给药时，腺苷蛋氨酸的吸收⼏乎完全（96%）；⼤约 45 分钟后达到腺苷蛋氨酸的最⼤⾎浆浓度。⼝服腺苷蛋氨酸后，在摄⼊肠
溶⽚（400-1000 mg）后 3 ⾄ 5 ⼩时达到⾎浆峰浓度。当在禁⻝条件下施⽤腺苷蛋氨酸时，⼝服⽣物利⽤度得到提⾼。肠溶⽚给药后的⾎浆
峰浓度与剂量有关，⾎浆峰浓度为 0。5 到 1 毫克/升在 400 毫克到 1000 毫克的单剂量后 3 到 5 ⼩时达到。⾎浆浓度在 24 ⼩时内降⾄基线。

分配

据报道，100 mg 和 500 mg 腺苷蛋氨酸的分布容积分别为 0.41 和 0.44 L/kg。与⾎浆蛋⽩的结合可忽略不计，≤ 5 %。

代谢

产⽣、消耗和再⽣腺苷蛋氨酸的反应称为腺苷蛋氨酸循环。在该循环的第⼀步中，腺苷蛋氨酸依赖性甲基化酶使⽤腺苷蛋氨酸作为底物并产
⽣ S-腺苷-同型半胱氨酸。S-腺苷-⾼半胱氨酸然后被S-腺苷-⾼半胱氨酸⽔解酶⽔解成⾼半胱氨酸和腺苷。然后将同型半胱氨酸再循环回甲硫
氨酸，同时从 5-甲基四氢叶酸中转移⼀个甲基。最后，蛋氨酸可以转化回腺苷蛋氨酸，完成循环。

排泄

在使⽤⼝服给药的⽰踪平衡研究中，放射性（甲基14C) 在正常志愿者中相同，48 ⼩时后放射性尿排泄为 15.5 ± 1.5%，72 ⼩时后粪便排泄为 
23.5 ± 3.5%，留下约 60% 进⼊稳定池。

临床前安全数据

毒理学研究通过⼝服、⽪下、静脉内和肌⾁内途径在多种动物物种（包括⼩⿏、⼤⿏、仓⿏和狗）中以单剂量和重复剂量进⾏。

重复剂量毒性测试表明，肾脏是⼤⿏和仓⿏的靶器官，⽽在狗中的程度要⼩得多。可能，睾丸是⼤⿏的另⼀个靶器官。没有观察到⾝体器官
的其他显着变化。单剂量毒性、104 周内的重复剂量毒性、⽣殖毒性和致突变性研究未显⽰任何其他明显的毒性作⽤迹象。

临床研究描述

⼤量科学研究表明，腺苷蛋氨酸可能有助于治疗抑郁症和肝脏疾病。2002 年，美国医疗保健研究与质量局 (AHRQ) 发表了腺苷蛋氨酸治疗抑
郁症、⻣关节炎和肝病的临床疗效综述。本报告基于截⾄ 2000 年发表的关于使⽤腺苷蛋氨酸治疗抑郁症、⻣关节炎和肝病的⽂献。确定了 
102 项相关研究：47 项抑郁症研究、14 项⻣关节炎研究和 41 项肝病研究。这些研究的荟萃分析得出结论，腺苷蛋氨酸⽐安慰剂更有效地缓
解症状



抑郁症、⻣关节炎疼痛、妊娠期胆汁淤积瘙痒、肝内胆汁淤积。对于妊娠期胆汁淤积症和肝内胆汁淤积症，腺苷蛋氨酸在降低⾎清胆红素⽅
⾯⽐安慰剂更有效。腺苷蛋氨酸治疗相当于抑郁症和⻣关节炎的标准治疗。

肝内胆汁淤积

腺苷蛋氨酸⼝服和⾮肠道使⽤20多年的经验表明，该药对肝病和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及其他慢性肝病的治疗有效。

肝内胆汁淤积是慢性肝病和其他肝细胞损伤原因的并发症。在肝脏疾病中，正常的肝细胞功能如胆汁酸的调节和清除受到损害，导致胆汁淤
积。

腺苷蛋氨酸的使⽤已在涉及肝内胆汁淤积的慢性肝病患者中进⾏了研究，包括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药物性肝损伤、
病毒性肝炎、全胃肠外营养引起的胆汁淤积、酒精性肝病和⾮酒精性肝病肝病。

超过 2,700 名患有肝内胆汁淤积症和/或慢性肝病的患者已被纳⼊腺苷蛋氨酸的临床试验，1983 名患者接受了这种药物的治疗。在⼤多数这些
试验中，由于⼏乎完全没有替代疗法，腺苷蛋氨酸与安慰剂进⾏了⽐较。在⼏乎 90% 的病例中，胆汁淤积成分与慢性肝病有关。其余患者患
有酒精性肝病、急慢性肝炎或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临床研究中考虑的疗效参数包括胆汁淤积的主要主观症状（瘙痒、⻩疸、疲劳、恢复
健康），以及胆汁淤积和肝损伤的⽣化标志物，如总胆红素和结合胆红素、碱性磷酸酶、胆汁盐, 转氨酶, γ-⾕氨酰转移酶。腺苷蛋氨酸静脉
注射、肌⾁注射或⼝服治疗可改善由慢性肝病或妊娠引起的肝内胆汁淤积和酒精性肝硬化。IV 或 IM 治疗在治疗 1-2 周后效果明显，⽽⼝服治
疗适合维持治疗。

⼀项针对 123 名患有酒精性肝硬化的男性和⼥性的⻓期、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发现，与安慰剂相⽐，每天服⽤ 1,200 毫克腺苷蛋氨酸 2 年
可以提⾼存活率并延缓肝移植的需要。试验结束时的总体死亡率/肝移植死亡率从安慰剂组的 30% 降⾄腺苷蛋氨酸组的 16%，尽管差异⽆统
计学意义。腺苷蛋氨酸的⻓期治疗降低了总体死亡率/肝移植，尤其是在肝病较轻的患者中。

沮丧

Ademetionine 已在抑郁症的管理中⼝服或肠胃外给药。⼏篇关于腺苷蛋氨酸治疗抑郁症疗效的评论⽂章和临床研究的荟萃分析结果表明，腺
苷蛋氨酸在 200-1600 毫克/天的剂量下，对患者具有明显的抗抑郁活性患有不同类型的抑郁症（单相和双相内源性、神经质、⼼境恶劣障
碍）。⼏项双盲研究发现腺苷蛋氨酸治疗抑郁症的疗效优于安慰剂，与三环类抗抑郁药相似。抗抑郁作⽤迅速，在治疗后 5-7 天内显现，没
有副作⽤，特别是抗胆碱能反应。腺苷蛋氨酸与其他抗抑郁药相容，特别是三环类抗抑郁药和单胺氧化酶抑制剂。（看警告和注意事项；药
物相互作⽤）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

在包括 264 名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妇⼥在内的 7 项临床试验中评估了腺苷蛋氨酸治疗的疗效。其中，156 ⼈接受腺苷蛋氨酸治疗，21 ⼈接
受安慰剂治疗，60 ⼈接受活性对照（熊去氧胆酸）和 27 ⼈腺苷蛋氨酸加熊去氧胆酸。腺苷蛋氨酸静脉注射、肌⾁注射或⼝服治疗妊娠期肝
内胆汁淤积症有效，可改善瘙痒和⽣化指标。

警告

⻝品、药品、器械和化妆品法禁⽌⽆处⽅配药。

贮存

储存温度不超过 30°C。

保质期

24 个⽉

可⽤性

平板电脑：Alu/Alu 泡罩包装，每盒 10 ⽚

注射溶液：⼀ (1) 个盒⼦包含：1 型透明玻璃⼩瓶（活性）x 5 ⽀ + EP 1 型透明玻璃安瓿瓶，5 mL（净含量）（作为稀释剂）x 5 ⽀

Ademetionine butanedisulfonate (Transmetil) 500mg 
⽚剂： 制造商：
艾伯维有限公司
SR 148 蓬蒂娜公⾥。52 SNC
04011 Campoverde di Aprilia, 艾普瑞利亚 (LT) 意
⼤利



Ademetionine butanedisulfonate (Transmetil) 500mg 注射⽤溶液粉末： 制造
商：
法玛尔艾格勒
Rue de I'Isle
28380 Saint-Remy sur Avre 
法国

进⼝商：
雅培实验室
威尼斯企业中⼼, 8 Turin St. Mckinley 
Town Centre, Fort Bonifacio Taguig 
City, 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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