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装说明书：⽤⼾须知

TISSEEL 即⽤型
密封㬵解决⽅案
⼈纤维蛋⽩原、⼈凝⾎酶、合成抑肽酶、氯化钙⼆⽔合物
在您开始使⽤该药之前，请仔细阅读所有本传单。
‒ 保留本传单。你可能需要把它重读⼀遍。
‒ 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 如果您有任何副作⽤，请咨询您的医⽣、药剂师或护⼠。这包括本传单中

未列出的任何可能的副作⽤。⻅第 4 节。
在本传单中：
1. TISSEEL是什么以及它的⽤途
2.使⽤TISSEEL前你需要知道的
3. TISSEEL的使⽤⽅法
4. 可能的副作⽤
5. TISSEEL如何储存
6. 包装内容及其他信息

1. TISSEEL 是什么以及它的⽤途
TISSEEL 是什么
您的药物名称是 TISSEEL Ready to use。在本传单中，TISSEEL Ready to 
use 将被称为 TISSEEL。TISSEEL 是⼀种双组分组织密封剂，它含有两种使
⾎液凝块的蛋⽩质。这些蛋⽩质称为纤维蛋⽩原和凝⾎酶。当这些蛋⽩质在
应⽤过程中混合时，它们会在外科医⽣应⽤它们的地⽅形成凝块。TISSEEL 
制备成两种溶液（封闭蛋⽩溶液和凝⾎酶溶液），使⽤时混合。

TISSEEL 的⽤途
TISSEEL 是⼀种纤维蛋⽩或组织密封剂。在⼿术过程中，组织可能会出⾎，
外科医⽣可能⽆法通过缝合或施加压⼒来控制出⾎。TISSEEL 应⽤于组织表
⾯，通过形成防⽔密封来控制出⾎或阻⽌（或防⽌）其他类型液体的泄漏。
即使您的⾎液不能正常凝结，也可以使⽤ TISSEEL，例如当您正在接受肝素
抗⾎栓治疗时。它还⽤作组织㬵以实现粘附/密封或在⼿术中⽤作缝合⽀
撑。此外，TISSEEL ⽤于在疝⽓修复⼿术中固定⽹⽚。

TISSEEL 产⽣的凝块与天然⾎凝块⾮常相似，这意味着它会⾃然溶解，不会
留下任何残留物。然⽽，添加抑肽酶以增加凝块的寿命并防⽌其过早溶解。

2. 使⽤ TISSEEL 前需要了解的事项
请勿在以下情况下使⽤ TISSEEL：
· TISSEEL 不得⽤于⼤量或快速出⾎。
· TISSEEL 不得注⼊⾎管（静脉或动脉）或组织中。由于 TISSEEL 在使⽤

时会形成凝块，因此注射 TISSEEL 可能会引起严重反应。TISSEEL 只能
作为薄层涂抹在需要的组织表⾯。如果您要进⾏冠状动脉搭桥⼿术，需要
特别注意避免将 TISSEEL 注射到⾎管中

· 如果您对本药的任何活性物质或任何其他成分过敏（过敏）。

TISSEEL 含有⼀种合成蛋⽩质，称为抑肽酶。即使在⼩范围内使⽤这种蛋
⽩质，也存在称为过敏反应或严重过敏（过敏）反应的⻛险。

请特别注意 TISSEEL
·使⽤采⽤压⼒调节器来施⽤纤维蛋⽩密封剂的喷雾装置很少发⽣危及⽣

命/致命的空⽓或⽓体栓塞（空⽓进⼊⾎液循环，可能会严重或危及⽣
命）。这似乎与在⾼于推荐的压⼒和/或靠近组织表⾯的情况下使⽤喷雾
装置有关。与 CO 相⽐，⽤空⽓喷洒纤维蛋⽩密封剂的⻛险似乎更⾼，因
此在开放性伤⼝⼿术中喷洒 TISSEEL 时不能排除这种⻛险。

·喷雾装置和附件尖端提供使⽤说明，建议压⼒范围和与组织表⾯的喷雾距
离。

·TISSEEL 应严格按照说明进⾏管理，并且只能使⽤为本产品推荐的设
备。

·喷洒 TISSEEL 时，应监测⾎压、脉搏、氧饱和度和呼⽓末 CO 的变化，
以防可能发⽣⽓体栓塞。

· 如果您以前曾接受过 TISSEEL 或抑肽酶，您的⾝体可能已经对它敏感。
即使对第⼀次应⽤没有反应，您也可能对这种材料过敏。如果您认为您在
之前的⼿术中收到过任何⼀种产品，您必须告知您的医⽣。

· 如果外科医⽣或⼿术团队在使⽤ TISSEEL 期间发现任何过敏反应迹象，
他们将⽴即停⽌使⽤ TISSEEL 并采取适当措施。

2

2

TITLE - APROTININ + FIBRINOGEN + THROMBIN / ARTISS TISSEEL 
MEDICATION PATIENT INFORMATION IN CHINESE

Source : Medicines Org UK

www.911globalmeds.com/buy-aprotinin-fibrinogen-thrombin-artiss-tisseel-online
https://www.medicines.org.uk/emc/files/pil.1801.pdf


服⽤或使⽤其他药物

TISSEEL 与其他医药产品之间没有已知的相互作⽤。

如果您正在服⽤或最近服⽤过任何其他药物，包括未经处⽅获得的药物，请
告诉您的医⽣或药剂师。

含有氧化纤维素的制剂可能会降低 TISSEEL 的功效，不应⽤作载体材料。

带⻝物和饮料的 TISSEEL

请询问您的医⽣。在使⽤ TISSEEL 之前，医⽣会决定您是否可以进⻝和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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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或药剂师。您的医⽣将决定您是否可以在怀孕或哺乳期间使⽤ 
TISSEEL。

TISSEEL 对⽣育能⼒的影响尚未确定。

驾驶和使⽤机器

TISSEEL 不会影响您驾驶或操作其他类型机器的能⼒。

关于 TISSEEL 某些成分的重要信息
聚⼭梨醇酯 80 可能会引起局部有限的⽪肤刺激，例如接触性⽪炎。

有关供体⼈⾎浆感染潜在⻛险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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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和⾎浆捐献者经过精⼼挑选，以确保排除那些有感染⻛险的⼈。

此外，对每个捐赠和⾎浆池进⾏病毒或感染迹象测试。这些产品的制造商还
包括可以灭活或去除病毒的⾎液或⾎浆处理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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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何使⽤ TISSEEL

· TISSEEL 仅在外科⼿术期间使⽤。TISSEEL 的使⽤仅限于接受过 
TISSEEL 使⽤培训的经验丰富的外科医⽣。

使⽤的 TISSEEL 量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术类型、⼿术期间要
治疗的组织的表⾯积以及 TISSEEL 的应⽤⽅式。外科医⽣将决定多少是合
适的，并且将施加刚好⾜以在组织上形成薄⽽均匀的层。如果这似乎还不
够，可以应⽤第⼆层。但是，避免将 TISSEEL 重新应⽤到预先存在的聚合 
TISSEEL 层上，因为 TISSEEL 不会粘附到聚合层上。必须避免 TISSEEL 的
两个组分分开、顺序应⽤。

· 在您的⼿术过程中，外科医⽣将使⽤提供的特殊涂抹装置将 TISSEEL 涂
抹在相关的组织表⾯上。该设备可确保同时涂抹等量的两种成分——这对
于 TISSEEL 的最佳效果⾮常重要。

· 对于疝⽓修复⼿术，外科医⽣将使⽤喷雾或滴剂涂抹 Tisseel 以将⽹⽚固
定到位。

· 在使⽤ TISSEEL 之前，伤⼝的表⾯区域需要通过标准技术（例如间歇性
敷布、拭⼦、使⽤抽吸装置）进⾏⼲燥。

· 不得使⽤加压空⽓或⽓体来⼲燥现场。

· TISSEEL 只能喷涂在可⻅的应⽤部位。

使⽤喷雾装置涂抹 TISSEEL 时，⼀定要使⽤制造商推荐范围内的压⼒和
与组织的距离，如下所⽰：

推荐的 TISSEEL 喷涂压⼒、距离和设备
推荐-
修补
距离

从⽬标
组织

推荐-
修补
喷

压⼒

压⼒
成为监管者

⽤过的
喷雾设置为

使⽤
涂抹器提⽰

使⽤⼿术

纸⼱ /
阿蒂斯喷雾
放
纸⼱ /
阿蒂斯喷雾
设置 10 包

呐 易喷 1.5-2.0巴
(21.5-

28.5 磅/平⽅英⼨）。

打开
伤⼝ 10-15cm

呐 易喷



推荐的 TISSEEL 喷涂压⼒、距离和设备
双重喷雾管理信息系统

涂抹器20cm

双重喷雾管理信息系统

涂抹器30cm

拉帕罗-
镜/

最低限度
侵⼊性

程序

双重喷雾管理信息系统

涂抹器40cm 双重喷雾
管理信息系统调节器

1.5 巴

1.2-1.5 巴
(18-22 磅/平⽅英⼨)

呐 喷雾套装 360
内窥镜
涂药器
弹簧锁
喷雾套装 360
内窥镜
涂药器
系绳

2 ‒ 5 厘⽶

可更换尖端

喷洒 TISSEEL 时，应监测⾎压、脉搏、氧饱和度和潮⽓末 CO 的变化，因
为可能发⽣空⽓或⽓体栓塞（⻅第 2 节） .2

如果您服⽤的 TISSEEL ⽐您应该服⽤的多
TISSEEL 仅在外科⼿术期间使⽤。它由外科医⽣使⽤，TISSEEL 的⽤量由外
科医⽣决定。
如果您对使⽤本产品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于⼉童
该产品在⼉童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确定。

4. 可能的副作⽤
像所有药物⼀样，TISSEEL 会引起副作⽤，尽管不是每个⼈都会得到它们。
如果任何副作⽤变得严重，或者您发现本宣传单中未列出任何副作⽤，请告
诉您的医⽣或药剂师。
已根据以下频率类别评估了副作⽤：

很普通的：影响超过⼗分之⼀。 常⻅的：影响 
100 个⽤⼾中的 1 到 10 个⽤⼾。 罕⻅：影响 
1,000 个⽤⼾中的 1 到 10 个⽤⼾。 稀有的：影响 
10,000 个⽤⼾中的 1 到 10 个⽤⼾。
很稀少：在接受治疗的 10,000 名患者中，只有不到 1 名受到影响。
未知：⽆法从可⽤数据估计频率。
在 TISSEEL 治疗中观察到以下副作⽤：
⼀般领域 副作⽤

术后伤⼝感染
频率
常⻅的感染和

寄⽣⾍病
⾎液和淋巴
系统紊乱

纤维蛋⽩降解产物增加 罕⻅

免疫系统
疾病

超敏反应
过敏（过敏性）反应
过敏性休克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肤刺痛、刺痛或⿇⽊感

胸闷
呼吸困难
瘙痒
⽪肤变红
感觉障碍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常⻅的神经系统

疾病
⼼脏疾病
⾎管疾病

脉率增加或减少
腋静脉⾎栓形成
⾎压下降
瘀⾎
⾎管系统中的⽓泡*
⾎管中的⾎块
⼤脑中的动脉阻塞
呼吸困难

未知
常⻅的
稀有的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呼吸系统和

胸部疾病
胃肠道
疾病

恶⼼
肠梗阻
⽪疹
⿇疹
愈合受损
四肢疼痛

罕⻅
未知
常⻅的
未知
未知
常⻅的

⽪肤和
⽪下组织
疾病
肌⾁⻣骼和
结缔组织
疾病



⼀般疾病
和⾏政
场地条件

⼿术引起的疼痛
痛
体温升⾼
⽪肤变红

罕⻅
常⻅的
常⻅的
未知
未知通过⾝体组织中的液体积聚⽽肿胀（⽔

肿）
受伤、中毒
和程序
并发症

⼿术部位附近有淋巴或其他透明体液积
聚（⾎清肿）

⾮常
常⻅的

真⽪、⽪下组织、黏膜和黏膜下层迅
速肿胀
（⾎管性⽔肿）

未知

* 当纤维蛋⽩密封剂与使⽤加压空⽓或⽓体的装置⼀起使⽤时，⾎管系统中会引⼊空⽓或⽓
泡；这被认为是由于喷雾装置使⽤不当造成的（例如，在⾼于推荐的压⼒下并靠近组织表
⾯。）

在使⽤纤维蛋⽩封闭剂治疗的患者中，可能会发⽣超敏反应或过敏反应。尽
管它们很少⻅，但它们可能很严重。
过敏反应的最初迹象可能包括
- ⽪肤暂时变红（“潮红”）
- 瘙痒
- 荨⿇疹
- 恶⼼，呕吐
- 头痛
- 嗜睡
- 躁动不安
- 在应⽤部位燃烧和刺痛
- 刺痛
- 发冷
- 胸闷
- 嘴唇、⾆头、喉咙肿胀（可能导致呼吸和/或吞咽困难）

- 呼吸困难
- 低⾎压
- 增加或减少脉率
- 由于⾎压下降⽽失去意识
在个别情况下，这些反应可能会发展为严重的过敏反应（过敏反应）。如果
重复使⽤该制剂，或将其施⽤于先前对抑肽酶或产品的任何其他成分表现出
超敏反应的患者，则可能会出现此类反应。

即使 TISSEEL 的重复治疗耐受性良好，但随后给予 TISSEEL 或输注抑肽酶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过敏（过敏性）反应。

主治⼿术团队⾮常了解此类反应的⻛险，并会在出现超敏反应的最初迹象时
⽴即中断 TISSEEL 的应⽤。在出现严重症状的情况下，可能需要采取紧急
措施。

将 TISSEEL 注射到软组织中可能会导致局部组织损伤。
将 TISSEEL 注射到⾎管（静脉或动脉）中可能会导致形成凝块（⾎栓）。

⾎管内应⽤可能会增加易感患者发⽣急性超敏反应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

由于 TISSEEL 是从献⾎的⾎浆中提取的，因此不能完全排除感染的⻛险。
然⽽，制造商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降低这种⻛险（⻅第 2 节）。

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会出现针对纤维蛋⽩密封剂成分的抗体。
报告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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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通过⻩牌计划直接报告副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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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SSEEL
· 远离⼉童的视线和接触范围。
· 请勿在容器上“EXP”后注明的有效期后使⽤该药。

· 储存在≤‒20°C（在冰箱中）。冷藏链在使⽤前不得中断。

· 存放在原包装中以避光
· 解冻后，溶液不得重新冷冻或冷藏！

6. 包装内容及其他信息
TISSEEL 包含什么
TISSEEL 包含两个组件： 组分 1 = 封
闭蛋⽩溶液：
1ml Sealer Protein 溶液中所含的活性物质为： ⼈体纤维蛋⽩原，
72 - 110 mg/ml；抑肽酶（合成），3000 KIU/  ml。
辅料为⼈⽩蛋⽩、L-组氨酸、烟酰胺、聚⼭梨醇酯 80、柠檬酸钠⼆⽔合物
和注射⽤⽔。



组分 2 = 凝⾎酶溶液：
1毫升凝⾎酶溶液中所含的活性物质为：⼈凝⾎酶，500 IU/ml；⼆⽔氯
化钙，40 µmol/ml。辅料为⼈⽩蛋⽩、氯化钠和注射⽤⽔。

TISSEEL 的外观和包装内容
TISSEEL Sealer 蛋⽩质溶液和凝⾎酶溶液的两种成分均填充在由聚丙烯制
成的⼀次性双腔注射器中。两种成分都是⽆⾊或淡⻩⾊。

每包 TISSEEL 包含
· ⼀个预装双腔注射器，其中⼀个腔内装有深度冷冻的密封蛋⽩溶液（含

抑肽酶）；和凝⾎酶溶液（含氯化钙⼆⽔合物），深度冷冻，在另⼀个室
中。

· ⼀套⽆菌附件设备（带有 2 个连接件和 4 个应⽤插管的设备）。

TISSEEL 有以下包装尺⼨：
· TISSEEL 2 ml（包含 1 ml 封闭蛋⽩溶液和 1 ml 凝⾎酶溶液）

· TISSEEL 4 ml（包含 2 ml 封闭蛋⽩溶液和 2 ml 凝⾎酶溶液）

· TISSEEL 10 毫升（包含 5 毫升封闭蛋⽩溶液和 5 毫升凝⾎酶溶液）

TISSEEL 提供 2 毫升、4 毫升和 10 毫升的包装尺⼨ 
并⾮所有包装尺⼨都可以销售。
上市许可持有⼈和制造商
上市许可持有⼈：
百特医疗保健
卡克斯顿路，塞特福德，
诺福克，IP24 3SE，
英国
制造商
武⽥制造奥地利 AG 
Industriestraße 67
A-1221 维也纳
奥地利
本宣传单最后⼀次修订于 01/2022

以下信息仅供医疗或保健专业⼈员使⽤：

使⽤、处理和处置说明
⼀般的
在施⽤ TISSEEL 之前，请注意将预期应⽤区域之外的⾝体部位充分覆盖，
以使药物不会粘附在不希望的部位的组织上。

对于需要少量纤维蛋⽩密封剂的外科⼿术，不要使⽤前⼏滴 Tisseel Ready 
to use。为确保密封剂蛋⽩成分和凝⾎酶成分完全混合，在使⽤前⽴即从应
⽤套管中挤出前⼏滴产品并将其丢弃。

为防⽌ TISSEEL 粘附在⼿套和器械上，请在接触前⽤盐⽔润湿它们。

⼀些含有酒精、碘或某些类型⾦属的溶液（这些通常存在于消毒剂或防腐
剂中）可能会降低 TISSEEL 正常⼯作的能⼒。在使⽤ TISSEEL 之前，应尽
可能去除这些物质。

密封表⾯的指导⽅针是： ⼀包 TISSEEL 2 ml（即 1 ml 密封蛋⽩溶液加 1 
ml 凝⾎酶溶液）⾜以⽤于⾄少 10 cm 的表⾯2.

剂量取决于要密封的表⾯的⼤⼩。
请勿单独使⽤ TISSEEL 的两种成分。两个组件必须⼀起应⽤。

不要将 TISSEEL 暴露在 37°C 以上的温度下。不要微波炉。请勿将产
品拿在⼿中解冻。
在完全解冻并升温⾄ 33°C - 37°C 之前，请勿使⽤ TISSEEL。只有在解冻和
加热完成后才能取下注射器的保护盖。为便于从注射器上取下端盖，通过
前后移动端盖来摇动端盖，然后将保护盖从注射器上拉下。排出注射器中
的所有空⽓，然后连接连接件和应⽤套管。强烈建议您每次服⽤⼀剂 
TISSEEL 时，都要记录产品的名称和批号。这保留了所⽤批次的记录。

处理和准备
预填充双腔注射器在⽆菌条件下包装并密封在两个⽆菌塑料袋中。内袋及
其内容物是⽆菌的，除⾮外包装的完整性受到损害。

使⽤⽆菌技术，将⽆菌内袋和内容物转移到⽆菌区域。



PRIMA 注射器中的 Tisseel 可以使⽤以下⽅法之⼀解冻和加热：

1. 快速解冻/升温（⽆菌⽔浴）-推荐⽅法
2. 在⾮⽆菌⽔浴中解冻/加温
3. 在培养箱中解冻/加温
4. 即⽤型注射器也可以解冻并在室温（不⾼于 25°C）下保存⻓达 72 ⼩

时。使⽤前需要加热。
1) 快速解冻/升温（⽆菌⽔浴）-推荐⽅法
建议使⽤温度为 33 - 37°C 的⽆菌⽔浴解冻和加热两种密封剂组分。

· ⽔浴必须不是 超过 37°C 的温度。为了监控指定的温度范围，使⽤温度计
控制⽔温并根据需要更换⽔。

· 使⽤⽆菌⽔浴进⾏解冻和加热时，将预装注射器从袋中取出，然后再将
其放⼊⽆菌⽔浴中。

指⽰：
将内袋带⼊⽆菌区，从内袋中取出即⽤型注射器，直接放⼊⽆菌⽔浴中。确
保即⽤型注射器的内容物完全浸⼊⽔中。

表 1 - PRIMA 注射器：使⽤⽆菌⽔浴的最短解冻和加热时间

最短解冻/升温时间
33°C ⾄ 37°C，⽆菌⽔浴

⽆袋产品
包装尺⼨

2 毫升
4毫升

10 毫升

5分钟
5分钟

10分钟

2) 在⾮⽆菌⽔浴中解冻/加温
指⽰：
将即⽤型注射器留在两个袋⼦内，并将其放在⽆菌区域外的⽔浴中适当的
时间⻓度（参⻅表 2）。确保袋⼦在整个解冻过程中始终浸没在⽔中。解
冻后，将袋⼦从⽔浴中取出，⼲燥外袋，将内袋连同即⽤型注射器和柱塞
带⼊⽆菌区。

表 2 - PRIMA 注射器：使⽤⾮⽆菌⽔浴的最短解冻和加热时间

最短解冻/升温时间 33°C ⾄ 
37°C，⾮⽆菌⽔浴

袋装产品
包装尺⼨

2 毫升
4毫升

10 毫升

3) 在培养箱中解冻/加温

15分钟
20分钟
35 分钟

指⽰：
将即⽤型注射器留在两个袋⼦内，并将其放置在⽆菌区域外的培养箱中适当
的时间⻓度（参⻅表 3）。解冻/加热后，从培养箱中取出袋⼦，取出外
袋，将内袋和即⽤型注射器带⼊⽆菌区。

表 3 - PRIMA 注射器：培养箱中的最短解冻和加热时间
最短解冻/升温时间

33°C ⾄ 37°C，培养箱
袋装产品

包装尺⼨

2 毫升
4毫升

10 毫升

40 分钟
50 分钟
90 分钟

4) 加温前在室温下（不⾼于 25°C）解冻
指⽰：
将即⽤型注射器留在两个袋⼦内，并在⽆菌区外的室温下解冻适当的时间
（⻅表 4）。解冻后，为了加热产品以供使⽤，请将其放在保温箱的外袋中
加热。
表 4 - PRIMA 注射器：在⽆菌区外室温下的最短解冻时间和在培养箱中升温
⾄ 33°C ⾄ 37°C 的额外时间

产品在室温下的最短解冻
时间

（不⾼于 25°C）
袋装产品

在室温下解冻后，使⽤前在
培养箱中升温⾄ 33°C ⾄最

⾼ 37°C
袋装产品

包装尺⼨

2 毫升
4毫升

10 毫升

80 分钟
90 分钟

160 分钟

+
+
+

11 分钟
13 分钟
25 分钟

在室温下解冻后，产品必须在从冰箱中取出后 72 ⼩时内使⽤。



解冻后稳定性
后解冻和升温 (在 33°C ⾄ 37°C 的温度下，⽅法 1、2 和 3)，化学和物理产
品在 33°C ⾄ 37°C 的温度下可保持 12 ⼩时的稳定性。

对于产品解冻 在未开封袋中的室温下（⽅法 4），在不超过 25°C 的温度
下，已证明产品的化学和物理稳定性 72 ⼩时。使⽤前⽴即加热⾄ 33°C ⾄ 
37°C。
从微⽣物学的⻆度来看，除⾮打开/解冻的⽅法排除了微⽣物污染的⻛险，
否则产品应在加热⾄ 33°C ⾄ 37°C 后⽴即使⽤。

如果不⽴即使⽤，使⽤中的存储时间和条件由⽤⼾负责。

⼀旦开始解冻，请勿重新冷冻或冷藏。
⾏政
为了实现两种溶液的最佳混合和纤维蛋⽩密封剂的最佳固化，将两种密封剂
组分保持在 33°C - 37°C 直⾄应⽤. 封闭蛋⽩和凝⾎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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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前，⽬视检查解冻的
产品是否有颗粒、变⾊或其他外观变化。如果发⽣上述任何⼀种情况，请丢
弃溶液。

解冻的封闭蛋⽩溶液应该是液体但略带粘性。如果溶液具有凝固凝㬵的稠
度，则必须假定它已经变性（可能是由于冷藏链中断或加热期间过热）。在
这种情况下，请勿在任何帐⼾上使⽤ TISSEEL。

· 使⽤前不久将注射器从袋中取出。
· 仅在完全解冻和加热（液体稠度）时使⽤ TISSEEL。
· 使⽤前⽴即从注射器上取下保护盖。为便于从注射器上取下端盖，通过
前后移动端盖来摇动端盖，然后将保护盖从注射器上拉下。

对于 TISSEEL 的应⽤，请使⽤预填充双腔注射器和产品随附的附件设备。

操作说明
使⽤时，将带有封闭剂蛋⽩溶液和凝⾎酶溶液的双腔注射器连接到随附设备
中提供的连接件和应⽤针头上。双腔注射器的通⽤柱塞确保等量的体积在混
合到应⽤针头中并排出之前通过连接件进料。

双柱塞系绳带

双腔注射器

连接件

应⽤套管

· 在连接任何应⽤设备之前，排出注射器中的所有空⽓。
· 将双腔注射器喷嘴连接到连接件，并通过将系带固定到双腔注射器上来

固定它。如果拉带撕裂，请使⽤备⽤连接件。如果没有可⽤，仍然可以进
⼀步使⽤但 检查连接是否紧密，以防⽌任何泄漏⻛险。

· 将应⽤套管安装到连接件上。
· 在开始实际应⽤之前，请勿将残留在连接件或应⽤针内的空⽓排出，否

则针的孔可能会堵塞。
· 将混合的 Fibrin Sealer Protein - Thrombin Solution 涂抹在受体表⾯或

待密封部件的表⾯上。
· 当 Tisseel ⽤于⽹⽚固定时，它可以滴剂和/或喷雾技术应⽤，具体取决

于外科医⽣的偏好。通常在外科医⽣常规定位订书钉的地⽅使⽤ Tisseel 
滴剂，通过喷涂获得的纤维蛋⽩密封剂层允许将整个⽹状物固定到位⽽不
会收缩和折叠。

· 如果纤维蛋⽩密封剂成分的应⽤中断，针头会⽴即发⽣堵塞。仅在重新
开始应⽤前⽴即⽤新针更换应⽤针。如果连接件的孔被堵塞，请使⽤包装
中提供的备⽤连接件。

笔记：混合密封剂成分后，纤维蛋⽩密封剂在⼏秒钟内开始凝固，因为凝⾎
酶浓度很⾼（500 IU/ml）。
也可以与 BAXTER 提供的其他附件⼀起应⽤，这些附件特别适⽤于例如内
窥镜使⽤、微创⼿术、应⽤于⼤⾯积或难以进⼊的区域。使⽤这些应⽤设备
时，请严格遵守设备使⽤说明。

应⽤这两种成分后，定位伤⼝区域。⽤持续轻柔的压⼒将粘合的部分固定或
保持在所需位置约 3-5 分钟，以确保凝固的纤维蛋⽩密封剂牢固地粘附在周
围组织上。

在某些应⽤中，⽣物相容性材料，例如㬵原纤维绒，被⽤作载体物质或增强
材料。



处理
任何未使⽤的产品或废料应按照当地要求进⾏处理。

使⽤喷雾装置涂抹 TISSEEL 时，⼀定要使⽤制造商推荐范围内的压⼒和与
组织的距离，如下所⽰：

推荐的压⼒、距离和喷涂设备
天丝

推荐-
修补
距离

从⽬标
组织

推荐-
修补

喷
压⼒

压⼒
监管机构

使⽤
喷雾套装
要使⽤的

涂抹器提⽰
要使⽤的⼿术

蒂塞尔
/ 阿蒂斯
喷雾套装

呐 易喷
1.5-2.0

酒吧
(21.5-28.5

磅/平⽅英⼨）。

打开
伤⼝ 蒂塞尔

/ 阿蒂斯
喷雾套装
10包

10-15cm

呐 易喷

双重喷雾管理信息系统
涂抹器20cm

双重喷雾管理信息系统
涂抹器30cm

拉帕罗-
镜/

最低限度
侵⼊性

程序

双重喷雾管理信息系统
涂抹器40cm 双重喷雾

管理信息系统

调节器 1.5
酒吧

1.2-1.5 巴
(18-22

磅）
呐 喷雾套装 360

内窥镜
涂药器
弹簧锁

2 ‒ 5 厘⽶

喷雾套装 360
内窥镜
涂药器
系绳
可更换尖端

喷洒 TISSEEL 时，应监测⾎压、脉搏、氧饱和度和潮⽓末 CO 的变化，
因为可能发⽣空⽓或⽓体栓塞（⻅第 2 节）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