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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甲磺酸去铁胺 USP ⼩瓶

仅接收
处⽅信息

描述
Desferal，甲磺酸去铁胺 USP，是⼀种铁螯合剂，可⽤于肌⾁内、⽪下和静脉内给药的⼩
瓶中。Desferal 以装有 500 mg 和 2 g ⽆菌冻⼲形式的甲磺酸去铁胺 USP 的⼩瓶形式提
供。甲磺酸去铁胺是ñ-[5-[3-[(5-氨基戊基)羟基氨基甲酰基]丙酰胺基]戊基]- 3-[[5-(ñ-羟基⼄
酰胺基）戊基]氨基甲酰基]丙酰羟肟酸单甲磺酸盐（盐），其结构式为

甲磺酸去铁胺 USP 是⼀种⽩⾊⾄灰⽩⾊粉末。易溶于⽔，微溶于甲醇。其分
⼦量为656.79。

临床药理学
Desferal 通过形成稳定的络合物来螯合铁，防⽌铁进⼊进⼀步的化学反应。它很容易从铁
蛋⽩和含铁⾎⻩素中螯合铁，但不容易从转铁蛋⽩中螯合；它不与细胞⾊素和⾎红蛋⽩中
的铁结合。Desferal 不会导致电解质或微量⾦属排泄的任何明显增加。理论上，100 重量
份的 Desferal 能够结合⼤约 8.5 重量份的三价铁。

地斯芬主要由⾎浆酶代谢，但途径尚未确定。螯合物易溶于⽔并容易通过肾脏，使
尿液呈典型的微红⾊。有些还通过胆汁排泄在粪便中。

适应症和⽤法
地斯芬适⽤于治疗急性铁中毒和输⾎依赖性贫⾎引起的慢性铁超负荷。

急性铁中毒

Desferal 是⽤于治疗急性铁中毒的标准措施的辅助⽽⾮替代措施，可能包括以下措施： 
⽤吐根糖浆诱导呕吐；洗胃; 吸引和保持呼吸道畅通；⽤静脉输液、⾎液、氧⽓和升压药
控制休克；和纠正酸中毒。

TITLE - DEFEROXAMINE / DESFERRIOXAMINE / DESFERAL MEDICATION PATIENT INFORMATION 
IN CHINESE

Source : USFDA

www.911globalmeds.com/buy-deferoxamine-desferrioxamine-desferal-online
https://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label/2007/016267s044lb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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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铁超负荷

地斯芬可促进因多次输⾎⽽导致继发性铁超负荷的患者的铁排泄（治疗某些慢性贫⾎，包
括地中海贫⾎时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地斯芬的⻓期治疗可减缓肝铁的积累，延缓或消
除肝纤维化的进展。

铁超负荷相对较少的 3 岁以下患者，使⽤ Desferal 进⾏的铁动员相对较差。除⾮
可以证明有显着的铁动员（例如，每天 1 mg 或更多的铁），否则通常不应向此类患者给
予该药物。

地斯芬不适⽤于治疗原发性⾎⾊素沉着症，因为放⾎是去除这种疾病中多
余铁的⾸选⽅法。

禁忌症
地斯芬禁⽤于患有严重肾病或⽆尿症的患者，因为该药物和铁螯合物主要由肾脏排泄。
（⻅警告）。

警告
当⻓时间、⾼剂量或铁蛋⽩⽔平低的患者服⽤地斯芬时，曾报告过眼和听觉障碍。观察
到的眼部障碍是视⼒模糊；⻓期服⽤慢性铁超负荷后的⽩内障; 视⼒下降，包括视⼒丧
失、视⼒缺陷、暗点；周边、颜⾊和夜视功能受损；视神经炎、⽩内障、⻆膜混浊和视
⽹膜⾊素异常。报告的听觉异常是⽿鸣和听⼒损失，包括⾼频感⾳神经性听⼒损失。在
⼤多数情况下，⽴即停⽌治疗后，眼部和听觉障碍都是可逆的（参⻅注意事项/患者信息
和不良反应）

反应/特殊感觉）。
建议⻓期治疗的患者定期进⾏视⼒检查、裂隙灯检查、眼底检查和听⼒测定。如

果及早发现症状或测试异常，则更有可能逆转毒性。

⾼剂量的 Desferal 和伴随的低铁蛋⽩⽔平也与⽣⻓迟缓有关。地斯芬剂量减少后，
⽣⻓速度可能会部分恢复到治疗前的速度（⻅注意事项/⼉科使⽤）。

成⼈呼吸窘迫综合征，也曾在⼉童中报道，曾在急性铁中毒或地中海贫⾎患者静脉
注射过⾼剂量的地斯芬后进⾏了描述。

防范措施
⼀般的
快速静脉注射地斯芬时，少数患者出现⽪肤潮红、荨⿇疹、低⾎压和休克。因此，
DESF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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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通过肌⾁内或缓慢⽪下或静脉内输注给予。

铁超负荷增加患者易感性⼩肠结肠炎耶尔森菌和 假结核耶尔森菌感染。在⼀些罕⻅
的情况下，⽤ Desferal 治疗增强了这种易感性，通过为这种细菌提供否则会缺失的铁载体
⽽导致全⾝感染。在这种情况下，应停⽌ Desferal 治疗，直到感染得到解决。

在接受 Desferal 的患者中，曾报告过罕⻅的⽑霉菌病病例，其中⼀些病例具有致命
的后果。如果出现任何可疑的体征或症状，应⽴即停⽤ Desferal，进⾏真菌学检查并⽴即
开始适当的治疗。

据报道，在严重慢性铁超负荷的患者中，同时使⽤ Desferal 和⾼剂量维⽣素 C（成
⼈每天超过 500 mg）治疗后⼼脏功能受损。停⽤维⽣素 C 后，⼼脏功能障碍是可逆的。
当同时使⽤维⽣素 C 和 Desferal 时，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

·

⼼⼒衰竭患者不应服⽤维⽣素 C 补充剂。
仅在使⽤ Desferal 进⾏常规治疗的最初⼀个⽉后才开始补充维⽣素 C。

· 只有在患者定期接受 Desferal 时才给予维⽣素 C，最好是在设置输液泵后不
久。

·

·

成⼈每⽇维⽣素 C 剂量不要超过 200 毫克，分次服⽤。
在这种联合治疗期间，建议对⼼脏功能进⾏临床监测。
在患有铝相关性脑病的患者中，⾼剂量的 Desferal 可能会加剧神经功能障碍（癫

痫发作），这可能是由于循环铝的急剧增加。地斯芬可能会加速透析性痴呆的发作。在
铝超负荷的情况下使⽤地斯芬治疗可能会导致⾎清钙降低和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加重。

药物相互作⽤

维⽣素C：铁超负荷的患者通常会缺乏维⽣素 C，可能是因为铁会氧化维⽣素。作为铁螯合
疗法的辅助剂，成⼈维⽣素 C 的剂量最⾼可达 200 mg，可在使⽤ Desferal 常规治疗的最
初⼀个⽉后分次给药（⻅注意事项）。维⽣素 C 增加螯合铁的可⽤性。⼀般来说，10 岁以
下的⼉童每天 50 毫克就⾜够了，年龄较⼤的⼉童每天 100 毫克就⾜够了。较⼤剂量的维
⽣素 C 不能产⽣任何额外的铁复合物排泄增加。

丙氯拉嗪：与 Desferal 和丙氯拉嗪（⼀种吩噻嗪衍⽣物）同时治疗可能会导致暂时性意识
障碍。
镓 67：由于 Desferal 结合镓 67 的快速尿排泄，成像结果可能会失真。建议在闪烁扫
描前 48 ⼩时停⽤ Desf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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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信息
出现头晕或其他神经系统障碍，或视⼒或听⼒受损的患者，应避免驾驶或操作具有潜在危
险的机器（⻅不良反应）。

应告知患者，有时他们的尿液可能会呈现微红⾊。

致癌、突变、⽣育⼒受损

尚未⽤ Desferal 对动物进⾏⻓期致癌性研究。
可能会发⽣细胞毒性，因为 Desferal 已被证明可抑制 DNA 合成

体外。
妊娠 C 类

在以⾼达⼈每⽇最⼤剂量的 4.5 倍的每⽇剂量给予 Desferal 后，观察到⼩⿏⻣化延迟和
兔⻣骼异常。在⼤⿏的类似研究中未观察到不良反应。

没有对孕妇进⾏充分和良好对照的研究。只有在潜在益处证明对胎⼉有潜在⻛险的情
况下，才应在怀孕期间使⽤地斯芬。

哺乳⺟亲
⽬前尚不清楚这种药物是否会从⼈乳中排出。由于许多药物会从⼈乳中排出，因此在给哺
乳期妇⼥服⽤地斯芬时应谨慎。

⼉科使⽤
接受 Desferal 的⼉科患者应每 3 个⽉监测⼀次体重和⽣⻓情况。

尚未确定 3 岁以下⼉科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适应症和使⽤、警告、注意事
项/药物相互作⽤/维⽣素 C 和不良反应）。

⽼年⼈使⽤
Desferal 的临床研究没有包括⾜够数量的 65 岁及以上的受试者，以确定他们的反应是否
与年轻受试者不同。上市后报告表明⽼年⼈眼部疾病⻛险增加的可能趋势，特别是⾊盲、
⻩斑病变和暗点的发⽣.

然⽽，尚不清楚这些眼部疾病是否与剂量有关。虽然报告的数量⾮常少，但某些⽼年患
者在服⽤ Desferal 时可能易患眼部疾病。上市后报告还表明，⽼年⼈群中⽿聋和听⼒
损失的⻛险可能会增加。(⻅不良反应）。⼀般来说，⽼年患者的剂量选择应谨慎，通
常从低剂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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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范围的终点，反映肝、肾或⼼脏功能下降以及伴随疾病或其他药物治疗的频率
更⾼。

不良反应
已观察到以下不良反应，但没有⾜够的数据⽀持对其频率的估计。

在注射部位：局部刺激、疼痛、灼热、肿胀、硬结、浸润、瘙痒、红斑、⻛团形成、焦
痂、结痂、⽔泡、局部⽔肿。注射部位反应可能与全⾝性过敏反应有关（参⻅下⽂中的
整个⾝体）。
超敏反应和全⾝过敏反应：全⾝⽪疹、荨⿇疹、过敏反应伴或不伴休克、⾎管性⽔
肿。
⾝体作为⼀个整体：局部注射部位反应可能伴有全⾝反应，如关节痛、发热、头痛、肌
痛、恶⼼、呕吐、腹痛或哮喘。

罕⻅感染耶尔森⽒菌和⽑霉菌病已报告与 Desferal 的使⽤有关（⻅注意事项）。

⼼⾎管：⼼动过速、低⾎压、休克。 消化：腹部不适、腹
泻、恶⼼、呕吐。
⾎液学：⾎液恶液质（例如，已报告⾎⼩板减少症和/或⽩细胞减少症的病例。因果关
系尚未明确确定）。
肌⾁⻣骼：腿抽筋。⽣⻓迟缓和⻣骼变化（例如，⼲骺端发育不良）在螯合患者中很常
⻅，剂量超过 60 mg/kg，尤其是那些在⽣命的前三年开始使⽤铁螯合剂的患者。如果剂量
保持在 40 mg/kg 或以下，⻛险可能会降低（⻅警告、注意事项/⼉科使⽤）。

神经系统：神经系统障碍，包括头晕、周围感觉、运动或混合性神经病、感觉异常；铝相
关透析性脑病的恶化或沉淀（⻅注意事项/患者信息）。

特殊感觉：如果不超过剂量指南并且在铁蛋⽩⽔平下降时减少剂量，则⾼频感⾳神经性听
⼒损失和/或⽿鸣并不常⻅。如果不超过剂量指南，视觉障碍是罕⻅的。这些可能包括视
⼒下降、视⼒模糊、视⼒丧失、⾊觉障碍、夜盲症、视野缺损、暗点、视⽹膜病变（⾊素
变性）、视神经炎和⽩内障（⻅警告）。

呼吸系统：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伴有呼吸困难、发绀和/或间质浸润）（⻅警告）。

⽪肤：⾮常罕⻅的全⾝⽪疹。
泌尿⽣殖系统：排尿困难，肾功能受损（⻅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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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过量
急性毒性
静脉注射LD50s (mg/kg)：⼩⿏，287；⽼⿏, 329.

体征和症状

不慎给药过量或不慎静脉推注给药/快速静脉输注可能与低⾎压、⼼动过速和胃肠道紊乱有
关；已报告急性但短暂的视⼒丧失、失语、激动、头痛、恶⼼、苍⽩、CNS 抑制（包括昏
迷）、⼼动过缓和急性肾功能衰竭。

治疗
没有特定的解毒剂。应停⽌延迟并采取适当的对症措施。

地斯芬易于透析。

剂量和给药
急性铁中毒

肌⾁注射
这条路线是⾸选，应该⽤于所有未发⽣休克的患者。
最初应给予 1000 mg 的剂量。随后每 4 ⼩时服⽤ 500 毫克，分两次服⽤。根据临床反
应，可以每 4-12 ⼩时给予 500 mg 的后续剂量。给药总量在 24 ⼩时内不应超过 6000 毫
克。肌内给药的重构说明⻅下表 1。

表 1：肌⾁注射准备
⽤⽆菌注射⽤⽔重新配制 DESFERAL

样品瓶尺⼨ ⽆菌量
注射⽤⽔
需要
重组

总药物含量
重组后

复溶后每毫升的最终浓度

500 毫克 2 毫升 500 毫克/2.35 毫升 210 毫克/毫升

2克 8 毫升 2 克/9.4 毫升 213 毫克/毫升

重新配制的 Desferal 溶液是⻩⾊溶液。在取出溶液之前，药物应完全溶解。注射⽤⽆
菌⽔复溶地斯芬仅供单次使⽤。丢弃未使⽤的部分。

静脉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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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路线应该只⽤于处于⼼⾎管塌陷状态的患者，然后只能通过缓慢输注。⾸次给药 1000 
毫克时，输注速度不应超过 15 毫克/公⽄/⼩时。如果需要，随后的 IV 给药必须以较慢的
速度进⾏，不要超过 125 毫克/⼩时。

将重构溶液加⼊⽣理盐⽔（例如，0.9% 氯化钠、0.45% 氯化钠）、葡萄糖⽔溶液或乳酸
林格⽒液中。
应以不超过 15 mg/kg/hr 的速率给予 1000 mg 的初始剂量。之后可能会在 4 ⼩时内服⽤ 
500 毫克，分两次服⽤。根据临床反应，500 mg 的后续剂量可在 4-12 ⼩时内给药。给药
总量在 24 ⼩时内不应超过 6000 毫克。

⼀旦患者的临床情况允许，应⽴即停⽌静脉给药，并应肌⾁内给药。有关静脉内给药的
重构说明，请参⻅下表 2。

表 2：静脉给药的准备⼯作
⽤⽆菌注射⽤⽔重新配制 DESFERAL

样品瓶尺⼨ ⽆菌量
注射⽤⽔
需要
重组

总药物含量
重组后

复溶后每毫升的最终浓度

500 毫克 5 毫升 500 毫克/5.3 毫升 95 毫克/毫升

2克 20 毫升 2 克/21.1 毫升 95 毫克/毫升

重新配制的 Desferal 溶液是等渗的、澄清的、⽆⾊⾄微⻩⾊的溶液。在取出溶液之前，
药物应完全溶解。注射⽤⽆菌⽔复溶地斯芬仅供单次使⽤。丢弃未使⽤的部分。

慢性铁超负荷

必须根据每个患者的个体情况选择以下给药途径中更有效的⼀种。

肌⾁注射
每⽇剂量为 500-1000 毫克，应肌⾁注射。此外，每输⼀单位⾎应静脉注射2000毫克；
然⽽，Desferal 应与⾎液分开给药。静脉输注速度不得超过 15 mg/kg/hr。在没有输⾎
的情况下，每⽇总剂量不应超过 1000 毫克，即使输注三个或更多单位的⾎液或浓缩的红
细胞，也不应超过 6000 毫克。肌内给药的重构说明⻅下表 3。

表 3：肌⾁注射准备
⽤⽆菌注射⽤⽔重新配制 DESFERAL

样品瓶尺⼨ ⽆菌量 总药物含量 每最终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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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注射⽤⽔重新配制 DESFERAL
注射⽤⽔
需要
重组

重组后 复溶后mL

500 毫克 2 毫升 500 毫克/2.35 毫升 210 毫克/毫升

2克 8 毫升 2 克/9.4 毫升 213 毫克/毫升

重新配制的 Desferal 溶液是⻩⾊溶液。在取出溶液之前，药物应完全溶解。注射⽤⽆
菌⽔复溶地斯芬仅供单次使⽤。丢弃未使⽤的部分。

⽪下给药
应在 8-24 ⼩时内给予 1000-2000 毫克（20-40 毫克/公⽄/天）的每⽇剂量，使⽤能够提
供连续微量输注的⼩型便携式泵。输注的持续时间必须个体化。在⼀些患者中，在 8-12 
⼩时的短时间输注后排出的铁量与 24 ⼩时内给予相同剂量的铁⼀样多。有关⽪下给药的
重构说明，请参⻅下表 4。

表 4：⽪下给药准备
⽤⽆菌注射⽤⽔重新配制 DESFERAL

样品瓶尺⼨ ⽆菌量
注射⽤⽔
需要
重组

总药物含量
重组后

复溶后每毫升的最终浓度

500 毫克 5 毫升 500 毫克/5.3 毫升 95 毫克/毫升

2克 20 毫升 2 克/21.1 毫升 95 毫克/毫升

重新配制的 Desferal 溶液是等渗的、澄清的、⽆⾊⾄微⻩⾊的溶液。在取出溶液之前，
药物应完全溶解。注射⽤⽆菌⽔复溶地斯芬仅供单次使⽤。丢弃未使⽤的部分。

重构后的稳定性

为确保微⽣物安全，产品应在复溶后⽴即使⽤（3 ⼩时内开始处理）。当在经过验证的⽆
菌条件下（在⽆菌层流罩中使⽤⽆菌技术）进⾏复溶时，产品在使⽤前可在室温下储存最
多 24 ⼩时。不要冷藏重构的溶液。在溶剂中或在指定条件以外的条件下重新配制 
Desferal 可能会导致沉淀。不应使⽤浑浊的溶液。

供应⽅式
⼩瓶 - 每个含有 500 毫克⽆菌、冻⼲的甲磺酸去铁胺

每箱 4 个⼩瓶……………………………………………………NDC 
0078-0467-91 ⼩瓶 - 每个⼩瓶含有 2 克⽆菌、冻⼲的甲磺酸去铁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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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箱 4 个⼩瓶……………………………………………………NDC 0078-0347-51 请勿

在 25°C (77°F) 以上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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