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腺样体扫描®

（腺苷注射）

仅⽤于静脉输液

描述
腺苷是⼀种存在于⾝体所有细胞中的内源性核苷。它在化学上是 6 氨基-9-β-D-呋喃核糖
基-9-H-嘌呤，具有以下结构式：

C10H13ñ5○4 267.24

腺苷是⼀种⽩⾊结晶粉末。它溶于⽔，⼏乎不溶于酒精。通过加热和降低溶液的 pH 值来增加
溶解度。
每个 Adenoscan ⼩瓶均含有 3 mg/mL 腺苷和 9 mg/mL 氯化钠在注射⽤⽔中的⽆菌⽆热原
溶液，qs 溶液的 pH 值介于 4.5 和 7.5 之间。

临床药理学
作⽤机制
腺苷在⼤多数⾎管床中是⼀种有效的⾎管扩张剂，除了在肾传⼊⼩动脉和肝静脉中它会产⽣
⾎管收缩。腺苷被认为通过激活嘌呤受体（细胞表⾯ A1和⼀个2腺苷受体）。尽管腺苷受体激
活松弛⾎管平滑肌的确切机制尚不清楚，但有证据⽀持抑制缓慢的内向钙电流减少钙的摄
取，以及通过 A 激活腺苷酸环化酶。2

平滑肌细胞中的受体。腺苷还可以通过调节交感神经传递来减轻⾎管张⼒。腺苷的细胞内摄
取由特定的跨膜核苷转运系统介导。⼀旦进⼊细胞，腺苷被腺苷激酶迅速磷酸化为单磷酸腺
苷，或被腺苷脱氨酶脱氨基为肌苷。这些腺苷的细胞内代谢物没有⾎管活性。

铊201的⼼肌摄取与冠状动脉⾎流量成正⽐。由于 Adenoscan 显着增加正常冠状动脉
的⾎流量，⽽⼏乎没有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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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狭窄动脉增加时，Adenoscan 导致狭窄冠状动脉供应的⾎管区域中的铊 201 摄取相对较
少，即，与 Adenoscan 之前相⽐，在 Adenoscan 后正常⾎管服务区域和狭窄⾎管服务区域
之间的差异更⼤。

⾎流动⼒学
腺苷对⼼脏产⽣直接的负变时、促变和变⼒作⽤，可能是由于 A1-受体激动，并产⽣外周⾎管
舒张，可能是由于 A2-受体激动。Adenoscan 在⼈体中的净效应通常是收缩压、舒张压和平均
动脉⾎压轻度⾄中度降低，并伴有⼼率反射性增加。很少观察到明显的低⾎压和⼼动过速。

药代动⼒学
静脉内施⽤的腺苷通过细胞摄取迅速从循环中清除，主要是通过红细胞和⾎管内⽪细胞。该过
程涉及特定的跨膜核苷载体系统，该系统是可逆的、⾮浓缩的和双向对称的。细胞内腺苷通过
腺苷激酶磷酸化为单磷酸腺苷或通过胞质溶㬵中的腺苷脱氨酶脱氨为肌苷⽽迅速代谢。由于腺
苷激酶具有较低的 K⽶和 V最⼤限度与腺苷脱氨酶相⽐，脱氨作⽤仅在胞浆腺苷使磷酸化途径饱和
时发挥重要作⽤。由腺苷脱氨基形成的肌苷可以使细胞保持完整，或者可以降解为次⻩嘌呤、
⻩嘌呤，最终⽣成尿酸。由腺苷磷酸化形成的⼀磷酸腺苷被掺⼊⾼能磷酸盐池中。虽然细胞外
腺苷主要通过全⾎中半衰期⼩于 10 秒的细胞摄取⽽被清除，但过量的腺苷可能会被胞外形式
的腺苷脱氨酶脱氨基。由于 Adenoscan 的激活或失活不需要肝或肾功能，预计肝和肾功能衰
竭不会改变其有效性或耐受性。

临床试验
在涉及 319 名可以运动的受试者（包括 106 名健康志愿者和 213 名已知或疑似冠⼼病患者）
的两项交叉⽐较研究中，盲⼈观察者⽐较了 Adenoscan 和运动铊图像。通过全局分析（逐个
患者）和⾼达 93% 的基于⾎管区域的病例，这些图像在 85.5% 的病例中存在灌注缺损是⼀致
的。在这两项研究中，193 名患者还进⾏了近期冠状动脉造影以进⾏⽐较（健康志愿者未插⼊
导管）。Adenoscan 检测⾎管造影显着疾病（⾄少⼀根主要⾎管的管腔直径减⼩ ≥50%）的
灵敏度（真阳性 Adenoscan 除以⾎管造影阳性（异常）患者的数量）为 Adenoscan 的 64% 
和运动的 64%测试，⽽ Adenoscan 的特异性（真阴性除以⾎管造影阴性的患者数量）为 
54%，运动测试为 65%。Adenoscan 敏感性的 95% 置信限为 56% ⾄ 78%，特异性为 37% 
⾄ 71%。

冠状动脉内多普勒⾎流导管研究表明，静脉注射 Adenoscan 的剂量为 140 mcg/kg/min，⼤
约 95% 的病例在输注开始后 2 到 3 分钟内产⽣最⼤冠状动脉充⾎（相对于冠状动脉内罂粟
碱）。停⽌ Adenoscan 输注后，冠状动脉⾎流速度会在 1 到 2 分钟内恢复到基础⽔平。

适应症和⽤法



对于不能充分运动的患者，静脉注射腺体扫描可作为铊 201 ⼼肌灌注闪烁显像的辅
助⼿段（⻅警告 ）。

禁忌症
静脉注射 Adenoscan（腺苷注射液）不应⽤于以下个体：
1. ⼆度或三度房室传导阻滞（⼈⼯起搏器功能正常的患者除外）。
2. 窦房结疾病，如病态窦房结综合征或有症状的⼼动过缓（⼈⼯起搏器功能正常的患者

除外）。
3. 已知或疑似⽀⽓管收缩或⽀⽓管痉挛性肺病（如哮喘）。
4. 已知对腺苷过敏。

警告
致命的⼼脏骤停、危及⽣命的室性⼼律失常和⼼肌梗塞

据报道，致命性⼼脏骤停、持续性室性⼼动过速（需要复苏）和⾮致命性⼼肌梗死与 
Adenoscan 输注同时发⽣。不稳定型⼼绞痛患者的⻛险可能更⼤。应有适当的复苏措施。

窦房结和房室结阻滞
Adenoscan（腺苷注射）对 SA 和 AV 结具有直接抑制作⽤，并有可能导致⼀级、⼆级或三级 
AV 传导阻滞或窦性⼼动过缓。⼤约 6.3% 的患者使⽤ Adenoscan 出现 AV 传导阻滞，包括⼀
级 (2.9%)、⼆级 (2.6%) 和三级 (0.8%) ⼼脏传导阻滞。Adenoscan 可引起窦性⼼动过缓。
Adenoscan 应谨慎⽤于预先存在 I 度 AV 传导阻滞或束⽀传导阻滞的患者，并应避免⽤于⾼度 
AV 传导阻滞或窦房结功能障碍的患者（⼈⼯起搏器功能正常的患者除外）。任何出现持续性
或有症状的⾼级别 AV 传导阻滞的患者都应停⽤ Adenoscan。腺苷输注很少观察到窦性停顿。

低⾎压
Adenoscan（腺苷注射液）是⼀种有效的外周⾎管扩张剂，可引起明显的低⾎压。具有完整压
⼒感受器反射机制的患者能够通过增加⼼率和⼼输出量来维持⾎压和组织灌注以响应 
Adenoscan。然⽽，对于患有⾃主神经功能障碍、狭窄性瓣膜性⼼脏病、⼼包炎或⼼包积液、
伴有脑⾎管功能不全的狭窄性颈动脉疾病或未纠正的低⾎容量的患者，应谨慎使⽤ 
Adenoscan，因为这些患者存在低⾎压并发症的⻛险。任何出现持续性或症状性低⾎压的患者
都应停⽤ Adenoscan。

⾼⾎压
已经观察到收缩压和舒张压的增加（在⼀种情况下⾼达 140 mm Hg 收缩压）伴随着 
Adenoscan 输注；⼤多数升⾼会在⼏分钟内⾃⾏消退，但在某些情况下，⾼⾎压会持续数⼩
时。
⽀⽓管收缩
Adenoscan（腺苷注射液）是⼀种呼吸兴奋剂（可能通过激活颈动脉体化学感受器），⼈体静
脉内给药已被证明可增加分钟通⽓量 (Ve) 并降低动脉 PCO2引起呼吸性碱中毒。⼤约 28% 的
患者在使⽤ Adenoscan 时会出现呼吸困难（呼吸困难）或深呼吸的冲动。这些呼吸系统疾病
是短暂的，很少需要⼲预。



据报道，通过吸⼊给药的腺苷会导致哮喘患者的⽀⽓管收缩，这可能是由于肥⼤细胞脱粒和
组胺释放所致。在正常受试者中未观察到这些影响。Adenoscan 已⽤于少数哮喘患者，据报
道其症状轻度⾄中度恶化。阻塞性肺病患者在输注腺苷期间曾发⽣呼吸损害。与⽀⽓管收缩
⽆关的阻塞性肺病（如肺⽓肿、⽀⽓管炎等）患者应谨慎使⽤ Adenoscan，⽽在有⽀⽓管收
缩或⽀⽓管痉挛（如哮喘）的患者中应避免使⽤ Adenoscan。任何出现严重呼吸困难的患者
都应停⽤ Adenoscan。

⼼房颤动
在接受腺苷灌注的⼼肌灌注成像的患者（有和没有⼼房颤动病史）中报告了⼼房颤动。在这
些病例中，⼼房颤动在腺苷启动后 1.5 ⾄ 3 分钟开始，持续 15 秒⾄ 6 ⼩时，并⾃发转变为
正常窦性⼼律。

防范措施

药物相互作⽤
静脉注射 Adenoscan（腺苷注射液）与其他⼼脏活性药物（如 β 肾上腺素能阻滞剂、强⼼苷
和钙通道阻滞剂）没有明显的不良相互作⽤，但尚未系统评估其与这些药物的有效性。然
⽽，由于可能对 SA 和 AV 结产⽣累加或协同抑制作⽤，因此在存在这些药物的情况下应谨慎
使⽤ Adenoscan。

Adenoscan 的⾎管活性作⽤受到腺苷受体拮抗剂的抑制，例如甲基⻩嘌呤（如咖啡因和茶
碱）。Adenoscan 在这些药物存在下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得到系统评估。

Adenoscan 的⾎管活性作⽤由核苷转运抑制剂（如双嘧达莫）增强。Adenoscan 在双嘧达莫
存在下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得到系统评估。

只要有可能，在使⽤ Adenoscan 之前，应停⽤可能抑制或增强腺苷作⽤的药物⾄少 5 
个半衰期。

致癌、突变、⽣育能⼒受损
尚未进⾏动物研究来评估 Adenoscan（腺苷注射液）的致癌潜⼒。在沙⻔⽒菌（Ames 试
验）和哺乳动物微粒体试验中，腺苷对潜在的遗传毒性呈阴性。

然⽽，腺苷与其他以毫摩尔浓度存在的核苷⼀样，在培养细胞中存在数倍的细胞，已知
会产⽣多种染⾊体改变。
尚未⽤腺苷对动物进⾏⽣育⼒研究。

妊娠 C 类
没有⽤腺苷进⾏动物⽣殖研究；也没有在孕妇中进⾏过研究。由于尚不清楚 Adenoscan 是否
会对孕妇造成伤害，因此只有在明确需要时才应在怀孕期间使⽤ Adenoscan。



⼉科使⽤
Adenoscan 在 18 岁以下患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确定。

⽼年⼈使⽤
Adenoscan 的临床研究没有包括⾜够数量的年龄⼩于 65 岁的受试者来确定他们是否有不同
的反应。其他报道的经验没有揭⽰⽼年⼈与年轻患者相⽐反应的临床相关差异。然⽽，不能
排除⼀些⽼年⼈的敏感性更⾼。

不良反应
在参加对照和⾮对照美国临床试验的 1421 名患者中，静脉注射 Adenoscan 报告了以下发⽣
率⾄少为 1% 的反应。尽管腺苷的半衰期很短，但 10.6% 的副作⽤不是在输注 Adenoscan 时
发⽣，⽽是在输注终⽌后数⼩时发⽣。此外，8.4% 的与输注同时开始的副作⽤在输注完成后
持续⻓达 24 ⼩时。在许多情况下，⽆法知道这些晚期不良事件是否是 Adenoscan 输注的结
果。

法拉盛
胸部不适
呼吸困难或深呼吸的冲动 头痛

喉咙、颈部或下巴不适 胃肠
道不适 头晕/头晕 上肢不适 
ST 段压低

⼀级房室传导阻滞
⼆度房室传导阻滞
感觉异常
低⾎压
紧张
⼼律失常

44%
40%
28%
18%
15%
13%
12%
4%
3%
3%
3%
2%
2%
2%
1%

不到 1% 的患者报告的任何严重程度的不良经历包括：

⾝体作为⼀个整体
背部不适；下肢不适；弱点 ⼼⾎管系统

⾮致死性⼼肌梗死；危及⽣命的室性⼼律失常；三度房室传导阻滞；⼼动过缓; ⼼悸；窦出
⼝阻滞；窦性停顿；出汗; T 波变化；⾼⾎压（收缩压> 200 mm Hg）

中枢神经系统
睡意; 情绪不稳定; 震颤



⽣殖器/泌尿系统
阴道压⼒; 紧迫性 呼吸系
统
咳嗽
特殊感官
模糊的视野; ⼝⼲; ⽿朵不适；⾦属味；鼻塞; 暗点；⾆头不适

后营销经验(⻅警告）
根据 Adenoscan 的营销经验，报告了以下不良事件。由于这些事件是由规模不确定的⼈群⾃
愿报告的，与伴随疾病以及多种药物治疗和外科⼿术有关，因此并不总是能够可靠地估计它
们的频率或建⽴与药物暴露的因果关系。将这些事件纳⼊标签的决定通常基于以下⼀个或多
个因素：(1) 事件的严重性，(2) 报告的频率，(3) 与药物的因果关系强度，或综合这些因素。

⾝体作为⼀个整体
注射部位反应

中枢神经系统
癫痫发作，包括强直阵挛（⼤发作）癫痫发作和意识丧失

消化
恶⼼和呕吐

呼吸
呼吸骤停

药物过量
腺苷的半衰期⼩于 10 秒，并且 Adenoscan 的副作⽤（当它们发⽣时）通常在停⽌输注后迅速
消退，尽管观察到延迟或持续的影响。甲基⻩嘌呤，如咖啡因和茶碱，是竞争性腺苷受体拮抗
剂，茶碱已被⽤于有效终⽌持续性副作⽤。在美国对照临床试验中，只有不到 2% 的患者需要
茶碱（50-125 mg 缓慢静脉注射）来中⽌ Adenoscan 的副作⽤。

剂量和给药
仅⽤于静脉输注。
Adenoscan 应作为连续外周静脉输注给药。



成⼈的推荐静脉注射剂量为 140 mcg/kg/min 输注 6 分钟（总剂量为 0.84 mg/kg）。

所需剂量的铊 201 应在 Adenoscan 输注的中点注射（即在 Adenoscan 的前三分钟后）。铊 
201 在物理上与 Adenoscan 兼容，可以直接注⼊ Adenoscan 输液器。

注射应尽可能靠近静脉通路，以防⽌所施⽤的 A  denoscan 剂量（IV 管的内容物）的
⽆意增加。
没有关于替代 Adenoscan 输注⽅案的安全性或有效性的数据。
通过冠状动脉内途径给药的 Adenoscan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确定。

以下 Adenoscan 输注列线图可⽤于确定根据总体重校正的适当输注速率：

患者体重 输液速度
毫升/分钟

2.1
2.3
2.6
2.8
3.0
3.3
3.5
3.8
4.0
4.2

公⽄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磅
99

110
121
132
143
154
165
176
187
198

该列线图源⾃以下通⽤公式：

笔记：给药前应⽬视检查肠胃外药物产品是否有颗粒物和变⾊。

供应⽅式
Adenoscan（腺苷注射液）以 20 mL 和 30 mL ⽆菌、⽆热原⽣理盐⽔⼩瓶的形式提供。

国家数据中⼼ 0469-0871-20

60 mg/20 mL (3 mg/mL) 装在 20 mL 单剂量、翻盖玻璃⼩瓶中，单独包装和每包 10 个。
产品编号 87120

国家数据中⼼ 0469-0871-30

90 mg/30 mL (3 mg/mL) 装在 30 mL 单剂量翻盖玻璃⼩瓶中，单独包装和每包 10 个。
产品编号 87130



在受控室温 15°-30°C (59°-86°F) 下储存
不要冷藏，因为可能会发⽣结晶。如果发⽣结晶，加热⾄室温溶解晶体。使⽤时溶液必须澄
清。
不含防腐剂。丢弃未使⽤的部分。 仅接收

营销者：
Astellas Pharma US, Inc. 
Deerfield, IL 60015-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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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伊利诺伊州森林湖 6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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