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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录

此信息旨在供卫⽣专业⼈员使⽤

⼀、药品名称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 2 mg/ml 浓缩液，⽤于输注溶液

2.定性和定量组成

1 ml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在聚⼄⼆醇化脂质体制剂中含有 2 mg 盐酸阿霉素。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是⽤表⾯结合的甲氧基聚⼄⼆醇 (MPEG) 封装在脂质体中的盐酸阿霉素。这个过程被称为聚⼄⼆醇化
并保护脂质体免受单核吞噬细胞系统 (MPS) 的检测，从⽽增加⾎液循环时间。

已知作⽤的辅料

含有完全氢化的⼤⾖磷脂酰胆碱（来⾃⼤⾖）——⻅第 4.3 节。

有关赋形剂的完整列表，请参阅第 6.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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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药剂形式

输液⽤浓缩液（⽆菌浓缩液）

分散体是⽆菌的、半透明的和红⾊的。

4. 临床资料

4.1 治疗适应症

表明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

- 作为⼼脏⻛险增加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的单⼀疗法。

- ⽤于治疗⼀线铂类化疗⽅案失败的妇⼥晚期卵巢癌。

- 与硼替佐⽶联合⽤于治疗已接受⾄少⼀种先前治疗且已接受或不适合⻣髓移植的患者的进⾏性多发性⻣髓瘤。

- ⽤于治疗 CD4 计数低（< 200 CD4 淋巴细胞/mm3）患者的 AIDS 相关卡波西⾁瘤 (KS)3) 和⼴泛的⽪肤黏膜或内脏疾病。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可⽤作⼀线全⾝化疗，或作为 AIDS-KS 患者的⼆线化疗，这些患者的疾病已经进展或不能耐受先前包含
以下⾄少两种药物的联合全⾝化疗：⻓春花⽣物碱、博来霉素和标准多柔⽐星（或其他蒽环类）。

4.2 剂量学和给药⽅法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只能在专⻔从事细胞毒性药物给药的合格肿瘤学家的监督下给药。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具有独特的药代动⼒学特性，不得与其他盐酸阿霉素制剂互换使⽤。

词学

乳腺癌/卵巢癌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以 50 mg/m 的剂量静脉内给药2只要疾病没有进展并且患者继续耐受治疗，每 4 周⼀次。

多发性⻣髓瘤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在硼替佐⽶ 3 周⽅案的第 4 天以 30 mg/m² 给药，在硼替佐⽶输注后⽴即输注 1 ⼩时。硼替佐⽶⽅案包括
每 3 周在第 1、4、8 和 11 天服⽤ 1.3 mg/m²。只要患者反应令⼈满意并耐受治疗，就应重复给药。两种药物的第 4 天给药可根据
医疗需要延迟最多 48 ⼩时。硼替佐⽶的剂量应⾄少相隔 72 ⼩时。

艾滋病相关KS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以 20 mg/m 静脉内给药2每两到三周。避免间隔少于 10 天，因为不能排除药物积累和毒性增加。建议
对患者进⾏两到三个⽉的治疗以达到治疗反应。根据需要继续治疗以维持治疗反应。

对于所有患者

如果患者出现输液反应的早期症状或体征（参⻅第 4.4 和 4.8 节），⽴即停⽌输液，给予适当的术前⽤药（抗组胺药和/或短效⽪
质类固醇）并以较慢的速度重新开始。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剂量调整指南

为了处理诸如掌跖红肿 (PPE)、⼝腔炎或⾎液学毒性等不良事件，可以减少或延迟剂量。下表提供了继发于这些不良反应的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剂量调整指南。这些表格中的毒性分级基于美国  国家癌症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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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毒性标准 (NCI-CTC)。

PPE（表 1）和⼝腔炎（表 2）的表格提供了在治疗乳腺癌或卵巢癌的临床试验中调整剂量的时间表（修改推荐的 4 周治疗周
期）：如果这些毒性发⽣在患有以下疾病的患者中AIDS 相关 KS，推荐的 2 ⾄ 3 周治疗周期可以以类似⽅式进⾏修改。

⾎液学毒性表（表 3）提供了在仅治疗乳腺癌或卵巢癌患者的临床试验中调整剂量的时间表。表 4 提供了 AIDS-KS 患者的剂量调
整。

表 1. 掌跖红斑感觉异常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给药后⼀周

当前毒性等级
评估

第 4 周 第 5 周 第 6 周

1级 重服，除⾮ 重服，除⾮ 将剂量减少 25%；
回到 4 周

间隔
（轻度红斑、肿胀或脱屑不

影响
与⽇常活动）

患者曾经历过 3 级或 4 级⽪
肤毒性，在这种情况下，请

等待
额外的⼀周

患者曾经历过 3 级或 4 级⽪
肤毒性，在这种情况下，请

等待
额外的⼀周

2年级 再等⼀周 再等⼀周 将剂量减少 25%；
回到 4 周

间隔
（红斑、脱屑或肿胀⼲扰，但

不排除正常
体育活动; ⼩⽔泡或溃疡较
少
直径⼤于 2 厘⽶）

三年级 再等⼀周 再等⼀周 撤出患者

（起泡、溃疡或肿胀，影响
步⾏或正常的⽇常活动；不
能定期佩戴

服装）

四年级 再等⼀周 再等⼀周 撤出患者

（扩散或局部过程
引起传染

并发症，或卧床不起
州或住院）

表 2. ⼝腔炎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给药后⼀周

毒性等级
当前评估

第 4 周 第 5 周 第 6 周

1级 重服，除⾮ 重服，除⾮ 将剂量减少 25%；返回到 4 周间
隔或退出

每个医⽣的病⼈
评估

（⽆痛性溃疡，
红斑或轻度

疼痛）

患者经历了
以前的 3 或 4 级⼝腔炎在

这种情况下等待

患者经历了
以前的 3 或 4 级⼝腔炎在

这种情况下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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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的⼀周 额外的⼀周

2年级 再等⼀周 再等⼀周 将剂量减少 25%；返回到 4 周间
隔或退出

每个医⽣的病⼈
评估

（疼痛的红斑，
⽔肿或溃疡，但

可以吃）

三年级 再等⼀周 再等⼀周 撤出患者

（疼痛的红斑，
⽔肿或溃疡，但

不能吃）

四年级 再等⼀周 再等⼀周 撤出患者

（需要注射或
肠内⽀持）

表 3. ⾎液学毒性（ANC 或⾎⼩板）——乳腺癌或卵巢癌患者的管理

年级 ⾮国⼤ ⾎⼩板 修改

1级 1,500 ‒ 1,900 75,000 ‒ 150,000 在不减少剂量的情况下继续治疗。

2年级 1,000 ‒ < 1,500 50,000 ‒ < 75,000 等到 ANC ≥ 1,500 和⾎⼩板 ≥ 75,000；在不减
少剂量的情况下重新给药。

三年级 500 ‒ < 1,000 25,000 ‒ < 50,000 等到 ANC ≥ 1,500 和⾎⼩板 ≥ 75,000；在不减
少剂量的情况下重新给药。

四年级 < 500 < 25,000 等到 ANC ≥ 1,500 和⾎⼩板 ≥ 75,000；将剂量减
少 25% 或在⽣⻓因⼦⽀持下继续全剂量。

对于使⽤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与硼替佐⽶联合治疗并出现 PPE 或⼝腔炎的多发性⻣髓瘤患者，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的
剂量应分别如上表 1 和表 2 所述进⾏修改。下⾯的表 4 提供了在治疗接受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和硼替佐⽶联合治疗的多发性
⻣髓瘤患者的临床试验中其他剂量调整的时间表。有关硼替佐⽶给药和剂量调整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硼替佐⽶的 SPC。

表 4.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 + 硼替佐⽶联合治疗的剂量调整 - 多发性⻣髓瘤患者

患者状态 Caelyx聚⼄⼆醇化脂质体 硼替佐⽶

发烧 ≥ 38°C 和 ANC < 
1,000/mm3

如果在第 4 天之前，不要给这个周期服药；如果
在第 4 天之后，将下⼀次剂量减少 25%。

将下⼀次剂量减少 25%。

在每个周期第 1 天后的任何给药
⽇：

如果在第 4 天之前，不要给这个周期服
药；如果在第 4 天后减少硼替佐⽶的⾎液
学毒性，则在以下周期中减少 25% 的下
⼀剂量。 *

不要给药；如果在⼀个周期中未给予 2 剂
或更多剂，则在随后的周期中将剂量减少 
25%。

⾎⼩板计数 < 25,000/mm3

⾎红蛋⽩ < 8 g/dl

主动降噪 < 500/mm3

3 级或 4 级⾮⾎液学药物相关毒
性

在恢复到 < 2 级之前不要给药，并将所
有后续剂量的剂量减少 25%。

在恢复到 < 2 级之前不要给药，并将所有
患者的剂量减少 25%
随后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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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性疼痛或周围神经病 没有剂量调整。 参⻅硼替佐⽶的 SPC。

* 有关硼替佐⽶给药和剂量调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硼替佐⽶的 SPC

对于⽤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治疗的 AIDS-KS 患者，⾎液学毒性可能需要减少剂量或暂停或延迟治疗。当 ANC 计数 < 
1,000/mm 时，暂停对患者的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治疗3和/或⾎⼩板计数 < 50,000/mm3. 当 ANC 计数 < 1,000/mm2 
时，G-CSF（或 GM-CSF）可作为伴随治疗来⽀持⾎细胞计数3在随后的周期中。

肝功能损害

在少数总胆红素⽔平升⾼的患者中测定的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的药代动⼒学与总胆红素正常的患者没有差异；然⽽，在获得
进⼀步经验之前，肝功能受损患者的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剂量应根据乳腺和卵巢临床试验计划的经验减少如下：治疗开始
时，如果胆红素在 1.2-3.0 之间mg/dl，⾸剂减少 25%。如果胆红素 > 3.0 mg/dl，则⾸次剂量减少 50%。如果患者耐受第⼀剂⽽⾎
清胆红素或肝酶没有增加，则第 2 周期的剂量可增加⾄下⼀个剂量⽔平，即，如果第 1 剂减少 25%，则第 2 周期增加⾄全剂量; 如
果第⼀剂减少 50%，增加⾄第 2 周期全剂量的 75%。如果耐受，可将剂量增加⾄后续周期的全剂量。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可
⽤于肝转移患者，同时胆红素和肝酶升⾼⾄正常范围上限的 4 倍。在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给药之前，使⽤常规临床实验室测
试（如 ALT/AST、碱性磷酸酶和胆红素）评估肝功能。

肾功能不全

由于阿霉素由肝脏代谢并在胆汁中排泄，因此不需要调整剂量。群体药代动⼒学数据（在 30-156 ml/min 测试的肌酐清除率范
围内）表明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清除率不受肾功能影响。没有肌酐清除率低于 30 ml/min 的患者的药代动⼒学数据。

AIDS相关KS患者脾切除术

由于没有在脾切除术患者中使⽤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的经验，因此不推荐使⽤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进⾏治疗。

⼉科⼈群

⼉童的经验有限。不建议 18 岁以下的患者使⽤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

⽼年

基于⼈群的分析表明，测试范围内的年龄（21-75 岁）不会显着改变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的药代动⼒学。

给药⽅法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作为静脉输液给药。有关准备和处理的特殊预防措施的进⼀步说明（参⻅第 6.6 节）。

不要将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作为推注或未稀释分散剂给药。建议将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输液管通过静脉输注 5% (50 
mg/ml) 葡萄糖的侧端⼝连接，以实现进⼀步稀释，并将⾎栓形成和外渗的⻛险降⾄最低。可以通过外周静脉进⾏输注。不要与在
线过滤器⼀起使⽤。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不得通过肌⾁或⽪下途径给药（参⻅第 6.6 节）。

对于 < 90 mg 的剂量：在 250 ml 5% (50 mg/ml) 葡萄糖溶液中稀释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于输注。

对于 ≥ 90 mg 的剂量：在 500 ml 5% (50 mg/ml) 葡萄糖溶液中稀释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于输注。

乳腺癌/卵巢癌/多发性⻣髓瘤

为尽量减少输注反应的⻛险，初始剂量的给药速度不超过 1 mg/分钟。如果未观察到输注反应，随后的 Caelyx 聚⼄⼆醇化脂
质体输注可在 60 分钟内进⾏。

在那些经历输液反应的患者中，输液⽅法应修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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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 15 分钟内，应缓慢注⼊总剂量的 5%。如果在没有反应的情况下耐受，则在接下来的 15 分钟内输注速度可能会加倍。
如果耐受，则可以在接下来的⼀⼩时内完成输注，总输注时间为 90 分钟。

艾滋病相关KS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的剂量在 250 ml 5% (50 mg/ml) 葡萄糖溶液中稀释⽤于输注，并在 30 分钟内通过静脉输注给药。

4.3 禁忌症

对活性物质、花⽣或⼤⾖，或对第 6.1 节中列出的任何赋形剂过敏。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不得⽤于治疗可通过局部治疗或全⾝性α-⼲扰素有效治疗的 AIDS-KS。

4.4 特别警告和使⽤注意事项

鉴于药代动⼒学特征和给药⽅案的差异，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不应与其他盐酸多柔⽐星制剂互换使⽤。

⼼脏毒性

建议所有接受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的患者定期进⾏频繁的⼼电图监测。暂时性⼼电图变化，如 T 波扁平、ST 段压低和良性
⼼律失常，不被认为是暂停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治疗的强制性适应症。然⽽，QRS 波群的降低被认为更能表明⼼脏毒性。
如果发⽣这种变化，必须考虑对蒽环类药物⼼肌损伤最明确的检查，即⼼内膜⼼肌活检。

与 ECG 相⽐，⽤于评估和监测⼼脏功能的更具体的⽅法是通过超声⼼动图或优选地通过多通道⾎管造影 (MUGA) 测量左⼼室射⾎
分数。这些⽅法必须在开始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治疗之前常规应⽤，并在治疗期间定期重复。在每次额外给予超过 450 mg/
m 的蒽环类药物终⽣累积剂量的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之前，都必须评估左⼼室功能2.

上述关于蒽环类药物治疗期间⼼脏功能监测的评估测试和⽅法将按以下顺序进⾏：⼼电图监测、左⼼室射⾎分数测量、⼼内膜⼼肌
活检。如果测试结果表明可能与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治疗相关的⼼脏损伤，则必须仔细权衡继续治疗的益处与⼼肌损伤的⻛
险。

在需要治疗的⼼脏病患者中，只有在益处⼤于对患者的⻛险时才给予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

在接受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的⼼脏功能受损患者中要谨慎。

当怀疑有⼼肌病时，即左⼼室射⾎分数相对于治疗前值显着下降和/或左⼼室射⾎分数低于预后相关值（例如，<45%），可考
虑进⾏⼼内膜⼼肌活检，必须仔细评估持续治疗的益处与发⽣不可逆⼼脏损伤的⻛险。

⼼肌病引起的充⾎性⼼⼒衰竭可能突然发⽣，事先没有⼼电图变化，也可能在停⽌治疗后数周出现。

接受过其他蒽环类药物的患者必须谨慎。盐酸阿霉素的总剂量还必须考虑任何先前（或同时）使⽤⼼脏毒性化合物如其他蒽环类/
蒽醌或例如 5-氟尿嘧啶的治疗。蒽环类药物累积剂量低于 450 mg/m 时也可能发⽣⼼脏毒性2既往接受过纵隔照射的患者或同时接
受环磷酰胺治疗的患者。

推荐⽤于乳腺癌和卵巢癌的给药⽅案的⼼脏安全性概况（50 mg/m2) 类似于 20 mg/m2AIDS-KS 患者的概况（⻅第 4.8 节）。

⻣髓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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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接受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治疗的患者由于其先前存在的 HIV 疾病或许多伴随或先前药物治疗或涉及⻣髓的肿瘤等因素⽽
具有基线⻣髓抑制。在以 50 mg/m 剂量治疗的卵巢癌患者的关键试验中2, ⻣髓抑制通常是轻度⾄中度、可逆的，并且与中性粒细
胞减少感染或败⾎症的发作⽆关。此外，在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与拓扑替康的对照临床试验中，与拓扑替康治疗组相⽐，在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治疗的卵巢癌患者中，治疗相关败⾎症的发⽣率显着降低。在⼀线临床试验中，接受 Caelyx 聚⼄⼆醇化
脂质体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的⻣髓抑制发⽣率也较低。与乳腺癌或卵巢癌患者的经历相⽐，⻣髓抑制似乎是 AIDS-KS 患者的剂量限
制性不良事件（⻅第 4.8 节）。由于⻣髓抑制的潜⼒，

持续严重的⻣髓抑制，可能导致⼆重感染或出⾎。

在 AIDS-KS 患者针对博来霉素/⻓春新碱⽅案的对照临床研究中，在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治疗期间机会性感染明显更频繁。患
者和医⽣必须意识到这种较⾼的发病率并采取适当的⾏动。

继发性⾎液系统恶性肿瘤

与其他破坏 DNA 的抗肿瘤药物⼀样，在接受阿霉素联合治疗的患者中报告了继发性急性髓性⽩⾎病和⻣髓发育不良。因此，任何
接受多柔⽐星治疗的患者都应接受⾎液学监督。

继发性⼝腔肿瘤

在⻓期（超过⼀年）暴露于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或接受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累积剂量⼤于 720 mg/m 的患者中报告了⾮
常罕⻅的继发性⼝腔癌病例2. 在使⽤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治疗期间以及在最后⼀次给药后⻓达 6 年期间，都诊断出继发性⼝
腔癌病例。应定期检查患者是否存在⼝腔溃疡或任何可能表明继发性⼝腔癌的⼝腔不适。

输液相关反应

严重且有时危及⽣命的输液反应，其特征是过敏样或类过敏反应，症状包括哮喘、潮红、荨⿇疹、胸痛、发热、⾼⾎压、⼼动过
速、瘙痒、出汗、呼吸急促、⾯部在开始输注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的⼏分钟内，可能会出现⽔肿、寒战、背痛、胸部和喉
咙发紧和/或低⾎压。在极少数情况下，还观察到与输液反应有关的抽搐。暂时停⽌输注通常⽆需进⼀步治疗即可解决这些症状。
然⽽，治疗这些症状的药物（例如，抗组胺药、⽪质类固醇、肾上腺素和抗惊厥药）以及急救设备应该可以⽴即使⽤。在⼤多数
患者中，所有症状都消失后可以恢复治疗，不会复发。在第⼀个治疗周期后，输液反应很少复发。为尽量减少输液反应的⻛险，
初始剂量应以不超过 1 mg/分钟的速度给药（⻅第 4.2 节）。

掌跖红肿综合征 (PPE)

PPE 的特点是疼痛的⻩斑发红⽪疹。在经历此事件的患者中，通常在两个或三个周期的治疗后出现。改善通常在 1-2 周内发⽣，在
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达 4 周或更⻓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每天 50-150 mg 剂量的吡哆醇和⽪质类固醇已⽤于 PPE 的预防和治
疗，然⽽，这些疗法尚未在 III 期试验中进⾏评估。其他预防和治疗 PPE 的策略包括保持⼿脚凉爽，将它们暴露在冷⽔（浸泡、洗
澡或游泳）中，避免过热/热⽔并保持它们不受限制（不穿袜⼦、⼿套或穿紧⾝的鞋⼦）配件）。PPE 似乎主要与给药⽅案有关，
可以通过将给药间隔延⻓ 1-2 周来减少（⻅第 4.2 节）。然⽽，这种反应在某些患者中可能很严重并且使⼈衰弱，可能需要停⽌治
疗（⻅第 4.8 节）。

外渗

尽管很少报道外渗后局部坏死，但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被认为是⼀种刺激物。动物研究表明，盐酸阿霉素作为脂质体制剂给
药可降低外渗损伤的可能性。如果出现任何外渗迹象或症状（例如刺痛、红斑），则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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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输液并在另⼀条静脉中重新开始。在外渗部位冰敷约 30 分钟可能有助于减轻局部反应。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不得通过
肌⾁或⽪下途径给药。

糖尿病患者

请注意，每瓶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都含有蔗糖，剂量以 5% (50 mg/ml) 葡萄糖溶液进⾏输注。

辅料

该药每剂含有少于 1 毫摩尔钠（23 毫克），基本上“⽆钠”。

对于需要调整剂量或停药的常⻅不良事件，请参⻅第 4.8 节。

4.5 与其他药品的相互作⽤和其他形式的相互作⽤

尽管已经在妇科恶性肿瘤患者中进⾏了与常规化疗药物的 II 期联合试验，但尚未对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进⾏正式的医药产品
相互作⽤研究。与已知与标准盐酸多柔⽐星相互作⽤的药物同时使⽤时要⼩⼼。与其他盐酸多柔⽐星制剂⼀样，Caelyx 聚⼄⼆醇
化脂质体可能会增强其他抗癌疗法的毒性。在同时接受环磷酰胺或紫杉烷的实体瘤（包括乳腺癌和卵巢癌）患者的临床试验中，未
发现新的附加毒性。在艾滋病患者中，据报道，标准盐酸多柔⽐星可加重环磷酰胺引起的出⾎性膀胱炎和增强 6-巯基嘌呤的肝毒
性。同时给予任何其他细胞毒性药物，尤其是⻣髓毒性药物时，必须⼩⼼谨慎。

4.6 ⽣育、妊娠和哺乳

怀孕

怀疑在怀孕期间服⽤盐酸多柔⽐星会导致严重的出⽣缺陷。因此，除⾮明确需要，否则不应在怀孕期间使⽤ Caelyx 聚⼄⼆醇
化脂质体。

有⽣育能⼒的⼥性

必须建议有⽣育能⼒的⼥性在她们或其男性伴侣接受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期间以及在停⽌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治疗后的
六个⽉内避免怀孕（⻅第 5.3 节）。

哺乳

⽬前尚不清楚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是否会分泌到⼈乳中。由于包括蒽环类药物在内的许多药物会从⼈乳中排出，并且由于哺
乳婴⼉可能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因此⺟亲必须在开始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治疗之前停⽌哺乳。卫⽣专家建议，感染艾滋病
毒的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乳喂养婴⼉，以避免传播艾滋病毒。

⽣育能⼒

尚未评估盐酸多柔⽐星对⼈类⽣育能⼒的影响（⻅第 5.3 节）。

4.7 对驾驶和使⽤机器能⼒的影响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对驾驶和使⽤机器的能⼒没有影响或影响可忽略不计。然⽽，在迄今为⽌的临床研究中，头晕和嗜睡很
少与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的给药相关（< 5%）。遭受这些影响的患者必须避免驾驶和操作机器。

4.8 不良影响

安全概况摘要

最常⻅的不良反应（≥20%）是中性粒细胞减少、恶⼼、⽩细胞减少、贫⾎和疲劳。

https://www.medicines.org.uk/emc/product/12931 8/21



22 年 4 ⽉ 15 ⽇下午 5 点 26 分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 2 mg/ml 浓缩液，⽤于输注溶液 - 产品特性总结 (SmPC) - (emc)

严重不良反应（≥2% 的患者发⽣ 3/4 级不良反应）为中性粒细胞减少、PPE、⽩细胞减少、淋巴细胞减少、贫⾎、⾎⼩板减少、
⼝腔炎、疲劳、腹泻、呕吐、恶⼼、发热、呼吸困难和肺炎。较少报道的严重不良反应包括耶⽒肺孢⼦菌肺炎、腹痛、巨细胞病毒
感染（包括巨细胞病毒脉络膜视⽹膜炎）、虚弱、⼼脏骤停、⼼⼒衰竭、充⾎性⼼⼒衰竭、肺栓塞、⾎栓性静脉炎、静脉⾎栓形
成、过敏反应、类过敏反应、中毒性表⽪坏死松解症、和史蒂⽂斯-约翰逊综合征。

不良反应列表

表 5 总结了在 4,231 名患者中接受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治疗乳腺癌、卵巢癌、多发性⻣髓瘤和 AIDS 相关 KS 的患者发⽣的
药物不良反应。上市后不良反应也包括在内，如“b”。频率定义为⾮常常⻅（≥ 1/10）、常⻅（≥ 1/100 ⾄ < 1/10）、不常⻅
（≥ 1/1,000 ⾄ < 1/100）、罕⻅（≥ 1/10,000 ⾄ < 1/1,000 ），⾮常罕⻅（< 1/10,000）并且未知（⽆法从可⽤数据估计频
率）。在每个频率分组中，如果相关，不良反应按严重程度递减的顺序排列。

表 5：⽤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治疗的患者的不良反应

系统器官类 频率所有年级 药物不良反应

感染和侵扰 常⻅的 败⾎症

肺炎

肺孢⼦菌肺炎

巨细胞病毒感染，包括巨细胞病毒脉
络膜视⽹膜炎

⻦分枝杆菌复合体感染

念珠菌病

带状疱疹

尿路感染

感染

上呼吸道感染

⼝腔念珠菌病

⽑囊炎

咽炎

鼻咽炎

罕⻅ 单纯疱疹

真菌感染

稀有的 机会性感染（包括 曲霉属、组织胞浆
菌属,等孢⼦, 军团菌,微孢⼦⾍, 沙⻔
⽒菌,葡萄球菌, ⼸形⾍,结核)⼀种

良性、恶性和未特指的肿瘤（包
括囊肿和息⾁）

未知 急性髓性⽩⾎病b

⻣髓增⽣异常综合症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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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肿瘤b

⾎液和淋巴系统疾病 很普通的 ⽩细胞减少症

中性粒细胞减少症

淋巴细胞减少症

贫⾎（包括低⾊素性）

常⻅的 ⾎⼩板减少症

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

罕⻅ 全⾎细胞减少症

⾎⼩板增多症

稀有的 ⻣髓衰竭

免疫系统疾病 罕⻅ 超敏反应

过敏反应

稀有的 过敏反应

代谢和营养障碍 很普通的 ⻝欲下降

常⻅的 恶病质

脱⽔

低钾⾎症

低钠⾎症

低钙⾎症

罕⻅ ⾼钾⾎症

低镁⾎症

精神疾病 常⻅的 混乱状态

焦虑

沮丧

失眠

神经系统疾病 常⻅的 周围神经病变

周围感觉神经病

神经痛

感觉异常

感觉迟钝

味觉障碍

头痛

昏睡

头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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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 多发性神经病

抽搐

昏厥

感觉迟钝

嗜睡

结膜炎

视⼒模糊

流泪增加

视⽹膜炎

⼼动过速

⼼悸

⼼脏停搏

⼼⼒衰竭

⼼⼒衰竭充⾎

⼼肌病

⼼脏毒性

室性⼼律失常

捆绑分⽀块右

传导障碍

房室传导阻滞

发绀

眼疾 常⻅的

罕⻅

稀有的

⼼脏疾病⼀种 常⻅的

罕⻅

稀有的

⾎管疾病 常⻅的 ⾼⾎压

低⾎压

法拉盛

罕⻅ 肺栓塞

输液部位坏死（包括软组织坏死和⽪
肤坏死）

静脉炎

体位性低⾎压

稀有的 ⾎栓性静脉炎

静脉⾎栓形成

⾎管扩张

呼吸、胸部和 常⻅的 呼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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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隔疾病

劳累性呼吸困难

鼻出⾎

咳嗽

哮喘

胸部不适

喉咙紧绷

⼝腔炎

恶⼼

呕吐

腹泻

便秘

胃炎

⼝疮性⼝炎

⼝腔溃疡

消化不良

吞咽困难

⻝管炎

腹痛

上腹痛

⼝腔疼痛

⼝⼲

胀⽓

罕⻅

稀有的

胃肠道疾病 很普通的

常⻅的

罕⻅

⽛龈炎

⾆炎

唇部溃疡

稀有的

⽪肤和⽪下组织疾病 很普通的 掌跖红肿综合征⼀种

⽪疹（包括红斑、斑丘疹和丘
疹）

脱发

常⻅的 ⽪肤去⻆质

⽔疱

⽪肤⼲燥

红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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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年 4 ⽉ 15 ⽇下午 5 点 26 分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 2 mg/ml 浓缩液，⽤于输注溶液 - 产品特性总结 (SmPC) - (emc)
瘙痒

多汗症

⽪肤⾊素沉着过度

罕⻅ ⽪炎

剥脱性⽪炎

粉刺

⽪肤溃疡

过敏性⽪炎

荨⿇疹

⽪肤变⾊

瘀点

⾊素沉着障碍

指甲障碍

稀有的 中毒性表⽪坏死松解症

多形红斑

⼤疱性⽪炎

苔藓样⻆化病

未知 史蒂⽂斯-约翰逊综合征b

肌⾁⻣骼和结缔组织疾病 很普通的 肌⾁⻣骼疼痛（包括肌⾁⻣骼胸
痛、背痛、四肢疼痛）

常⻅的 肌⾁痉挛

肌痛

关节痛

⻣痛

罕⻅ 肌⾁⽆⼒

肾脏和泌尿系统疾病 常⻅的 排尿困难

⽣殖障碍 罕⻅ 乳房疼痛

稀有的 阴道感染

阴囊红斑

⼀般疾病和
管理站点条件

很普通的 发热

疲劳

常⻅的 输液相关反应

痛

胸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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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样疾病

发冷

粘膜炎症

虚弱

萎靡不振

浮肿

⽔肿周边

管理部位外渗

注射部位反应

⾯部⽔肿

热疗

黏膜疾病

体重减轻

射⾎分数降低

罕⻅

稀有的

调查 常⻅的

罕⻅

稀有的 肝功能检查异常（包括⾎胆红素升⾼、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升⾼和天冬氨酸氨基
转移酶升⾼）

增加）

⾎肌酐升⾼

损伤、中毒和⼿术并发症 罕⻅ 辐射召回现象⼀种

⼀种看选定的不良反应描述

b上市后不良反应

选定的不良反应描述

掌跖红肿感觉

乳房/卵巢临床试验中报告的最常⻅的不良反应是掌跖红肿 (PPE)。在卵巢和乳腺临床试验中，报告的 PPE 总发⽣率分别为 41.3% 
和 51.1%。这些影响⼤多是轻微的，16.3% 和 19.6% 的患者报告了严重（3 级）病例。报告的威胁⽣命（4级）病例的发⽣率
<1%。PPE 很少导致永久性治疗中断（1.9% 和 10.8%）。据报道，在接受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加硼替佐⽶联合治疗的多发性
⻣髓瘤患者中，有 16% 的患者出现了 PPE。5% 的患者报告了 3 级 PPE。没有报告 4 级 PPE。AIDS-KS ⼈群的 PPE 发⽣率显着降
低（所有等级为 1.3%，3 级 PPE 为 0.4%，⽆ 4 级 PPE）。请参阅第 4.4 节。

机会性感染

在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的临床研究中通常会出现呼吸道不良反应，并且可能与 AIDS ⼈群中的机会性感染 (OI) 有关。在给予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后，在 KS 患者中观察到机会性感染，并且经常在 HIV 诱导的患者中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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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缺陷。临床研究中最常⻅的 OI 是念珠菌病、巨细胞病毒、单纯疱疹病毒、耶⽒肺孢⼦菌肺炎和⻦分枝杆菌复合体。

⼼脏毒性

累积终⽣剂量 > 450 mg/m 的阿霉素治疗与充⾎性⼼⼒衰竭发⽣率增加有关2或对有⼼脏危险因素的患者使⽤较低剂量。接受累积
剂量⼤于 460 mg/m 的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的 10 名 AIDS-KS 患者中有 9 名的⼼内膜⼼肌活检2表明没有蒽环类药物诱导的⼼
肌病的证据。⽤于 AIDS-KS 患者的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的推荐剂量为 20 mg/m2每两到三周。这些 AIDS-KS 患者关注⼼脏毒
性的累积剂量（> 400 mg/m2) 将需要超过 20 个疗程的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治疗超过 40 ⾄ 60 周。

此外，对 8 名实体瘤患者进⾏了⼼内膜⼼肌活检，蒽环类药物的累积剂量为 509 mg/m2‒1,680 毫克/平⽅⽶2. Billingham ⼼脏毒性
评分的范围是 0-1.5 级。这些分级分数与⽆⼼脏毒性或轻度⼼脏毒性⼀致。

在与多柔⽐星⽐较的关键性 III 期试验中，58/509 (11.4%) 名随机受试者（10 名接受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治疗，剂量为 50 
mg/m2/每 4 周⼀次，⽽ 48 ⼈⽤ 60 mg/m 剂量的阿霉素治疗2/每 3 周）在治疗和/或随访期间符合⽅案定义的⼼脏毒性标准。如果
静息 LVEF 保持在正常范围内，⼼脏毒性被定义为从基线下降 20 点或更多，如果 LVEF 变得异常（低于正常下限），则下降 10 点
或更多。根据 LVEF 标准具有⼼脏毒性的 10 名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受试者均未出现 CHF 体征和症状。相⽐之下，根据 LVEF 
标准具有⼼脏毒性的 48 名多柔⽐星受试者中有 10 名也出现了 CHF 的体征和症状。

在实体瘤患者中，包括⼀部分乳腺癌和卵巢癌患者，接受 50 mg/m 的剂量治疗2/周期，终⽣累积蒽环类药物剂量⾼达 1,532 mg/m
2，有临床意义的⼼功能不全的发⽣率很低。在接受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 50 mg/m 治疗的 418 名患者中2/周期，并且具有左
⼼室射⾎分数（LVEF）的基线测量和通过MUGA扫描评估的⾄少⼀项后续测量，88名患者的蒽环类药物累积剂量> 400 mg / m2，
与传统阿霉素⼼⾎管毒性⻛险增加相关的暴露⽔平。这 88 名患者中只有 13 名 (15%) 的 LVEF ⾄少有⼀次临床显着变化，定义为 
LVEF 值⼩于 45% 或从基线下降⾄少 20 个点。此外，只有 1 名患者（蒽环类药物的累积剂量为 944 mg/m2)，由于充⾎性⼼⼒衰竭
的临床症状⽽停⽌研究治疗。

辐射召回现象

使⽤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给药时，很少发⽣因先前放疗引起的⽪肤反应的回忆。

疑似不良反应报告

在药品批准后报告可疑的不良反应很重要。它允许持续监测药品的收益/⻛险平衡。要求医疗保健专业⼈员通过⻩卡计划⽹站报告
任何可疑的不良反应：www.mhra.gov.uk/yellowcard 或在 Google Play 或 Apple App Store 中搜索 MHRA Yellow Card。

4.9 过量

急性过量服⽤盐酸阿霉素会加重粘膜炎、⽩细胞减少和⾎⼩板减少的毒性作⽤。严重⻣髓抑制患者急性⽤药过量的治疗包括
住院治疗、抗⽣素、⾎⼩板和粒细胞输注以及粘膜炎的对症治疗。

五、药理性质

5.1 药效学特性

药物治疗组：细胞毒剂（蒽环类及相关物质），ATC代码：L01DB01。

作⽤机制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的活性成分是盐酸阿霉素，这是⼀种细胞毒性蒽环类抗⽣素，来源于链霉菌变种。凯修斯. 阿霉素抗肿
瘤活性的确切机制尚不清楚。⼀般认为，抑制 DNA、RNA 和蛋⽩质合成是造成⼤多数细胞毒性作⽤的原因。这可能是蒽环类药
物插⼊ DNA 双螺旋的相邻碱基对之间的结果，从⽽阻⽌了它们展开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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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在 509 名患者中完成了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与阿霉素治疗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的 III 期随机研究。证明 Caelyx 聚⼄⼆醇化脂质
体和多柔⽐星之间的⾮劣效性的⽅案指定⽬标得到满⾜，⽆进展⽣存期 (PFS) 的⻛险⽐ (HR) 为 1.00 (HR = 0.82-1.22 的 95% CI)。
针对预后变量调整后的 PFS 治疗 HR 与 ITT ⼈群的 PFS ⼀致。

⼼脏毒性的初步分析显⽰，与多柔⽐星相⽐，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发⽣⼼脏事件的⻛险与蒽环类药物累积剂量有关
（HR=3.16，p < 0.001）。累积剂量⼤于 450 mg/m2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没有发⽣⼼脏事件。

在 474 名患者中完成了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与拓扑替康治疗⼀线铂类化疗失败后上⽪性卵巢癌患者的 III 期⽐较研究。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治疗患者的总⽣存期 (OS) 优于拓扑替康治疗患者，⻛险⽐ (HR) 为 1.216 (95% CI: 1.000; 1.478), 
p=0.050。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在 1、2 和 3 年的存活率分别为 56.3%、34.7% 和 20.2%，⽽拓扑替康为 54.0%、23.6% 和 
13.2%。

对于铂类敏感疾病患者的亚组，差异更⼤：HR 为 1.432（95% CI：1.066；1.923），p=0.017。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在 
1、2 和 3 年的存活率分别为 74.1%、51.2% 和 28.4%，⽽拓扑替康为 66.2%、31.0% 和 17.5%。

铂类难治性疾病患者亚组的治疗相似：HR 为 1.069（95% CI：0.823；1.387），p=0.618。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在 1、2 
和 3 年的存活率分别为 41.5%、21.1% 和 13.8%，⽽拓扑替康为 43.2%、17.2% 和 9.5%。

⼀项 III 期随机、平⾏组、开放标签、多中⼼研究，⽐较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联合硼替佐⽶联合治疗与硼替佐⽶单药治疗在接
受过⾄少 1 次先前治疗且治疗期间未进展的多发性⻣髓瘤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接受基于蒽环类药物的治疗，在 646 名患者中进
⾏。与接受硼替佐⽶单药治疗的患者相⽐，接受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联合硼替佐⽶治疗的患者的主要进展时间 (TTP) 有显着改
善，⻛险降低 (RR) 为 35% (95% CI：21-47%），p < 0.0001，基于 407 个 TTP 事件。硼替佐⽶单药治疗患者的中位 TTP 为 6.9 个
⽉，相⽐之下为 8 个⽉。Caelyx聚⼄⼆醇化脂质体加硼替佐⽶联合治疗患者9个⽉。协议定义的中期分析（基于 249 个 TTP 事件）
触发了早期研究终⽌以提⾼疗效。该中期分析显⽰ TTP ⻛险降低了 45%（95% CI：29-57%），p < 0.0001。硼替佐⽶单药治疗患
者的中位 TTP 为 6.5 个⽉，⽽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加硼替佐⽶联合治疗患者的中位 TTP 为 9.3 个⽉。这些结果虽然不成熟，
但构成了协议定义的最终分析。在中位随访 8.6 年后进⾏的总⽣存期 (OS) 最终分析显⽰，两个治疗组的 OS 没有显着差异。硼替佐
⽶单药治疗患者的中位 OS 为 30.8 个⽉（95% CI；25.2-36.5 个⽉）和 33.0 个⽉（95% CI；28.  9-37.0 个⽉）。

5.2 药代动⼒学特性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是盐酸阿霉素的⻓循环聚⼄⼆醇化脂质体制剂。聚⼄⼆醇化脂质体含有亲⽔性聚合物甲氧基聚⼄⼆醇 
(MPEG) 的表⾯接枝⽚段。这些线性 MPEG 基团从脂质体表⾯延伸，形成⼀层保护涂层，减少脂质双层膜和⾎浆成分之间的相互作
⽤。这允许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脂质体在⾎流中⻓时间循环。聚⼄⼆醇化脂质体⾜够⼩（平均直径约为 100 nm），可以完整
地（渗出液）通过供应肿瘤的有缺陷的⾎管。在患有 C-26 结肠癌肿瘤的⼩⿏和具有 KS 样病变的转基因⼩⿏中已经观察到聚⼄⼆醇
化脂质体从⾎管中渗透以及它们在肿瘤中的进⼊和积累的证据。聚⼄⼆醇化脂质体还具有低渗透性脂质基质和内部⽔性缓冲系统，
它们结合起来在脂质体在循环中的停留时间内保持盐酸多柔⽐星被包封。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在⼈体中的⾎浆药代动⼒学与⽂献中报道的标准盐酸阿霉素制剂的药代动⼒学显着不同。在较低剂量
（10 mg/m2‒20 毫克/平⽅⽶2)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表现出线性药代动⼒学。超过 10 mg/m 的剂量范围2‒60 毫克/平⽅⽶2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表现出⾮线性药代动⼒学。标准盐酸阿霉素表现出⼴泛的组织分布（分布容积：700 ⾄ 1,100 l/m2) 和
快速消除清除 (24 ⾄ 73 l/h/m2）。相⽐之下，药代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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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的概况表明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主要局限于⾎管液体积，并且多柔⽐星从⾎液中的清除取决于脂质
体载体。在脂质体渗出并进⼊组织隔室后，阿霉素变得可⽤。

在等效剂量下，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的⾎浆浓度和 AUC 值显着⾼于使⽤标准盐酸阿霉素制剂所达到的值，该值主要代表
聚⼄⼆醇化脂质体盐酸多柔⽐星（含有 90% ⾄ 95% 测量的多柔⽐星）。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不应与其他盐酸阿霉素制剂互换使⽤。

群体药代动⼒学

使⽤群体药代动⼒学⽅法在来⾃ 10 个不同临床试验的 120 名患者中评估了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的药代动⼒学。Caelyx 聚⼄
⼆醇化脂质体在 10 mg/m2 剂量范围内的药代动⼒学2⾄ 60 毫克/平⽅⽶2最好⽤具有零阶输⼊和 Michaelis-Menten 消除的两室⾮
线性模型来描述。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的平均内在清除率为 0.030 l/h/m2（范围 0.008 ⾄ 0.152 l/h/m2)，平均中⼼分布容积
为 1.93 l/m2（范围 0.96-3.85 l/m2) 近似⾎浆体积。表观半衰期为 24-231 ⼩时，平均为 73.9 ⼩时。

乳腺癌患者

在 18 名乳腺癌患者中测定的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的药代动⼒学与在 120 名患有各种癌症的更⼤⼈群中测定的药代动⼒学相
似。平均内在清除率为 0.016 l/h/m2（范围 0.008-0.027 l/h/m2)，平均中⼼分布容积为 1.46 l/m2（范围 1.10-1.64 l/m2）。平均
表观半衰期为 71.5 ⼩时（范围 45.2-98.5 ⼩时）。

卵巢癌患者

在 11 名卵巢癌患者中测定的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的药代动⼒学与在 120 名患有各种癌症的更⼤⼈群中测定的药代动⼒学相
似。平均内在清除率为 0.021 l/h/m2（范围 0.009‒0.041 l/h/m2)，平均中⼼分布容积为 1.95 l/m2（范围 1.67‒2.40 l/m2）。平均
表观半衰期为 75.0 ⼩时（范围 36.1-125 ⼩时）。

AIDS相关KS患者

在 23 名接受单剂量 20 mg/m 的 KS 患者中评估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的⾎浆药代动⼒学2通过 30 分钟的输注给药。Caelyx 聚
⼄⼆醇化脂质体（主要代表聚⼄⼆醇化脂质体盐酸阿霉素和低⽔平未包封的盐酸阿霉素）在 20 mg/m2 后观察到的药代动⼒学参
数2剂量⻅表 6。

表 6.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治疗的 AIDS-KS 患者的药代动⼒学参数

意思是+ 标准误

20 毫克/平⽅⽶2(n=23)范围

最⼤⾎浆浓度* (µg/ml)

等离⼦间隙 (l/h/m2)

分布容积（升/⽶2)

曲线下⾯积 (µg/ml h)

λ1半衰期（⼩时）

λ2半衰期（⼩时）

8.34±0.49

0.041 ± 0.004

2.72±0.120

590.00 ± 58.7

5.2±1.4

55.0±4.8

* 在 30 分钟输液结束时测量

5.3 临床前安全数据

在动物中进⾏的重复剂量研究中，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的毒性特征似乎与接受⻓期输注标准盐酸多柔⽐星的⼈类报告的毒性
特征⾮常相似。对于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盐酸多柔⽐星在聚⼄⼆醇化脂质体中的包封导致这些效果具有不同的强度，如下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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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毒性

对兔⼦的研究表明，与传统的盐酸阿霉素制剂相⽐，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的⼼脏毒性降低了。

⽪肤毒性

在对⼤⿏和狗反复施⽤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后进⾏的研究中，在临床相关剂量下观察到严重的⽪肤炎症和溃疡形成。在对狗
的研究中，通过降低剂量或延⻓给药间隔可以降低这些损伤的发⽣率和严重程度。在⻓期静脉输注后的患者中也观察到类似的⽪
肤损伤，称为掌跖红肿（⻅ 4.8 节）。

类过敏反应

在对狗进⾏重复给药毒理学研究期间，在给予聚⼄⼆醇化脂质体（安慰剂）后观察到以低⾎压、黏膜苍⽩、流涎、呕吐和多动期，
随后是低活性和嗜睡为特征的急性反应。在⽤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和标准多柔⽐星治疗的狗中也发现了类似但不太严重的反
应。

⽤抗组胺药预处理降低了低⾎压反应的幅度。然⽽，这种反应并没有危及⽣命，并且在停⽌治疗后，这些狗很快就恢复了。

局部毒性

⽪下耐受性研究表明，与标准盐酸阿霉素相⽐，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在可能的外渗后对组织造成轻微的局部刺激或损伤。

致突变性和致癌性

尽管尚未对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进⾏研究，但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的药理活性成分盐酸阿霉素具有致突变性和致
癌性。聚⼄⼆醇化安慰剂脂质体既不致突变也不具有基因毒性。

⽣殖毒性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在单剂量 36 mg/kg 后导致⼩⿏轻度⾄中度卵巢和睾丸萎缩。重复给药 ≥ 0.25 mg/kg/天后，⼤⿏睾丸重
量下降和精⼦减少，重复给药 1 mg/kg/天后，在狗中观察到⽣精⼩管弥漫性变性和精⼦发⽣显着减少（⻅第 4.6 节）。

肾毒性

⼀项研究表明，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在单次静脉内剂量超过临床剂量的两倍时会对猴⼦产⽣肾毒性。在⼤⿏和兔中，甚⾄
更低的单剂量盐酸阿霉素也观察到了肾毒性。由于对患者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的上市后安全性数据库的评估并未表明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具有显着的肾毒性倾向，因此在猴⼦中的这些发现可能与患者⻛险评估⽆关。

6. 药品详情

6.1 辅料清单

α-(2-[1,2-⼆硬脂酰-锡-⽢油(3)磷氧基]⼄基氨基甲酰基)-ω-甲氧基聚(氧⼄烯)-40钠盐(MPEG-DSPE)

全氢化⼤⾖磷脂酰胆碱 (HSPC)

胆固醇

硫酸铵

蔗糖

组氨酸

注射⽤⽔

盐酸（⽤于调节 p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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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氧化钠（⽤于调节 pH 值）

6.2 不兼容

除第 6.6 节中提及的药品外，该药品不得与其他药品混合使⽤。

6.3 保质期

20 个⽉。

稀释后：

- 在 2°C ⾄ 8°C 的温度下，化学和物理使⽤稳定性已被证明 24 ⼩时。

- 从微⽣物学的⻆度来看，该产品应⽴即使⽤。如果不⽴即使⽤，使⽤中的存储时间和使⽤前的条件由⽤⼾负责，在 2°C ⾄ 8°C 
下不应超过 24 ⼩时。

- 部分使⽤的⼩瓶必须丢弃。

6.4 储存的特殊注意事项

储存在冰箱（2°C - 8°C）中。

不要冻结。

稀释药品的储存条件⻅ 6.3 节。

6.5 容器的性质和内容物

I 型玻璃⼩瓶，每个带有硅化灰⾊溴化丁基瓶塞和铝密封，可输送体积为 10 毫升（20 毫克）或 25 毫升（50 毫克）。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以单包或每包⼗个⼩瓶的形式提供。

并⾮所有包装尺⼨都可以销售。

6.6 处置和其他处理的特殊注意事项

不要使⽤有降⽔或任何其他颗粒物迹象的材料。

在处理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分散体时必须⼩⼼。需要使⽤⼿套。如果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与⽪肤或粘膜接触，请
⽴即⽤肥皂和⽔彻底清洗。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必须按照当地要求以与其他抗癌药物产品⼀致的⽅式处理和处置。

确定要给药的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的剂量（根据推荐剂量和患者的体表⾯积）。将适量的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放⼊⽆
菌注射器中。由于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中不存在防腐剂或抑菌剂，因此必须严格遵守⽆菌技术。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的
适当剂量必须在给药前稀释在 5% (50 mg/ml) 葡萄糖溶液中⽤于输注。对于 < 90 mg 的剂量，将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稀释到 
250 ml 中，对于剂量 ≥ 90 mg，将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稀释到 500 ml 中。这可以在 60 或 90 分钟内注⼊，详⻅ 4.2。

使⽤除 5% (50 mg/ml) 葡萄糖溶液以外的任何稀释剂进⾏输注，或任何抑菌剂（如苯甲醇）的存在都可能导致 Caelyx 聚⼄⼆醇
化脂质体沉淀。

建议通过静脉输注 5% (50 mg/ml) 葡萄糖的侧端⼝连接 Caelyx 聚⼄⼆醇化脂质体输液管。可以通过外周静脉进⾏输注。不要与
在线过滤器⼀起使⽤。

7、上市许可持有⼈

百特医疗保健有限公司

卡克斯顿之路

塞特福德

诺福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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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24 3SE

英国

8. 营销授权号

PLGB 00116/0255

9. ⾸次授权/授权更新⽇期

⾸次授权⽇期：1996 年 6 ⽉ 21 ⽇

最近更新⽇期：2006 年 5 ⽉ 19 ⽇

10. ⽂本修改⽇期

2021 年 8 ⽉ 9 ⽇

-
-

报告副作⽤ (/emc/report-an-adverse-event) 相

关药品

相同的活性成分 (/emc/search?q=%22doxorubicin%20hydrochloride%22) 相
同的公司 (/emc/company/65)

书签

电⼦邮件
-
✉

最后更新于 emc：2021 年 9 ⽉ 27 ⽇
-
-

查看更改

打印 (/emc/product/12931/smpc/print)

公司联系⽅式
百特医疗保健有限公司

地址
Caxton Way, Thetford, Norfolk, IP24 3SE, UK

传真
+ 44 (0)1635 206071

医疗信息电⼦邮件
medinfo_uki@baxter.com （邮寄地址：medinfo_uki@baxter.com ）

万维⽹
http://www.baxterhealthcare.co.uk (http://www.baxterhealthcare.co.uk)

医疗信息专线
+ 44 (0)1635 206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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