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蛋⽩ Biotest 20%，输液溶液 ⼈⽩蛋⽩

在开始使⽤该药之前，请仔细阅读所有传单，因为它包含对您来说很重要的信息。

-
-
-

保留此传单。你可能需要把它重读⼀遍。
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请咨询您的医⽣或护⼠。
如果您有任何副作⽤，请咨询您的医⽣或护⼠。这包括本传单中未列出的任何可能的副作⽤。⻅第 4 
节。

本传单中的内容：
1. Human Albumin Biotest 20% 是什么以及它的⽤途
2. 使⽤ Human Albumin Biotest 20% 前需要了解的事项
3. 如何使⽤ Human ⽩蛋⽩ Biotest 20%
4. 可能的副作⽤
5. 如何储存 Human ⽩蛋⽩ Biotest 20%
6. 包装内容及其他信息

1. Human Albumin Biotest 20% 是什么以及它的⽤途

⼈⽩蛋⽩ Biotest 20% 是⼀种⽤于输注（进⼊静脉）的溶液。1 升溶液含有 200 g ⼈⾎浆蛋⽩，其中⾄
少 96% 是⼈⽩蛋⽩。

⼈⽩蛋⽩⽣物测试 20% ⽤于恢复和维持低⾎量且需要使⽤㬵体（如⽩蛋⽩）的循环⾎量。

2. 使⽤ Human Albumin Biotest 20% 前需要了解的事项

不要使⽤ Human ⽩蛋⽩ Biotest 20%：
- 如果您对⽩蛋⽩制剂或该药物的任何其他成分过敏（在第 6 节中列出）。

警告和注意事项
怀疑过敏或过敏型反应需要⽴即停⽌输注。如果发⽣休克，应采⽤标准的休克治疗。

如果您出现以下任何⼀种情况作为⼼⾎管超负荷（⾼⾎容量）的迹象，输液也将停⽌：

-
-
-
-
-
-

头痛
呼吸困难（呼吸困难）
颈静脉充⾎（颈静脉积液）⾎压升⾼

静脉压升⾼（静脉压⼒升⾼） 肺⽔肿（肺部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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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患有以下任何⼀种情况，请咨询您的医⽣：
-
-
-
-
-
-
-
他/她将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您的医⽣还将对您进⾏监测，以检查您的循环状况以及电解质平衡
和⾎容量。

⼼⼒衰竭（失代偿性⼼功能不全） ⾼⾎压（⾼⾎
压）
⻝道静脉扩⼤（⻝道静脉曲张） 肺部积⽔（肺
⽔肿）
异常或⾃发性出⾎的倾向（出⾎素质）红细胞减少（严重贫⾎）

尿量减少或⽆（肾性和肾后性⽆尿）

有关传染性病原体传播的信息
当药物由⼈体⾎液或⾎浆制成时，会采取某些措施来防⽌感染传染给患者。这些包括：

- 仔细选择献⾎者和⾎浆献⾎者，以确保排除有感染⻛险的⼈，

对每次捐赠和⾎浆池的病毒/感染迹象进⾏检测，
在⾎液或⾎浆的处理中包含可以灭活或去除病毒的步骤。

-
-
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但在使⽤由⼈⾎或⾎浆制备的药物时，不能完全排除传染的可能性。这也适⽤于
任何未知或新出现的病毒或其他类型的感染。

没有关于通过既定⼯艺⽣产的符合欧洲药典要求的⽩蛋⽩感染病毒的报道。

强烈建议您每次接受⼀剂 Human Albumin Biotest 20% 时，记录产品的名称和批号，以便保留所⽤批次
的记录。

其他药物和⼈⽩蛋⽩⽣物检测 20%
如果您正在使⽤、最近使⽤或可能使⽤任何其他药物，请告诉您的医⽣。

怀孕、哺乳和⽣育
如果您怀孕或哺乳，认为您可能怀孕或计划⽣育，请在服⽤此药前咨询您的医⽣。您的医⽣将决定是否
可以在怀孕和哺乳期间使⽤ 20% ⼈⽩蛋⽩。

驾驶和使⽤机器
⼈类⽩蛋⽩⽣物测试 20% 对驾驶或使⽤机器的能⼒没有已知影响。

⼈⽩蛋⽩ Biotest 20% 含有钠
该药物每 50 毫升⼩瓶中含有⼤约 140 毫克钠（烹饪/⻝盐的主要成分）。这相当于成⼈每⽇推荐的最⼤
钠膳⻝摄⼊量的 7.0%。

该药物每 100 毫升⼩瓶中含有约 280 毫克钠（烹饪/⻝盐的主要成分）。这相当于成⼈建议的每⽇钠最⼤
膳⻝摄⼊量的 14.0%。

3. 如何使⽤ Human ⽩蛋⽩ Biotest 20%

Human Albumin Biotest 20% 治疗通常由医⽣或护⼠在医院进⾏。

⼈⽩蛋⽩可直接注⼊静脉或⽤ 0.9% 氯化钠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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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药剂量和频率
您接受的 Human Albumin Biotest 20% 的量取决于您的体型、疾病以及体液或蛋⽩质损失。

您的医⽣将计算⼈⽩蛋⽩⽣物测试 20% 的剂量以及您接受它的频率，以获得⾎液中的正确⽔平。

如果您使⽤的 Human ⽩蛋⽩ Biotest 20% ⽐您应该使⽤的多 这不太可能
发⽣，但如果发⽣这种情况，您的医⽣会知道该怎么做。

如果您对该药的使⽤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您的医⽣或护⼠。

4. 可能的副作⽤

像所有药物⼀样，这种药物会引起副作⽤，尽管不是每个⼈都能得到。

已报告以下副作⽤：
-
-
-
这些很少发⽣。

冲洗，
荨⿇疹（荨⿇疹）、
发烧和恶⼼。

极少数情况下，可能会发⽣严重的反应，例如休克。如果发⽣这种情况，将停⽌输注并开始适当的治
疗。

副作⽤报告
如果您有任何副作⽤，请咨询您的医⽣或护⼠。这包括本传单中未列出的任何可能的副作⽤。您也可
以通过 Yellow Card Scheme 直接报告副作⽤
⽹站：www.mhra.gov.uk/yellowcard 或在 Google Play 或 Apple App Store 中搜索 MHRA Yellow 
Card

通过报告副作⽤，您可以帮助提供有关该药物安全性的更多信息。

5. 如何储存 Human ⽩蛋⽩ Biotest 20%

将此药放在⼉童看不到和够不到的地⽅。

请勿在标签和外箱上注明的有效期后使⽤该药。

将⼩瓶放在外纸箱中，以避光。不要在 25ºC 以上储存。

不要冻结.

⼀旦打开，产品应⽴即使⽤。

给药前⽴即检查溶液是否澄清。如果可⻅任何混浊或颗粒，则不得使⽤该产品。

不要通过废⽔或⽣活垃圾丢弃任何药物。询问您的药剂师如何丢弃不再使⽤的药物。这些措施将有助
于保护环境。

6. 包装内容及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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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蛋⽩⽣物测试 20% 包含
每个装有 50 ml 溶液的⼩瓶含有 10 g ⼈⾎浆蛋⽩，其中⾄少 96% 是⼈⽩蛋⽩。

每个装有 100 ml 溶液的⼩瓶含有 20 g ⼈⾎浆蛋⽩，其中⾄少 96% 是⼈⽩蛋⽩。

其他成分为：⾟酸钠（16 mmol/l）、氯化钠（63 mmol/l）、N⼄酰⾊氨酸（16 
mmol/l）、注射⽤⽔。

⼈⽩蛋⽩⽣物测试 20% 的外观和包装内容 ⼀种澄清的、微粘的液体；它⼏
乎是⽆⾊的、⻩⾊、琥珀⾊或绿⾊。

50 ml 玻璃⼩瓶 100 
ml 玻璃⼩瓶

上市许可持有⼈和制造商 ⽣物测试制药有限公司

兰德施泰纳⼤街 5
63303 德莱希
德国
电话：+49 6103 801-0 传真：
+49 6103 801-150 电⼦邮件：
mail@biotest.com

PL 04500/0012

聚甲醛

本传单最后⼀次修订于 2020 年 2 ⽉。

以下信息仅供医疗保健专业⼈员使⽤：

特殊警告和使⽤注意事项
⼈⽩蛋⽩ 200 g/l 的㬵体渗透作⽤⼤约是⾎浆的四倍。因此，当使⽤浓缩⽩蛋⽩时，必须注意确保患者有
⾜够的⽔合作⽤。应仔细监测患者，以防⽌循环超负荷和⽔合过多。

⽩蛋⽩溶液不能⽤注射⽤⽔稀释，因为这可能导致接受者溶⾎。

如果要更换相对较⼤的体积，则需要控制凝⾎和⾎细胞⽐容。必须注意确保其他⾎液成分（凝⾎因
⼦、电解质、⾎⼩板和红细胞）的充分替代。

如果输注的剂量和速度未根据患者的循环情况进⾏调整，则可能会出现⾎容量过多。

没有关于通过既定⼯艺按照欧洲药典规格⽣产的⽩蛋⽩感染病毒的报道。

与其他医药产品的相互作⽤和其他形式的相互作⽤ 没有已知⼈⽩蛋⽩与其他
产品的特定相互作⽤。

剂量学和给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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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学
应使⽤循环容量⽽不是⾎浆⽩蛋⽩⽔平来确定所需剂量。

如果要使⽤⼈⽩蛋⽩，应定期监测⾎流动⼒学表现；这可能包括：

-
-
-
-
-
-

动脉⾎压和脉率中⼼静脉压

肺动脉楔压尿量

电解质
⾎细胞⽐容/⾎红蛋⽩

给药⽅法 静脉使⽤

该溶液可以通过静脉途径直接给药，也可以⽤等渗溶液（例如0.9%氯化钠）稀释。

在⾎浆交换中，输液速度应根据清除速度进⾏调整。

处理注意事项
⽩蛋⽩溶液不能⽤注射⽤⽔稀释，因为这可能导致接受者溶⾎。

如果给药量⼤，使⽤前应将产品加热⾄室温或体温。

溶液应该是透明的或略带乳⽩⾊的。不要使⽤混浊或有沉淀物的溶液。这可能表明蛋⽩质不稳定或溶液
已被污染。

打开⼩瓶后，应⽴即使⽤内容物。任何未使⽤的产品都应按照当地要求进⾏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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