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射⽤头孢吡肟他唑巴坦 1.125g
CELRIM TZ ® 注射⽤头孢吡肟他唑巴坦 1.125g

作品：
每个⼩瓶包含：
头孢吡肟盐酸盐 IP（⽆菌）
Eq。去⽆⽔头孢吡肟
（盐酸头孢吡肟和精氨酸的⽆菌混合物）他唑巴坦
钠 IP（⽆菌）
⽅程。他唑巴坦

肾功能正常的健康成⼈多次给药后蓄积。

CELRIM TZ ®
1000 毫克 头孢吡肟在 IM 给药后⼏乎被完全吸收。单次 500 mg、1 g 或 2 g 

IM 剂量的头孢吡肟分别达到 13.9、29.6 或 57.5 mcg/ml 的峰值⾎
浆浓度。⾎浆浓度在 1.4-1.6 ⼩时内达到。8 ⼩时后，平均⾎浆浓度
分别平均为 1.9、4.5 或 8.7 mcg/ml。 药物相互作⽤：

如果与⼤剂量氨基糖苷类药物同时给药，应仔细监测肾功能
CELRIM TZ 因为氨基糖苷类抗⽣素可能增加肾毒性和⽿毒性。其他
头孢菌素与强效利尿剂（如速尿）合⽤后有肾毒性报道。

肾功能不全患者（肌酐清除率<60 ml/min）推荐的头孢吡肟维持剂
量⻅下表125 毫克

®

药剂形式：⽤于重构的粉末（仅限 IV/IM 使⽤）。

单次 500 mg、1g 或 2g 剂量的头孢吡肟静脉输注 30 分钟后，该药
物的平均⾎浆峰浓度分别为 31.6-39.1、65.9-81.7 或 126-139.9 
mcg/ml，给药后 8 ⼩时的⾎浆浓度平均为 1.4 , 2.4 和 3.9 mcg/
ml。

空中交通管制代码：H02AB07

描述
CELRIM TZ(注射⽤头孢吡肟和他唑巴坦）是⼀种注射⽤抗菌组合产
品，由盐酸头孢吡肟和β-内酰胺酶抑制剂他唑巴坦钠组成，⽤于肌
内或静脉内给药。

® 不利影响：
头孢吡肟和他唑巴坦的不良反应与单独使⽤头孢吡肟的报道相似，
通常是短暂的，严重程度为轻度⾄中度。

头孢吡肟报告的不良事件有：
发⽣率等于或⼤于 1%：局部反应 (3.0%)，包括静脉炎 (1.3%)、疼
痛和/或炎症 (0.6%)；⽪疹 (1.1 %) 发⽣率低于 1 % 但⾼于 0.1 %：
结肠炎（包括伪膜性结肠炎）、腹泻、发热、头痛、恶⼼、⼝腔念
珠菌病、瘙痒、荨⿇疹、阴道炎、呕吐。

肝功能受损：
肝功能受损的患者⽆需调整。

肠胃外给药后，头孢吡肟⼴泛分布于组织和体液中，包括⽔疱液、
⽀⽓管黏膜、痰液、胆汁、腹膜液、阑尾和胆囊。头孢吡肟在肠胃
外给药后分配到脑脊液中。它也在⼈乳中排泄。头孢吡肟约 20% 与
⾎清蛋⽩结合。头孢吡肟的⾎浆半衰期平均为2-2.3⼩时。头孢吡肟
部分代谢体内为 N-甲基吡咯烷 (NMP)。该药物主要通过肾⼩球滤过
以原形从尿中消除，单剂量头孢吡肟的 80-82% 以原形从尿中排
出。

⼉科患者（2 个⽉⾄ 12 岁）：
⼉科患者的常⽤推荐剂量为 40 ⾄ 50 mg/kg 剂量，给药 8 ⾄ 12 ⼩
时，具体取决于感染的严重程度。CEFEPIME（盐酸头孢吡肟）是⼀种半合成、⼴谱、头孢菌素类抗

⽣素，⽤于肠胃外给药。化学名称为 1-[[(6R,7R)-7-[2-(2-amino-4-
thiazolyl)-glyoxylamido]-2-carboxy-8-oxo-5-thia-1-
azabicyclo[4.2. 0] oct-2-en-3-yl]methyl]-1-methylpyrrolidinium 
chloride，72-(Z)-(Omethyloxime)，⼀盐酸盐，⼀⽔合物。他唑巴
坦钠是⻘霉素核的衍⽣物，是⼀种⻘霉酸砜。其化学名称为钠
(2S,3S,5R)-3-甲基-7-氧代-3-(1H-1,2,3-三唑-1-基甲基)-4-硫杂-1-氮
杂双环[3.2. 0]庚烷-2-羧酸盐-4,4-⼆氧化物。化学式是C

4氧化钠5S，分⼦量为
322.3。

⼉科患者的最⼤剂量不应超过推荐的成⼈剂量。

重组和管理：
IV 输注：⼩瓶的内容物应使⽤ 10 ml ⽆菌注射⽤⽔重新配制，IP 提
供。然后应将适当剂量的药物添加到相容的 IV 溶液中。所得溶液在 
20-25°C 温度下储存 24 ⼩时稳定。在⼤约 30 分钟内给予间歇性 IV 
输注。

在 2 g q8h 的较⾼剂量下，可能相关的不良事件的发⽣率较⾼。它
们包括⽪疹 (4%)、腹泻 (3%)、恶⼼ (2%)、呕吐 (1%)、瘙痒 
(1%)、发烧 (1%) 和头痛 (1%)。头孢吡肟通过⾎液透析和腹膜透析去除。他唑巴坦 0.5 g 单次输注 

30 分钟以上，⾎清峰值平均为 27.1 mcg/ml，半衰期为 0.67 ⼩
时，其肾清除率为 268 ml/min。10H11ñ 报告的以下不良实验室变化与头孢吡肟治疗⽆关，发⽣率等于或⼤

于 1%： Coombs 试验阳性（⽆溶⾎）（16.2%）；减少磷
（2.8%）；增加 ALT/SGPT (2.8%)、AST/SGOT (2.4%)、嗜酸性粒
细胞 (1.7%)；异常 PTT (1.6%)、PT (1.4%)。

发⽣率⼩于 1 % 但⼤于 0.1 %：碱性磷酸酶、BUN、钙、肌酐、
磷、钾、总胆红素增加；降低钙、⾎细胞⽐容、中性粒细胞、⾎⼩
板、⽩细胞。

他唑巴坦是⼀种三唑基甲基⻘霉酸砜，是许多β-内酰胺酶的有效抑
制剂，尤其是质粒介导的酶，这些酶通常会导致对⻘霉素和头孢菌
素（包括第三代头孢菌素）的耐药性。

他唑巴坦代谢为单⼀代谢物，已发现该代谢物在微⽣物学上是⽆活
性的。他唑巴坦及其代谢物主要通过肾脏排泄消除，给药剂量的 
80% 为原形药物，其余为单⼀代谢物。

肌内注射：头孢吡肟和他唑巴坦注射液通过加⼊2.4毫升⽆菌注射⽤
⽔IP制备。该溶液在 20-25°C 的室温下可稳定保存⼀⼩时。

兼容性和稳定性：
静脉注射：头孢吡肟在 1 ⾄ 40 mg/ml 的浓度下与以下静脉输液相
容：0.9% 氯化钠注射液、5% 和 10% 葡萄糖注射液。5% 葡萄糖和 
0.9% 氯化钠注射液和 5% 葡萄糖注射液。这些溶液可在 20 ⾄ 25°C 
的温度下储存⻓达 24 ⼩时或在 2 ⾄ 8°C 的冰箱中储存 7 天。

虽然他唑巴坦单独使⽤时具有最⼩的抗菌活性，但头孢吡肟与他唑
巴坦的联合使⽤会产⽣协同效应，从⽽扩⼤头孢吡肟对许多产⽣β-
内酰胺酶的细菌菌株的活性范围。

适应症：
头孢吡肟和他唑巴坦⽤于肠胃外治疗由易感的产⽣β-内酰胺酶的细
菌引起或怀疑由头孢吡肟产⽣⽆效的中度⾄重度感染。

头孢吡肟和他唑巴坦组合⽤于以下适应症：

售后经验：
除了上⾯报告的头孢吡肟事件外，在全球上市后经验中还报告了以
下不良反应。

抗菌谱：
头孢吡肟对⾰兰⽒阳性菌和⾰兰⽒阴性菌的活性谱⼴，对⾰兰⽒阴
性菌和⾰兰⽒阳性菌的活性⽐第三代药物更强。头孢吡肟是⼀种杀
菌剂，通过抑制细菌细胞壁合成起作⽤。头孢吡肟具有⼴谱体外包
括⼴泛的⾰兰⽒阳性和⾰兰⽒阴性细菌的活性。头孢吡肟对染⾊体
编码的β-内酰胺酶的亲和⼒低。头孢吡肟对⼤多数β内酰胺酶的⽔
解具有⾼度抗性，并表现出快速渗透到⾰兰⽒阴性细菌细胞中。在
细菌细胞内，头孢吡肟的分⼦靶标是⻘霉素结合蛋⽩ (PBP)。

的解决⽅案CELRIM TZ
抗⽣素，不应添加到浓度⼤于 40 mg/ml 的氨苄⻘霉素溶液中，也
不应添加到甲硝唑、万古霉素、庆⼤霉素、妥布霉素、硫酸奈替⽶
星或氨茶碱中，因为可能存在相互作⽤。但是，如果同时治疗
CELRIM TZ®表明这些抗⽣素中的每⼀种都可以单独给药。CELRIM 
TZ®由于尚未确定相容性，因此不应与注射器和/或输液瓶中的其他
药物⼀起使⽤。CELRIM TZ®不应添加到⾎液或⾎液制品和/或⽩蛋
⽩⽔解物中。

®像⼤多数 beta-Iactam ⼀样
· ⽤于治疗单纯性和复杂性尿路感染

· 简单的⽪肤和⽪肤结构感染和
· 复杂的腹腔内感染。

与该类别中的⼀些其他药物⼀样，已报告了脑病（意识障碍，包括
意识错乱、幻觉、⽊僵和昏迷）、肌阵挛和癫痫发作。虽然⼤多数
病例发⽣在接受头孢吡肟剂量超过推荐剂量⽅案的肾功能不全患者
中，但⼀些脑病病例发⽣在接受肾功能剂量调整的患者中。

禁忌症：
对药物或其他头孢菌素过敏的患者禁⽤头孢吡肟和他唑巴坦联合⽤
药，对有⻘霉素过敏史的患者慎⽤。对⻘霉素有速发型（过敏性）
超敏反应的患者应避免使⽤头孢菌素。如果在头孢吡肟和他唑巴坦
治疗期间发⽣超敏反应，应停药并⽤适当的治疗⽅法对患者进⾏治
疗，例如肾上腺素、⽪质类固醇，并根据指⽰维持充⾜的⽓道和氧
⽓。

与其他头孢菌素类药物⼀样，也有过敏性休克、⼀过性⽩细胞减少
症、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粒细胞缺乏症和⾎⼩板减少症的报道。

保质期：请参阅纸箱/标签。
头孢吡肟的两性离⼦增强其在细胞膜上的运动，导致周质空间中的
⾼浓度和对药物⽔解的相对净抗性，⽽头孢吡肟仅表现出适度的失
活。

头孢菌素类不良反应：
除了在⽤头孢吡肟治疗的患者中观察到的上述不良反应外，头孢菌
素类抗⽣素还报告了以下不良反应和实验室检查改变：史蒂⽂斯-约
翰逊综合征、多形性红斑、中毒性表⽪坏死松解症、肾功能不全、
中毒性肾病、再⽣障碍性贫⾎、溶⾎性贫⾎、出⾎、肝功能障碍包
括胆汁淤积和全⾎细胞减少症。

储存：储存在不超过 30°C 的温度下。避光。

请将本品放在⼉童不能接触的地⽅。

直到最近，对头孢吡肟的耐药性的出现才被认为是⼀个较⼩的问
题。超⼴谱β-内酰胺酶(ESBL)能够⽔解⻘霉素、⼴谱和超⼴谱头孢
菌素。ESBL 可在多种肠杆菌科细菌肺炎克雷伯菌中发现，K. 
oxytoca 和⼤肠杆菌。携带 ESBL 的其他⽣物是肠杆菌属、沙⻔⽒
菌属、摩根⽒菌、奇异变形杆菌、粘质沙雷⽒菌和铜绿假单胞菌。
头孢吡肟对⼤多数产⽣ ESBL 的微⽣物有活性，但敏感性似乎随着
接种量的增加⽽降低体外敏感性试验和体内实验模型。单独使⽤头
孢吡肟与选择产⽣ ESBL 的微⽣物和感染爆发有关。

警告：
在开始使⽤头孢吡肟和他唑巴坦治疗感染之前，应仔细询问患者是
否曾对头孢吡肟、头孢菌素、⻘霉素或其他药物有过速发型过敏反
应。

介绍：
CELRIM TZ®以 1.125 g 的⼩瓶形式提供。

营销者：
Biocon ⽣物制品印度有限公司 
Biocon House, Semicon Park, 
Electronics City, Phase - II, 
Bengaluru - 560 100, India。

防范措施：
肾功能不全和/或肝功能不全的患者必须采取预防措施。肌酐清除率 
<60 ml/min 的肾功能衰竭患者需要调整剂量。

剂量：头孢吡肟和他唑巴坦组合优选通过静脉输注给药，但在需要
时也可以通过深部肌⾁注射给药。头孢吡肟和他唑巴坦应在 30 分钟
内静脉内给药。下表列出了推荐的成⼈和⼉童头孢吡肟和他唑巴坦
剂量： ® - 注册商标

怀孕：
没有在孕妇或分娩和分娩期间使⽤头孢吡肟和他唑巴坦的充分或对
照研究，只有在明确指⽰时才应在怀孕期间使⽤该药物。

2019 年 9 ⽉修订的传单

要报告不良事件和/或产品投诉，请访问我们的⽹站
www.biocon.com或拨打免费电话：1800 102 9465 或给我们发
电⼦邮件drugsafety@biocon.com

他唑巴坦通常作为⼀种不可逆的抑制剂，使质粒和染⾊体介导的β-
内酰胺酶失活。头孢吡肟与他唑巴坦的组合是⽤于治疗由产⽣ 
ESBL 的⽣物引起的感染的有⽤组合。他唑巴坦增强和保护头孢吡
肟。 哺乳期：

头孢吡肟在肠胃外给药后以极低浓度从⼈乳中排出，哺乳期⺟亲应
谨慎使⽤该药。

劳动⼒和交付：
尚未研究头孢吡肟在分娩和分娩期间的使⽤。只有在明确指⽰的情
况下才应进⾏治疗。

药代动⼒学：
头孢吡肟在 250 mg ⾄ 2 g 剂量范围内表现出线性剂量依赖性药代
动⼒学，没有证据表明药物 头孢吡肟的成⼈最⼤剂量不应超过每天 6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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