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签：ACTIVASE-阿替普酶试剂盒

查看包装照⽚

NDC 代码： 50242-044-13、50242-085-27 
打包机：基因泰克公司

类别：⼈⽤处⽅药标签 DEA 时间表：没有任何

营销状况：⽣物许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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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消费者或患者，请访问这个版本。

查看所有部分

处⽅信息要点
这些重点不包括安全有效地使⽤ ACTIVASE 所需的所有信息。请参阅 ACTIVASE 的完整处⽅信息。注射⽤激活
酶（阿替普酶），⽤于...

⽬录
⽬录

1 适应症及⽤法
1.1 急性缺⾎性中⻛ - Activase 适⽤于治疗急性缺⾎性中⻛。在开始之前排除颅内出⾎作为中⻛体征和
症状的主要原因...

2 ⽤法⽤量
2.1 急性缺⾎性中⻛ - 尽快但在症状出现后 3 ⼩时内给予 Activase。推荐剂量为 0.9 mg/kg（总剂量不
超过 90 mg），其中 10% 的...

3 剂型和规格
每瓶 50 mg 冻⼲粉和 50 mL SWFI USP ⽤于复溶 - 每瓶 100 mg 冻⼲粉和 100 mL SWFI USP ⽤于复溶

4 禁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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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急性缺⾎性中⻛ - 在以下出⾎⻛险⼤于潜在益处的情况下，请勿使⽤ Activase 治疗急性缺⾎性中⻛ 
[⻅警告...

5 警告和注意事项
5.1 出⾎ - Activase 可导致严重的、有时是致命的内部或外部出⾎，尤其是在动脉和静脉穿刺部位。避免肌
⾁注射和创伤...

6 不良反应
在标签的其他部分更详细地讨论了以下不良反应：出⾎ [⻅禁忌症 (4)、警告和注意事项 (5.1)] 超敏反应 [⻅...

7 药物相互作⽤
尚未研究 Activase 与其他⼼脏活性或脑活性药物的相互作⽤。如果在...之前服⽤抗凝剂和抗⾎⼩
板药物会增加出⾎⻛险

8 在特定⼈群中的使⽤
8.1 妊娠 - ⻛险总结 - 已发表的关于孕妇使⽤阿替普酶的研究和病例报告不⾜以告知药物相关的不良发育结
果⻛险......

11 说明
Activase 是⼀种通过重组 DNA 技术⽣产的组织纤溶酶原激活剂。它是⼀种含有 527 个氨基酸的⽆菌纯化糖蛋
⽩。它是使⽤互补 DNA (cDNA ...

12 临床药理学
12.1 作⽤机制 - 阿替普酶是⼀种丝氨酸蛋⽩酶，负责纤维蛋⽩增强的纤溶酶原向纤溶酶的转化。它在没
有...的情况下产⽣有限的纤溶酶原转化。

13 ⾮临床毒理学
13.1 致癌、突变、⽣育⼒受损 - 尚未在动物⾝上进⾏⻓期研究来评估致癌潜⼒或对⽣育⼒的影响。短期 ...

14 临床研究
14.1 急性缺⾎性中⻛ (AIS) 在 AIS 患者中进⾏了两项安慰剂对照、双盲试验（研究 1 和 2）。这两项研
究都招募了患有可测量...

16 如何提供/储存和处理
16.1 供应⽅式 - Activase 以⽆菌冻⼲粉形式供应，装在 50 mg 真空⼩瓶和 100 mg 真空瓶中。每个 50 毫克 
Activase ⼩瓶（2900 万国际单位）包装...

17 患者咨询信息
给予 Activase 后，患者内部或外部出⾎的⻛险增加。建议患者在出现症状或体征时联系医疗保健专业⼈员...

SPL 未分类部分
Activase®（阿替普酶）制造商：Genentech, Inc. 罗⽒集团成员 - 1 DNA Way - South San Francisco, CA - 
94080-4990 - 美国许可证号 1048 - Activase® 是 ...

主要显⽰⾯板
主要显⽰⾯板 - 套件纸盒 - 50 mg - NDC 50242-044-13 - ALTEPLASE - ACTIVASE® ⽤于静脉内使⽤ - 
50 mg (2900 万国际单位) ⼀种组织纤溶酶原激活剂 - 10165054 - Genentech

主要显⽰⾯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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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显⽰⾯板 - 套件纸盒 - 100 mg - NDC 50242-085-27 - ALTEPLASE - ACTIVASE® ⽤于静脉内使⽤ - 
100 mg (5800 万国际单位) ⼀种组织纤溶酶原激活剂 - 10165055 - Genentech

成分和外观
产品信息

查看所有部分

查找其他资源（也可在左侧菜单 )

安全
报告不良事件 ,FDA 安全召回 ,⺟乳中的存在

相关资源
美联加 ,临床试验 ,考研 ,⽣化数据汇总

有关此药物的更多信息

查看标签档案 ,接收标准 ,获取标签 RSS 提要 ,查看 NDC 代码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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