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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研究★

我国学者在环境耐药性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来源：国家基金委网站 2020-12

图 1 采用强化水解预处理技术的土霉素药厂（a：1000m3/天，b：800m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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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21590814、21437005、21277162、51178449、20877085）等

资助下，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杨敏研究员团队近 20年来，一直致力于抗生素生产废水处理

系统的研究，发现制药废水处理系统是抗生素抗性发展的热区，单一的抗生素就会导致环境细菌产生

多重耐药性。

世界卫生组织已将抗生素抗性列为本世纪健康领域的最大挑战之一。阐明抗生素胁迫下环境中耐

药性发展机制,提出有效的耐药性阻断策略是环境科学领域的前沿科学问题。

该团队率先针对土霉素等典型抗生素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开展研究，综合应用分离筛选与高通量测

序技术及生物信息学手段，在细菌群落水平上揭示了不同类型抗生素压力下，废水处理系统中抗性发

展机制的差异。研究发现，I型整合子在链霉素压力下主导活性污泥微生物群落中氨基糖苷类抗性基

因的水平转移，质粒（pAeca1和 pAeca2）和 Tn3家族转座子（Tn6433）在土霉素压力下四环素类抗

性基因 tet(E)的水平转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对宿主细菌的选择是替加环素压力下抗性发展的主要

机制。

根据抗生素药效官能团易水解的特性，该团队研发出基于强化水解的预处理技术，可定向破坏抗

生素活性官能团，消除生物处理抗性发展驱动力，阻断耐药性环境传播。相关技术在河北省两个土霉

素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工程改造中得到成功应用（图 1），实现抗生素减排 919 吨/年，抗性基因消减

83%。

系列研究成果发表在《环境科学与技术》[Environ. Sci. Technol. (2020, 54(11), 6781-6791) ]、《水

研究》[Water Res. (2020, 183, 116088; 2020, 187, 116408) ]、《环境国际》[Environ. Int. (2020, 140,

105816)]、《化学工程杂志》[Chem. Eng. J (2020, 391,123626)]等杂志上，获授权专利 6项。并应世界

卫生组织（WHO）邀请作为责任专家参与《关于防止感染和减少抗生素耐药性传播的水、环境卫生、

个人卫生和废水管理技术导则》的编制，为全球制药业的耐药性传播风险管理提供指导。

中美学者研发新材料搭载化疗药物

来源：新华网 2020-12

记者 2日从中科院苏州医工所获悉，中美两国研发人员最新制备出一种可以搭载化疗药物的新型

纳米材料。这给实现高效低毒的肿瘤治疗带来新希望。

“这种纳米材料在生物体内好比一个尽职的‘纳米搬运工’。它们准确地把化疗药带到肿瘤处，

再严格按照治疗需要给药。”领导此项研究的苏州医工所研究员董文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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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新材料主要成分为硒和二氧化硅，可在 X射线照射下降解。动物实验结果表明，使用

仿生策略将肿瘤细胞膜包裹在材料表面，就能起到将化疗药物准确引导至患处的效果。

同时，低剂量 X射线的照射，可以精确控制药物的释放过程。在乳腺癌实验小鼠身上的对比监

测显示，使用新材料搭载化疗药后，肿瘤治疗效果较常规化疗提高一倍以上，毒副作用也明显降低。

“我们在实验中还发现，使用新材料搭载的化疗药能刺激机体产生肿瘤特异性免疫反应。这意味

着，未来它不但有望用于治疗原发肿瘤，还可能有效抑制肿瘤的转移。”研究参与者、华南理工大学

研究员邵丹说。

此项研究由中科院苏州医工所、华南理工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合作完成。相关成果已于近

日发表在国际期刊《先进材料》（Advanced Materials）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管理信息公告★

国家药监局关于修订注射用辅酶 A 说明书的公告(2020 年 第 110 号)

来源：国家局 发布日期：2020-10

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对注射用辅

酶 A说明书警示语、【不良反应】、【注意事项】及特殊人群用药项进行修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上述药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均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注射用辅酶 A

说明书修订要求（见附件），于 2020年 12月 29日前报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准内容一致。

自备案之日起生产的药品，不得继续使用原药品说明书。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在备案后 9个月内

对所有已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

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使用和

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涉及用药安全的内容变更要立即以适当方式通知药品经营和使用单位，指导

医师、药师合理用药。

三、临床医师应当仔细阅读上述药品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用药时，应当根据新修订说明书

进行充分的效益/风险分析。

四、患者应严格遵医嘱用药。

五、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督促行政区域内上述药品的药品上市许可人按要求做好相应说

明书修订和标签、说明书更换工作，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厉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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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附件：注射用辅酶 A说明书修订要求

国家药监局

2020年 9月 30日

附件

注射用辅酶 A 说明书修订要求

警示语增加以下内容：本品可以引起过敏性休克等严重过敏反应，严重者可导致死亡。须在有抢救条

件的医疗机构使用。对本品过敏者禁用，本品禁用于静脉推注。

【不良反应】项增加以下内容：

本品及国内同类药品，上市后监测到如下不良反应/事件，由于这些不良反应/事件是在无法确定总人

数的人群中自发报告的，因此不能准确估算其发生率：

全身性反应：寒战、胸痛、发热、高热、疼痛、乏力等。

皮肤及其附件：皮疹（斑丘疹、荨麻疹、红斑疹等）、瘙痒、出汗增加、潮红等。

消化系统：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口干等。

免疫系统功能紊乱和感染：过敏样反应、过敏反应、输液反应、过敏性休克等。

呼吸系统：呼吸困难、呼吸急促、咳嗽、通气过度、喉头水肿等。

心血管系统：心悸、紫绀、高血压、心动过速、低血压等。

神经系统:头晕、头痛、感觉消退、肌肉不自主收缩、震颤等。

其他：静脉炎等。

【注意事项】增加以下内容：

对该药有过敏史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用药过程中要密切监测，如出现寒战、胸闷、呼吸困难、心悸、口唇紫绀、血压下降等症状和体征，

应立即停药并及时治疗。

静脉滴注速度不宜过快。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用药】增加以下内容：缺乏相关研究资料。

【儿童用药】增加以下内容：目前尚无儿童应用本品的系统性研究资料。

（注：说明书其他内容如与上述修订要求不一致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

http://www.cdr-adr.org.cn/drug_1/aqjs_1/drug_aqjs_smssggg/202010/W020201105671587751728.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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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关于修订三金制剂说明书的公告（2020 年第 116 号）

来源：国家局 发布日期：2020-10

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对三金制剂

（包括片剂、胶囊剂和颗粒剂）说明书【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项进行统一修订。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所有上述药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均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相应说明

书修订要求（见附件）修订说明书，于 2021年 1月 15日前报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准内容一致。

在备案之日起生产的药品，不得继续使用原药品说明书。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在备案后 9个月内

对已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

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药品使

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指导医师和患者合理用药。

三、临床医师应当仔细阅读上述药品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用药时，应当根据新修订说明书

进行充分的获益/风险分析。

四、患者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使用处方药的，应严格遵医嘱用药。

五、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督促行政区域内上述药品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按要求做好相应

说明书修订和标签、说明书更换工作，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厉查处。

特此公告。

附件：三金制剂说明书修订要求

国家药监局

2020年 10月 16日

附件

三金制剂说明书修订要求

一、【不良反应】项应当增加：

上市后不良反应监测数据显示本品可见以下不良反应：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腹胀、口干、皮疹、

瘙痒、头晕、头痛、过敏或过敏样反应、心悸等。

二、【禁忌】项应当增加：

对本品及所含成份过敏者禁用。

三、【注意事项】项应当增加：

https://www.nmpa.gov.cn/directory/web/nmpa/images/160316611818100954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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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议饭后服用。

2.肝肾功能异常者慎用。

3.应避免与其他有肝肾毒性药物联合使用。

4.当使用本品出现不良反应时，应及时就医。

国家药监局关于修订多种微量元素注射液（II）说明书的公告(2020 年 第 118 号)

来源：国家局 发布日期：2020-10

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对多种微量元素注射液（II）说明书【不

良反应】、【禁忌】项进行修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所有多种微量元素注射液（II）生产企业均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

多种微量元素注射液（II）说明书修订要求（见附件），提出修订说明书的补充申请，于 2021 年 1

月 15日前报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准内容一致。

在补充申请备案后 9个月内对所有已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

多种微量元素注射液（II）生产企业应当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

做好使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涉及用药安全的内容变更要立即以适当方式通知药品经营和使用

单位，指导医师、药师合理用药。

二、临床医师、药师应当仔细阅读多种微量元素注射液（II）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用药时，

应当根据新修订说明书进行充分的效益/风险分析。

三、患者应严格遵医嘱用药，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说明书。

特此公告。

附件：多种微量元素注射液（II）说明书修订要求

国家药监局

2020年 10月 16日

附件

多种微量元素注射液（Ⅱ）药品说明书

修订要求

一、【不良反应】项应包括：

http://www.cdr-adr.org.cn/drug_1/aqjs_1/drug_aqjs_smssggg/202010/W02020102934099686150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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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后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发现本品有以下不良反应/事件报告：

全身性损害：畏寒、寒战、胸闷、发热、高热、潮红等，有过敏性休克的个例报告；

皮肤及其附件：皮疹、瘙痒、皮肤发红、皮肤红肿、局部肿胀等；

用药部位：注射部位疼痛、注射部位红肿、静脉炎等；

消化系统：恶心、呕吐、腹痛等；

神经精神系统：头晕、头痛、麻木等；

心血管系统：心悸、紫绀等；

呼吸系统：呼吸困难、呼吸急促等。

二、【禁忌】项应增加：

对本品及所含成份过敏者禁用。

（注：说明书其他内容如与上述修订要求不一致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

国家药监局关于修订癃闭舒制剂说明书的公告(2020 年 第 119 号)

来源：国家局 发布日期：2020-11

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对癃闭舒制

剂（包括胶囊剂、片剂）说明书【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项进行统一修订。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所有上述药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均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相应说明

书修订要求（见附件）修订说明书，于 2021年 1月 25日前报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准内容一致。

在备案之日起生产的药品，不得继续使用原药品说明书。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在备案后 9个月内

对已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

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药品使

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指导医师和患者合理用药。

三、临床医师应当仔细阅读上述药品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用药时，应当根据新修订说明书

进行充分的获益/风险分析。

四、患者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使用处方药的，应严格遵医嘱用药。

五、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督促行政区域内上述药品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按要求做好相应

说明书修订和标签、说明书更换工作，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厉查处。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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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癃闭舒制剂说明书修订要求

国家药监局

2020年 10月 26日

附件

癃闭舒制剂说明书修订要求

一、【不良反应】项应当包括：

监测数据显示，癃闭舒制剂可见以下不良反应：恶心、呕吐、腹痛、腹胀、腹泻、胃不适、口渴、肝

生化指标异常、皮疹、瘙痒、头晕、头痛、心悸、乏力等。

二、【禁忌】项应当包括：

1.孕妇禁用。

2.对本品及所含成份过敏者禁用。

3.肝功能异常者禁用。

三、【注意事项】项应当包括：

1.本品建议饭后服用。应按照药品说明书功能主治及用法用量规定使用，不超剂量用药。

2.服用本品如出现尿黄及目黄、皮肤黄染或肝生化指标异常等，应立即停药并及时就医。长期用药应

注意监测肝生化指标。

国家药监局关于修订麝香保心丸说明书的公告(2020 年 第 120 号)

来源：国家局 发布日期：2020-11

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对麝香保心

丸说明书【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项进行统一修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麝香保心丸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相应说明书修

订要求（见附件）修订说明书，于 2021年 1月 26日前报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准内容一致。

在备案之日起生产的药品，不得继续使用原药品说明书。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在备案后 9个月内

对已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

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药品使

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指导医师和患者合理用药。

三、临床医师应当仔细阅读上述药品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用药时，应当根据新修订说明书

进行充分的获益/风险分析。

http://www.cdr-adr.org.cn/drug_1/aqjs_1/drug_aqjs_smssggg/202011/W02020110339106477113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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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患者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使用处方药的，应严格遵医嘱用药。

五、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督促行政区域内上述药品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按要求做好相应

说明书修订和标签、说明书更换工作，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厉查处。

特此公告。

附件：麝香保心丸说明书修订要求

国家药监局 2020年 10月 27日

附件

麝香保心丸说明书修订要求

一、【不良反应】项应当包括：

不良反应监测数据显示，本品可见以下不良反应：恶心、呕吐、腹胀、腹痛、腹泻、便秘、口干、舌

下含服口腔麻木、头晕、头痛、皮疹、瘙痒、乏力、心悸、潮红等，有寒战、呼吸困难、过敏反应个

案病例报告。

二、【禁忌】项应当增加：

对本品及所含成份过敏者禁用。

三、【注意事项】项应当增加：

1.本品建议饭后服用。

2.脾胃虚弱者慎用。

3.哺乳期妇女慎用。

4.过敏体质者慎用。

5.不宜与藜芦、五灵脂、赤石脂同用。

国家药监局关于修订门冬氨酸鸟氨酸注射剂说明书的公告（2020 年第 121 号）

来源：国家局 发布日期：2020-10

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对门冬氨酸鸟氨酸注射剂（包括门冬氨酸

鸟氨酸注射液、注射用门冬氨酸鸟氨酸）说明书【不良反应】、【注意事项】、【禁忌】、【孕妇及

哺乳期妇女用药】、【儿童用药】、【老年用药】项进行修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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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有门冬氨酸鸟氨酸注射剂生产企业均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门冬

氨酸鸟氨酸注射剂说明书修订要求（见附件），提出修订说明书的补充申请，于 2021年 1月 28日前

报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准内容一致。

在补充申请备案后 9个月内对所有已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

上述门冬氨酸鸟氨酸注射剂生产企业应当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

做好使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涉及用药安全的内容变更要立即以适当方式通知药品经营和使用

单位，指导医师、药师合理用药。

二、临床医师、药师应当仔细阅读门冬氨酸鸟氨酸注射剂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用药时，应

当根据新修订说明书进行充分的效益/风险分析。

三、患者应严格遵医嘱用药，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说明书。

特此公告。

附件：门冬氨酸鸟氨酸注射剂说明书修订要求

附件

门冬氨酸鸟氨酸注射剂说明书修订要求

一、【不良反应】项下应包含以下内容：

上市后监测数据显示本品可见以下不良反应/事件病例报告（发生率未知）：

胃肠损害：恶心、呕吐、腹胀、腹痛、腹部不适；

全身性损害：胸闷、畏寒、寒战、发热、乏力、疼痛；

神经系统损害：头晕、头痛、局部麻木；

皮肤及其附件损害：皮疹、瘙痒、多汗；

心血管系统损害：心悸、一过性血压升高；

呼吸系统损害：呼吸困难、憋气、呼吸急促；

免疫功能紊乱和感染：过敏样反应、过敏反应、过敏性休克；

血管损害和出凝血障碍：潮红、静脉炎。

二、【注意事项】项下应包含以下内容：

1.上市后监测到本制剂有过敏性休克的病例报告，建议在有抢救条件的医疗机构使用，用药前应仔细

询问患者用药史和过敏史，用药过程中注意观察，一旦出现过敏反应或其他严重不良反应须立即停药

并及时救治。

http://www.cdr-adr.org.cn/drug_1/aqjs_1/drug_aqjs_smssggg/202010/W02020103064329813239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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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药过程中，应密切观察用药反应，特别是开始 30分钟，发现异常，应立即停药，采取积极救治

措施。

3.有文献报道，门冬氨酸鸟氨酸与维生素 K1等存在配伍禁忌，为保证用药安全，尽量避免连续静点

门冬氨酸鸟氨酸和上述药品，如果连续静点，中间可以用生理盐水对输液管道进行冲洗，确保用药安

全。

4.如果患者的肝功能损伤严重，输液速度必须根据患者的个体情况来调整，以免引起恶心和呕吐。

5.门冬氨酸鸟氨酸治疗过程中，由于疾病程度不同，驾驶和机械操作的能力会有不同程度影响。

三、【禁忌】项下应包含以下内容：

对于本品中任何成份过敏者禁用。严重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诊断标准是血清中肌酐水平超过

3mg/100ml）禁用。

四、【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用药】项下应包含以下内容：

尚无孕妇使用门冬氨酸鸟氨酸注射液的临床研究数据。

仅在动物试验中对门冬氨酸鸟氨酸进行了有限的生殖毒性研究。建议避免在怀孕期使用门冬氨酸鸟氨

酸。如果认为必须使用门冬氨酸鸟氨酸治疗，则应谨慎评估风险与获益。

尚未知门冬氨酸鸟氨酸是否进入母乳，建议避免在哺乳期使用门冬氨酸鸟氨酸。如果认为必须使用门

冬氨酸鸟氨酸治疗，则应谨慎评估风险与获益。

尚无影响生育的研究数据。

五、【儿童用药】项下应包含以下内容：

未进行该项试验且无可参考文献。

六、【老年用药】项下应包含以下内容：

未进行该项试验且无可参考文献。

（注：说明书其他内容如与上述修订要求不一致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

国家药监局关于修订盐酸西替利嗪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公告（2020 年 第 123 号）

来源：国家局 发布日期：2020-11

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对盐酸西替利嗪口服制剂说明书【不良反

应】、【禁忌】等项进行修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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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有盐酸西替利嗪口服制剂生产企业均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盐酸

西替利嗪口服制剂说明书修订要求（见附件），提出修订说明书的补充申请，于 2021年 2月 1日前

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或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准内容一致。

在补充申请备案后 9个月内对所有已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

盐酸西替利嗪口服制剂生产企业应当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

使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涉及用药安全的内容变更要立即以适当方式通知药品经营和使用单

位，指导医师、药师合理用药。

二、临床医师、药师应当仔细阅读盐酸西替利嗪口服制剂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用药时，应

当根据新修订说明书进行充分的效益/风险分析。

三、患者应严格遵医嘱用药，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说明书。

特此公告。

附件：盐酸西替利嗪口服制剂说明书修订要求

国家药监局

2020年 11月 2日

附件

盐酸西替利嗪口服制剂说明书修订要求

一、【不良反应】项下应包含以下内容：

偶有报告患者有轻微和短暂不良反应。如头痛，头晕，嗜睡，激动不安，口干，腹部不适。在测定精

神运动功能的客观试验中，本品的镇静作用和安慰剂相似。罕有报道过敏反应。

与第一代 H1受体拮抗剂相比，西替利嗪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的能力更弱。临床研究表明，使用推荐剂

量的西替利嗪有轻微的中枢神经系统不良反应，包括嗜睡、疲劳、麻木、注意力障碍、头晕和头痛。

在某些病例中，也有中枢神经系统兴奋的报告。

尽管西替利嗪是选择性的外周 H1受体拮抗剂，没有明显的抗胆碱活性，但曾有个别关于排尿障碍、

调节紊乱和口干的报告。

个别患者出现肝功能受损现象，并伴有肝酶水平和胆红素水平升高。通常在停药后，肝酶水平和胆红

素水平会恢复正常。

来自*临床研究的安全性数据：

http://www.cdr-adr.org.cn/drug_1/aqjs_1/drug_aqjs_smssggg/202011/W02020111260405229910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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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安全性数据源自*临床研究。这项临床研究中，将西替利嗪（3260 例）（按推荐剂量服用，10

毫克/日）与安慰剂或其他抗组胺药进行比较，观察到下列发生率至少为 1%的副作用：嗜睡（9.63%）、

头痛（7.42%）、头晕（1.10 %）、咽炎（1.29 %）、口干（2.09 %）、恶心（1.07 %）、腹痛（0.98 %）、

疲劳（1.63 %）。

在针对儿童（6个月至 12岁）的安慰剂对照的*临床研究中观察到西替利嗪（1656例）有下列不良反

应：嗜睡（1.8%）、鼻炎（1.4%）、腹泻（1.0%）、疲劳（1.0%）。

来自*上市后研究的安全性数据（PMS）：

除了临床试验期间报告列出的不良反应，还有以下*上市后报告的不良反应。

根据MedDRA系统器官分类并按基于上市后报告估算的频率描述不良事件：

频率定义如下：十分常见(≥1/10)；常见(≥1/100 - <1/10)；偶见(≥1/1,000 - <1/100)；罕见(≥1/10,000

- <1/1,000)；十分罕见(<1/10,000)；不详（从现有数据中无法估算）。

•心脏症状：

罕见：心动过速

•血液及淋巴症状：

十分罕见：血小板减少

•神经系统症状：

偶见：感觉异常

罕见：惊厥

十分罕见：味觉障碍，运动障碍，肌张力障碍，晕厥，震颤

不详：耳聋，遗忘，记忆障碍

•眼部症状：

十分罕见：视力调节障碍，视力模糊，眼球旋动

不详：血管炎

•耳及迷路症状：

不详：眩晕

•胃肠症状：

偶见：腹泻

•肾脏及泌尿系统症状：

十分罕见：排尿困难，遗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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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详：尿潴留

•皮肤及皮下组织症状：

偶见：瘙痒症，皮疹

罕见：荨麻疹

十分罕见：血管神经性水肿，固定性药疹

•全身症状以及用药部位症状：

偶见：无力，不适

罕见：水肿

•免疫系统症状：

罕见：超敏反应

十分罕见：过敏性休克

•肝胆症状：

罕见：肝功能异常（转氨酶、碱性磷酸酶、γ-GT和胆红素升高）

•新陈代谢和营养失调：

不详：食欲增加

•精神症状：

偶见：激越

罕见：攻击性，意识错乱，抑郁，幻觉，失眠

十分罕见：抽动

不详：自杀观念

•实验室检查：

罕见：体重增加

二、【禁忌】项下应包含以下内容：

1.对本品成份、羟嗪或任何其他哌嗪衍生物过敏者禁用。

2.严重肾功能损害（肌酐清除率低于 10 mL/min）患者禁用。

三、【注意事项】项下应包含以下内容：

1.癫痫患者以及有惊厥风险的患者应慎用。

2.因西替利嗪有可能增加尿潴留的风险，有尿潴留易感因素（例如脊髓损害、前列腺肥大）的患者慎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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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抗组胺药物会降低皮肤过敏测试结果的灵敏度，所以接受这类测试前应停药 3天。

（注：1.盐酸西替利嗪口服制剂包括盐酸西替利嗪片、盐酸西替利嗪滴剂、盐酸西替利嗪胶囊、盐酸

西替利嗪口服溶液、盐酸西替利嗪口腔崩解片、盐酸西替利嗪糖浆、盐酸西替利嗪分散片；2.说明书

其他内容如与上述修订要求不一致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3.根据产品情况，属于原研产品的可将建

议中“*”号删除；其他产品，可将“*”替换为“原研产品”。）

国家药监局关于修订氨基葡萄糖制剂非处方药说明书的公告（2020 年 第 124 号）

来源：国家局 发布日期：2020-11

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对氨基葡萄糖制剂非处方药说明书【不良

反应】、【注意事项】等项进行修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所有氨基葡萄糖制剂非处方药生产企业均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氨

基葡萄糖制剂非处方药说明书修订要求（见附件 1）及说明书范本（附件 2），提出修订说明书的补

充申请，于 2021年 2月 3日前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或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准内容一致。

在补充申请备案后 9个月内对所有已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

氨基葡萄糖制剂非处方药生产企业应当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做

好使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涉及用药安全的内容变更要立即以适当方式通知药品经营和使用单

位，指导医师、药师合理用药。

二、临床医师、药师应当仔细阅读氨基葡萄糖制剂非处方药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用药时，

应当根据新修订说明书进行充分的效益/风险分析。

三、上述药品为非处方药，患者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上述说明书。

特此公告。

附件：

1.氨基葡萄糖制剂非处方药说明书修订要求

2.氨基葡萄制剂说明书范本

附件 1

氨基葡萄糖制剂非处方药说明书

安全性信息项修订要求

一、【不良反应】项应包括：

http://www.cdr-adr.org.cn/drug_1/aqjs_1/drug_aqjs_smssggg/202011/W020201112639523521523.doc
http://www.cdr-adr.org.cn/drug_1/aqjs_1/drug_aqjs_smssggg/202011/W020201112639523558508.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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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的胃肠不适，如恶心、便秘、腹胀、腹痛和腹泻；轻度的头痛、乏力和困倦，偶见轻度嗜睡；有

些患者可能出现过敏反应，包括皮疹、瘙痒和皮肤红斑。此外，有引起视觉障碍、脱发、支气管哮喘

和血糖升高的报道。

二、【禁忌】项应包括：

（一）硫酸氨基葡萄糖制剂：

1.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禁用。

2.对硫酸氨基葡萄糖或本品任何辅料过敏的患者禁用。

（二）盐酸氨基葡萄糖制剂：

1.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禁用。

2.对盐酸氨基葡萄糖或本品任何辅料过敏的患者禁用。

三、【注意事项】项应包括：

1.本品宜在进餐时或餐后服用，可减少胃肠道不适，特别是有胃溃疡的患者。

2.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3.由于缺乏 18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安全性与有效性的数据，故本品不应用于此类人群的治疗。

4.本品有引起血糖或血脂升高的报道，有糖尿病或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患者，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并建

议对血糖或血脂进行监测。

5.观察到哮喘患者开始氨基葡萄糖治疗后会引起哮喘症状恶化（当停止氨基葡萄糖给药后，上述状况

消退），因此，初始使用氨基葡萄糖治疗的哮喘患者出现上述症状应及时停药并就医。

6.用药 1个疗程后，症状未缓解，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如有必要延长用药时间，应在医师指导下用

药。

7.对本品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8.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9.应将本品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10.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注：说明书其他内容如与上述修订要求不一致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

附件 2

盐酸氨基葡萄糖颗粒说明书范本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药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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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名称：盐酸氨基葡萄糖颗粒

商品名称：

英文名称：

汉语拼音：

[成份]

[性状]

[作用类别]本品为镇痛类非处方药药品。

[适应症]全身所有部位的骨关节炎的治疗和预防，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柱、肩、手和手腕、踝关

节等。

[规格]0.48克

[用法用量]口服。一次 0.24克～0.48克，一日 3次，或遵医嘱。一般疗程 4～12周，如有必要在医师

指导下可延长服药时间。每年重复治疗 2～3次。

[不良反应] 轻度的胃肠不适，如恶心、便秘、腹胀、腹痛和腹泻；轻度的头痛、乏力和困倦，偶见

轻度嗜睡；有些患者可能出现过敏反应，包括皮疹、瘙痒和皮肤红斑。此外，有引起视觉障碍、脱发、

支气管哮喘和血糖升高的报道。

[禁忌]

1. 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禁用。

2. 对盐酸氨基葡萄糖或本品任何辅料过敏的患者禁用。

[注意事项]

1．本品宜在进餐时或餐后服用，可减少胃肠道不适，特别是有胃溃疡的患者。

2．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3. 由于缺乏 18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安全性与有效性的数据，故本品不应用于此类人群的治疗。

4 本品有引起血糖或血脂升高的报道，有糖尿病或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患者，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并建

议对血糖或血脂进行监测。

5. 观察到哮喘患者开始氨基葡萄糖治疗后会引起哮喘症状恶化（当停止氨基葡萄糖给药后，上述状

况消退），因此，初始使用氨基葡萄糖治疗的哮喘患者出现上述症状应及时停药并就医。

6．用药 1个疗程后，症状未缓解，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如有必要延长用药时间，应在医师指导下用

药。

7．对本品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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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9．应将本品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10．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药物相互作用]

1．本品可增加四环素类药物在胃肠道的吸收，减少口服青霉素或氯霉素的吸收。

2．同时服用非甾体抗炎药的患者可能需降低本品的服用剂量，或降低非甾体抗炎药的服用剂量。

3．本品与利尿药可能存在相互作用，两药同时服用时可能需增加利尿药的服用剂量。

4．如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可能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详情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药理作用]

[贮藏]

[包装]

[有效期]

[执行标准]

[批准文号]

[说明书修订日期]

[生产企业]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网 址：

如有问题可与生产企业联系

（注：本说明书范本原则上不得删减，如原批准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较本范本内容更全面或更严格的，

应保留原批准内容。）

盐酸氨基葡萄糖片说明书范本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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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称：

英文名称：

汉语拼音：

[成份]

[性状]

[作用类别] 本品为镇痛类非处方药药品。

[适应症] 全身所有部位的骨关节炎的治疗和预防，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柱、肩、手和手腕、踝

关节等。

[规格] 0.24克

[用法用量] 口服。一次 0.24克～0.48克（1-2片），一日 3次，或遵医嘱。一般疗程 4～12周，如有

必要在医师指导下可延长服药时间。每年重复治疗 2～3次。

[不良反应] 轻度的胃肠不适，如恶心、便秘、腹胀、腹痛和腹泻；轻度的头痛、乏力和困倦，偶见

轻度嗜睡；有些患者可能出现过敏反应，包括皮疹、瘙痒和皮肤红斑。此外，有引起视觉障碍、脱发、

支气管哮喘和血糖升高的报道。

[禁忌]

1. 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禁用。

2. 对盐酸氨基葡萄糖或本品任何辅料过敏的患者禁用。

[注意事项]

1．本品宜在进餐时或餐后服用，可减少胃肠道不适，特别是有胃溃疡的患者。

2．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3. 由于缺乏 18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安全性与有效性的数据，故本品不应用于此类人群的治疗。

4. 本品有引起血糖或血脂升高的报道，有糖尿病或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患者，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并

建议对血糖或血脂进行监测。

5. 观察到哮喘患者开始氨基葡萄糖治疗后会引起哮喘症状恶化（当停止氨基葡萄糖给药后，上述状

况消退），因此，初始使用氨基葡萄糖治疗的哮喘患者出现上述症状应及时停药并就医。

6．用药 1个疗程后，症状未缓解，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如有必要延长用药时间，应在医师指导下用

药。

7．对本品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8．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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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请将本品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10．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药物相互作用]

1．本品可增加四环素类药物在胃肠道的吸收，减少口服青霉素或氯霉素的吸收。

2．同时服用非甾体抗炎药的患者可能需降低本品的服用剂量，或降低非甾体抗炎药的服用剂量。

3．本品与利尿药可能存在相互作用，两药同时服用时可能需增加利尿药的服用剂量。

4．如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可能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详情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药理作用]

[贮藏]

[包装]

[有效期]

[执行标准]

[批准文号]

[说明书修订日期]

[生产企业]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网址：

如有问题可与生产企业联系

（注：本说明书范本原则上不得删减，如原批准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较本范本内容更全面或更严格的，

应保留原批准内容。）

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说明书范本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

商品名称：

英文名称：

汉语拼音：

[成份]

[性状]

[作用类别] 本品为镇痛类非处方药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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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症] 用于治疗和预防全身所有部位的骨关节炎，包括膝关节、肩关节、髋关节、手腕关节、颈

及脊椎关节和踝关节等。可缓解和消除骨关节炎的疼痛、肿胀等症状，改善关节活动功能。

[规格] 0.24克

[用法用量] 口服，一次 1～2粒，一日 3次，一般疗程 4～12周，如有必要在医师指导下可延长服药

时间。每年重复治疗 2～3次。

[不良反应] 轻度的胃肠不适，如恶心、便秘、腹胀、腹痛和腹泻；轻度的头痛、乏力和困倦，偶见

轻度嗜睡；有些患者可能出现过敏反应，包括皮疹、瘙痒和皮肤红斑。此外，有引起视觉障碍、脱发、

支气管哮喘和血糖升高的报道。

[禁忌]

1. 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禁用。

2. 对盐酸氨基葡萄糖或本品任何辅料过敏的患者禁用。

[注意事项]

1．本品宜在进餐时或餐后服用，可减少胃肠道不适，特别是有胃溃疡的患者。

2．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3. 由于缺乏 18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安全性与有效性的数据，故本品不应用于此类人群的治疗。

4. 本品有引起血糖或血脂升高的报道，有糖尿病或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患者，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并

建议对血糖或血脂进行监测。

5. 观察到哮喘患者开始氨基葡萄糖治疗后会引起哮喘症状恶化（当停止氨基葡萄糖给药后，上述状

况消退），因此，初始使用氨基葡萄糖治疗的哮喘患者出现上述症状应及时停药并就医。

6．用药 1个疗程后，症状未缓解，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如有必要延长用药时间，应在医师指导下用

药。

7．对本品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8．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9．请将本品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10．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药物相互作用]

1.本品可增加四环素类药物在胃肠道的吸收，减少口服青霉素或氯霉素的吸收。

2.同时服用非甾体抗炎药的患者可能需降低本品的服用剂量，或降低非甾体抗炎药的服用剂量。

3.本品与利尿药可能存在相互作用，两药同时服用时可能需增加利尿药的服用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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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可能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详情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药理作用]

[贮藏]

[包装]

[有效期]

[执行标准]

[批准文号]

[说明书修订日期]

[生产企业]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网址：

如有问题可与生产企业联系

（注：本说明书范本原则上不得删减，如原批准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较本范本内容更全面或更严格的，

应保留原批准内容。）

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说明书范本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

商品名称：

英文名称：

汉语拼音：

[成份]

[性状]

[作用类别] 本品为镇痛类非处方药药品。

[适应症] 用于治疗和预防全身所有部位的骨关节炎，包括膝关节、肩关节、髋关节、手腕关节、颈

及脊椎关节和踝关节等。可缓解和消除骨关节炎的疼痛、肿胀等症状，改善关节活动功能。

[规格] 0.75克

[用法用量] 口服，一次 1粒，一日 2次，吃饭时或饭后服用。6周为一个疗程或根据需要延长。每年

重复治疗 2-3次。



2020年第 4 期药讯

24

[不良反应]轻度的胃肠不适，如恶心、便秘、腹胀、腹痛和腹泻；轻度的头痛、乏力和困倦，偶见轻

度嗜睡；有些患者可能出现过敏反应，包括皮疹、瘙痒和皮肤红斑。此外，有引起视觉障碍、脱发、

支气管哮喘和血糖升高的报道。

[禁忌]

1. 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禁用。

2. 对盐酸氨基葡萄糖或本品任何辅料过敏的患者禁用。

[注意事项]

1．本品宜在进餐时或餐后服用，可减少胃肠道不适，特别是有胃溃疡的患者。

2．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3. 由于缺乏 18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安全性与有效性的数据，故本品不应用于此类人群的治疗。

4. 本品有引起血糖或血脂升高的报道，有糖尿病或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患者，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并

建议对血糖或血脂进行监测。

5. 观察到哮喘患者开始氨基葡萄糖治疗后会引起哮喘症状恶化（当停止氨基葡萄糖给药后，上述状

况消退），因此，初始使用氨基葡萄糖治疗的哮喘患者出现上述症状应及时停药并就医。

6．用药 1个疗程后，症状未缓解，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如有必要延长用药时间，应在医师指导下用

药。

7．对本品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8．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9．请将本品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10．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药物相互作用]

1.本品可增加四环素类药物在胃肠道的吸收，减少口服青霉素或氯霉素的吸收。

2.同时服用非甾体抗炎药的患者可能需降低本品的服用剂量，或降低非甾体抗炎药的服用剂量。

3.本品与利尿药可能存在相互作用，两药同时服用时可能需增加利尿药的服用剂量。

4.如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可能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详情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药理作用] 骨关节炎是关节软骨蛋白多糖生物合成异常而呈现退行性变的结果。氨基葡萄糖是一种

天然的氨基单糖，是蛋白多糖合成的前体物质，可以刺激软骨细胞产生有正常多聚体结构的蛋白多糖，

提高软骨细胞的修复能力，抑制损伤软骨的酶如胶原酶和磷酯酶 A2，并可防止损伤细胞的超氧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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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基的产生，可以促进软骨基质的修复和重建，从而可延缓骨关节疼痛的病理过程和疾病的进程，改

善关节活动，缓解疼痛。

[贮藏]

[包装]

[有效期]

[执行标准]

[批准文号]

[说明书修订日期]

[生产企业]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网址：

如有问题可与生产企业联系

（注：本说明书范本原则上不得删减，如原批准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较本范本内容更全面或更严格的，

应保留原批准内容。）

硫酸氨基葡萄糖片说明书范本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药品名称]通用名称：硫酸氨基葡萄糖片

商品名称：

英文名称：

汉语拼音：

[成份]

[性状

[作用类别]本品为镇痛类非处方药药品。

[适应症]适用于全身各个部位的骨关节炎，如膝关节、髋关节以及腕、脊柱、手、肩关节和踝关节等。

[规格]0.314克（相当于硫酸氨基葡萄糖 0.25克）

[用法用量]口服，最好在进餐后服用，一次 1～2片，一日 3次，连续服用 4～12周，如有必要在医

师指导下可延长服药时间。每年重复治疗 2～3次。

[不良反应] 轻度的胃肠不适，如恶心、便秘、腹胀、腹痛和腹泻；轻度的头痛、乏力和困倦，偶见

轻度嗜睡；有些患者可能出现过敏反应，包括皮疹、瘙痒和皮肤红斑。此外，有引起视觉障碍、脱发、

支气管哮喘和血糖升高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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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

1．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禁用。

2. 对硫酸氨基葡萄糖或者本品任何辅料过敏的患者禁用。

[注意事项]

1．本品宜在进餐时或餐后服用，可减少胃肠道不适，特别是有胃溃疡的患者。

2．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3. 由于缺乏 18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安全性与有效性的数据，故本品不应用于此类人群的治疗。

4. 本品有引起血糖或血脂升高的报道，有糖尿病或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患者，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并

建议对血糖或血脂进行监测。

5. 观察到哮喘患者开始氨基葡萄糖治疗后会引起哮喘症状恶化（当停止氨基葡萄糖给药后，上述状

况消退），因此，初始使用氨基葡萄糖治疗的哮喘患者出现上述症状应及时停药并就医。

6．用药 1个疗程后，症状未缓解，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如有必要延长用药时间，应在医师指导下用

药。

7．对本品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8．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9．请将本品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10．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药物相互作用]

1．本品可增加四环素类药物在胃肠道的吸收，减少口服青霉素或氯霉素的吸收。

2．同时服用非甾体抗炎药的患者可能需降低本品的服用剂量，或降低非甾体抗炎药的服用剂量。

3．本品与利尿药可能存在相互作用，两药同时服用时可能需增加利尿药的服用剂量。

4．如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可能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详情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药理作用] 骨关节炎是关节软骨蛋白多糖生物合成异常而呈现退行性变的结果。氨基葡萄糖是一种

天然的氨基单糖，是蛋白多糖合成的前体物质，可以刺激软骨细胞产生有正常多聚体结构的蛋白多糖，

提高软骨细胞的修复能力，抑制损伤软骨的酶如胶原酶和磷酯酶 A2，并可防止损伤细胞的超氧化自

由基的产生，可以促进软骨基质的修复和重建，从而可延缓骨关节疼痛的病理过程和疾病的进程，改

善关节活动，缓解疼痛。

[贮藏]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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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

[执行标准]

[批准文号]

[说明书修订日期]

[生产企业]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网 址：

有问题可与生产企业联系

（注：本说明书范本原则上不得删减，如原批准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较本范本内容更全面或更严格的，

应保留原批准内容。）

硫酸氨基葡萄糖胶囊说明书范本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硫酸氨基葡萄糖胶囊

商品名称：

英文名称：

汉语拼音：

[成份]

[性状]

[作用类别] 本品为镇痛类非处方药药品。

[适应症]原发性及继发性骨关节炎。

[规格] 0.25克（以硫酸氨基葡萄糖计）

[用法用量] 口服，建议每次 2粒胶囊，每日 3次(早晨及进餐时）；连续用药 6周，必要时可以 6周

以上。间隔 2个月可以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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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应]轻度的胃肠不适，如恶心、便秘、腹胀、腹痛和腹泻；轻度的头痛、乏力和困倦，偶见轻

度嗜睡；有些患者可能出现过敏反应，包括皮疹、瘙痒和皮肤红斑。此外，有引起视觉障碍、脱发、

支气管哮喘和血糖升高的报道。

[禁忌]

1.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禁用。

2.对硫酸氨基葡萄糖或者本品任何辅料过敏的患者禁用。

[注意事项]

1．本品宜在进餐时或餐后服用，可减少胃肠道不适，特别是有胃溃疡的患者。

2．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3. 由于缺乏 18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安全性与有效性的数据，故本品不应用于此类人群的治疗。

4. 本品有引起血糖或血脂升高的报道，有糖尿病或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患者，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并

建议对血糖或血脂进行监测。

5. 观察到哮喘患者开始氨基葡萄糖治疗后会引起哮喘症状恶化（当停止氨基葡萄糖给药后，上述状

况消退），因此，初始使用氨基葡萄糖治疗的哮喘患者出现上述症状应及时停药并就医。

6．用药 1个疗程后，症状未缓解，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如有必要延长用药时间，应在医师指导下用

药。

7．对本品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8．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9．请将本品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10．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药物相互作用]

1.本品可增加四环素类药物在胃肠道的吸收，减少口服青霉素或氯霉素的吸收。

2.同时服用非甾体抗炎药的患者可能需降低本品的服用剂量，或降低非甾体抗炎药的服用剂量。

3.本品与利尿药可能存在相互作用，两药同时服用时可能需增加利尿药的服用剂量。

4.如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可能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详情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药理作用] 骨关节炎是关节软骨蛋白多糖生物合成异常而呈现退行性变的结果。氨基葡萄糖是一种

天然的氨基单糖，是蛋白多糖合成的前体物质，可以刺激软骨细胞产生有正常多聚体结构的蛋白多糖，

提高软骨细胞的修复能力，抑制损伤软骨的酶如胶原酶和磷酯酶 A2，并可防止损伤细胞的超氧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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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基的产生，可以促进软骨基质的修复和重建，从而可延缓骨关节疼痛的病理过程和疾病的进程，改

善关节活动，缓解疼痛。

[贮藏]

[包装]

[有效期]

[执行标准]

[批准文号]

[说明书修订日期]

[生产企业]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网址：

如有问题可与生产企业联系

（注：本说明书范本原则上不得删减，如原批准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较本范本内容更全面或更严格的，

应保留原批准内容。）

国家药监局关于修订鼻炎康片非处方药说明书的公告（2020 年第 125 号）

来源：国家局 发布日期：2020-11

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对鼻炎康片

非处方药说明书【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和【药物相互作用】项进行统一修订。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鼻炎康片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相应说明书

修订要求（见附件）修订说明书，于 2021年 2月 4日前报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准内容一致。

在备案之日起生产的药品，不得继续使用原药品说明书。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在备案后 9个月内

对已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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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药品使

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指导医师和患者合理用药。

三、临床医师应当仔细阅读上述药品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用药时，应当根据新修订说明书

进行充分的获益/风险分析。

四、患者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使用处方药的，应严格遵医嘱用药。

五、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督促行政区域内上述药品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按要求做好相应

说明书修订和标签、说明书更换工作，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厉查处。

特此公告。

附件：鼻炎康片非处方药说明书修订要求

附件

鼻炎康片非处方药说明书修订要求

一、【不良反应】项应当包括：

监测数据显示，本品有嗜睡、困倦、疲劳、乏力、虚弱感、口渴、口干、腹痛、腹泻、便秘、胃肠胀

气、胃灼热、胃部不适、返酸、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皮疹、瘙痒、头晕、头痛、心悸等不良反应

报告。

二、【禁忌】项应当增加：

对本品及所含成份过敏者禁用。

三、【注意事项】项应当修改为：

1.忌辛辣、鱼腥食物。

2.凡过敏性鼻炎属虚寒症者慎用。

3.本品含马来酸氯苯那敏，不宜与其他含马来酸氯苯那敏的药品合用。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

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

4.膀胱颈梗阻、甲状腺功能亢进、青光眼、高血压患者慎用。

5.孕妇及哺乳期妇女慎用。

6.前列腺肥大者慎用，有排尿困难个案报告。

7.心脏病、肝病、糖尿病、肾病等患者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8.儿童、老年患者应在医师指导下使用，新生儿、早产儿不宜使用。

9.按照用法用量服用，建议饭后服用。

10.急性鼻炎服药 3天后症状无改善，或出现其他症状，应去医院就诊。

http://www.cdr-adr.org.cn/drug_1/aqjs_1/drug_aqjs_smssggg/202011/W02020111055633230701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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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不宜过量、久服。

12.过敏体质者慎用。

13.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14.儿童必须在成人的监护下使用。

15.请将本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16.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四、【药物相互作用】项应当增加：

本品含马来酸氯苯那敏，应注意马来酸氯苯那敏与其他成份的相互作用：

1.不应与含抗组胺药（如马来酸氯苯那敏、苯海拉明等）的复方抗感冒药同服。

2.不应与含抗胆碱药（如颠茄制剂、阿托品等）的药品同服。

3.与中枢镇静药、催眠药、安定药或乙醇并用，可增加对中枢神经的抑制作用。

4.本品可增强抗抑郁药的作用，不宜同用。

5.如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可能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详情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国家药监局关于修订心脑康制剂说明书的公告（2020 年 第 127 号）

来源：国家局 发布日期：2020-11

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对心脑康制

剂（包括片剂、胶囊剂）说明书【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项进行统一修订。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所有上述药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均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相应说明

书修订要求（见附件）修订说明书，于 2021年 2月 9日前报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准内容一致。

在备案之日起生产的药品，不得继续使用原药品说明书。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在备案后 9个月内

对已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

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药品使

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指导医师和患者合理用药。

三、临床医师应当仔细阅读上述药品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用药时，应当根据新修订说明书

进行充分的获益/风险分析。

四、患者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使用处方药的，应严格遵医嘱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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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督促行政区域内上述药品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按要求做好相应

说明书修订和标签、说明书更换工作，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厉查处。

特此公告。

附件：心脑康制剂说明书修订要求

附件

心脑康制剂说明书修订要求

一、【不良反应】项应当增加：

监测数据显示，心脑康制剂有恶心、呕吐、口干、腹痛、腹泻、腹胀、腹部不适、皮疹、瘙痒、头晕、

头痛、胸闷、心悸、过敏或过敏样反应等不良反应报告，有肝功能生化指标异常个案报告。

二、【禁忌】项应当增加：

1.对本品及所含成份过敏者禁用。

2.孕妇禁用。

三、【注意事项】项应当增加：

1.本品含制何首乌，避免与肝毒性药物同时使用。

2.服药期间如果发现肝生化指标异常或出现全身乏力、食欲不振、厌油、恶心、尿黄、目黄、皮肤黄

染、皮肤瘙痒等可能与肝损伤有关的临床表现时，或原有肝生化检查异常、肝损伤临床症状加重时，

应立即停药并就医。

3.过敏体质者慎用。

4.哺乳期妇女慎用。

国家药监局关于柴银颗粒转换为非处方药的公告（2020 年第 134 号）

来源：国家局 发布日期：2020-12

根据《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试行）》（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 10号）的规定，

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论证和审定，柴银颗粒由处方药转化为非处方药。品种名单（附件 1）及

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附件 2）一并发布。

请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 2021年 3月 8日前，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提出

修订药品说明书的补充申请报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并将说明书修订的内容及时通知相关医疗

机构、药品经营企业等单位。

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规定内容之外的说明书其他内容按原批准证明文件执行。药品标签涉及相关

内容的，应当一并修订。自补充申请备案之日起生产的药品，不得继续使用原药品说明书。

http://www.cdr-adr.org.cn/drug_1/aqjs_1/drug_aqjs_smssggg/202011/W02020112348388239660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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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附件：1.品种名单

2.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

附件 1

品种名单

序号 品 名 规 格（组成） 分类

1 柴银颗粒 每袋装 8克 甲类

附件 2

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

柴银颗粒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柴银颗粒

汉语拼音：

[成份]

[性状]

[功能主治]清热解毒，利咽止咳。用于上呼吸道感染外感风热证，症见：发热恶风，头痛、咽痛，汗

出，鼻塞流涕，咳嗽，舌边尖红，苔薄黄等症。

[规格] 每袋装 8克

[用法用量]开水冲服。一次 8克，一日 3次，连服 3天。

[不良反应]监测数据显示，柴银制剂有腹泻、皮疹等不良反应报告。

[禁忌] 对本品及所含成份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

1.忌烟、酒及辛辣、生冷、油腻食物。

2.不宜在服药期间同时服用滋补性中药。

3.不适用于上呼吸道感染外感风寒证。

4.脾胃虚寒及脾虚便溏者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脾胃虚寒者宜温服。

5.高血压、心脏病、肝病、糖尿病、肾病等患者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http://www.cdr-adr.org.cn/drug_1/aqjs_1/drug_aqjs_smssggg/202012/W020201218626447372153.doc
http://www.cdr-adr.org.cn/drug_1/aqjs_1/drug_aqjs_smssggg/202012/W020201218626447885088.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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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孕妇慎用，儿童、哺乳期妇女、年老体弱者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7.发烧体温超过 38.5℃的患者，应去医院就诊。

8.严格按用法用量服用，本品不宜长期服用。

9.服药 3天症状无缓解，应去医院就诊。

10.对本品及所含成份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11.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12.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使用。

13.请将本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14.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药物相互作用］如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可能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详情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贮藏]

[包装]

[有效期]

[执行标准]

[批准文号]

[说明书修订日期]

[生产企业]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网 址：

如有问题可与生产企业联系

国家药监局关于四季抗病毒合剂等 3种药品转换为非处方药的公告（2020 年第 137 号）

来源：国家局 发布日期：2020-12

根据《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试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 10号）的规定，

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论证和审定，四季抗病毒合剂等 3种药品由处方药转化为非处方药。品种

名单（附件 1）及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附件 2）一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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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 2020年 3月 14日前，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提出

修订说明书的补充申请报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并将说明书修订的内容及时通知相关医疗机

构、药品经营企业等单位。

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规定内容之外的说明书其他内容按原批准证明文件执行。药品标签涉及相关

内容的，应当一并修订。自补充申请备案之日起生产的药品，不得继续使用原药品说明书。双跨品种

的处方药说明书可继续使用。

特此公告。

附件：1.品种名单

2.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

附件 1

品种名单

序号 品 名 规 格（组成） 分类 备注

1 四季抗病毒合剂 每瓶装（1）5毫升 （2）每瓶装 10毫升 甲类 双跨

2 四季抗病毒胶囊 每粒装 0.38克 甲类 双跨

3 祛湿颗粒 每袋装 15克 甲类

附件 2

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

1.四季抗病毒合剂（每瓶装 5毫升）

四季抗病毒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四季抗病毒合剂

汉语拼音：

[成份]

[性状]

[功能主治]清热解毒，消炎退热。用于上呼吸道感染，病毒性感冒，流感等病毒性感染疾患。症见头

痛，发热，流涕，咳嗽等。

http://www.cdr-adr.org.cn/drug_1/aqjs_1/drug_aqjs_smssggg/202012/W020201218627304163769.doc
http://www.cdr-adr.org.cn/drug_1/aqjs_1/drug_aqjs_smssggg/202012/W020201218627304202300.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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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每瓶装 5毫升

[用法用量]口服。成人一次 10～20毫升，一日 3次，小儿 2～5岁一次 5毫升，5～7岁一次 5～10毫

升，一日 3次。

[不良反应]监测数据显示，本品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皮疹、瘙痒等不良反应报告。

[禁忌]

1.孕妇禁用。

2.糖尿病患者禁服。

3.对本品及所含成份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

1.忌烟、酒及辛辣、生冷、油腻食物。

2.不宜在服药期间同时服用滋补性中药。

3.高血压、心脏病、肝病、肾病等患者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4.发热体温超过 38.5℃的患者，应去医院就诊。

5.儿童、年老体弱者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6.服药 3天症状无缓解，应去医院就诊。

7.过敏体质者慎用。

8.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9.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使用。

10.请将本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11.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药物相互作用］如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可能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详情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贮藏]

[包装]

[有效期]

[执行标准]

[批准文号]

[说明书修订日期]

[生产企业]

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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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网 址：

如有问题可与生产企业联

2.四季抗病毒合剂（每瓶装 10毫升）

四季抗病毒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四季抗病毒合剂

汉语拼音：

[成份]

[性状]

[功能主治]清热解毒，消炎退热。用于上呼吸道感染，病毒性感冒，流感等病毒性感染疾患。症见头

痛，发热，流涕，咳嗽等。

[规格]每瓶装 10毫升

[用法用量]口服。成人一次 10～20毫升，一日 3次，小儿 2～5岁一次 5毫升，5～7岁一次 5～10毫

升，一日 3次。

[不良反应]监测数据显示，本品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皮疹、瘙痒等不良反应报告。

[禁忌]

1.孕妇禁用。

2.糖尿病患者禁服。

3.对本品及所含成份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

1.忌烟、酒及辛辣、生冷、油腻食物。

2.不宜在服药期间同时服用滋补性中药。

3.高血压、心脏病、肝病、肾病等患者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4.发热体温超过 38.5℃的患者，应去医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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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儿童、年老体弱者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6.服药 3天症状无缓解，应去医院就诊。

7.过敏体质者慎用。

8.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9.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使用。

10.请将本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11.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药物相互作用］如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可能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详情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贮藏]

[包装]

[有效期]

[执行标准]

[批准文号]

[说明书修订日期]

[生产企业]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网 址：

如有问题可与生产企业联系

3.四季抗病毒胶囊

四季抗病毒胶囊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四季抗病毒胶囊
汉语拼音：
[成份]
[性状]
[功能主治] 清热解毒，消炎退热。用于上呼吸道感染，病毒性感冒，流感等病毒性感染疾患。症见
头痛，发热，流涕，咳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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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每粒装 0.38克
[用法用量] 口服。成人一次 3～6粒，一日 3次。或遵医嘱。
[不良反应] 监测数据显示，本品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皮疹、瘙痒等不良反应报告。
[禁忌]
1.孕妇禁用。
2.对本品及所含成份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
1.忌烟、酒及辛辣、生冷、油腻食物。
2.不宜在服药期间同时服用滋补性中药。
3.高血压、心脏病、肝病、肾病等患者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4.发热体温超过 38.5℃的患者，应去医院就诊。
5.年老体弱者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6.服药 3天症状无缓解，应去医院就诊。
7.过敏体质者慎用。
8.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9.请将本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10.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药物相互作用］如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可能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详情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贮藏]
[包装]
[有效期]
[执行标准]
[批准文号]
[说明书修订日期]
[生产企业]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网 址：
如有问题可与生产企业联系

4.祛湿颗粒

祛湿颗粒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祛湿颗粒

汉语拼音：

[成份]
[性状]
[功能主治]祛湿清热，健脾开胃。用于治疗脾胃湿热所致身重，纳呆，便溏，舌苔微黄腻等症。

[规格]每袋装 15克
[用法用量]饭后开水冲服。一次 1-2袋，一日 3次，儿童酌减。

[不良反应]监测数据显示，本品有腹泻、腹痛等不良反应报告。

[禁忌]
1.对本品及所含成份过敏者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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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糖尿病患者禁用。

[注意事项]
1.饮食宜清淡，忌食辛辣、生冷、油腻食物。

2.本品不宜长期服用，不宜在服药期间同时服用滋补性中药。

3.高血压、心脏病、肝病、肾病等患者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4.孕妇慎用，且应在医生指导下服用。

5.儿童、年老体弱者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6.服药 7天症状无缓解，应去医院就诊。

7.过敏体质者慎用。

8.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9.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使用。

10.请将本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11.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药物相互作用]如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可能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详情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贮藏]
[包装]
[有效期]
[执行标准]
[批准文号]
[说明书修订日期]
[生产企业]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网 址：

如有问题可与生产企业联系

国家药监局关于修订甲紫溶液药品说明书的公告（2020 年 第 138 号）

来源：国家局 发布日期：2020-12

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对甲紫溶液药品说明书进行修订。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所有甲紫溶液生产企业均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甲紫溶液药品说明

书修订要求（见附件），提出修订说明书的补充申请，于 2021年 3月 15日前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品审评中心或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准内容一致。

在补充申请备案后 9个月内对所有已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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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紫溶液生产企业应当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使用和安全性

问题的宣传培训，涉及用药安全的内容变更要立即以适当方式通知药品经营和使用单位，指导医师、

药师合理用药。

二、临床医师、药师应当仔细阅读甲紫溶液药品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用药时，应当根据新

修订说明书进行充分的获益/风险分析。

三、患者应严格遵医嘱用药，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说明书。

特此公告。

附件：甲紫溶液药品说明书修订要求

国家药监局

2020年 12月 16日

附件

甲紫溶液药品说明书修订要求

一、添加警示语：

有实验报告表明动物全身性（或系统性）吸收甲紫可致癌，故本品只能用于局部未破损皮肤，严

禁内服。

二、【适应症】修订为以下内容：

本品可辅助用于预防和治疗局部皮肤感染，不得用于破损皮肤。

三、【用法用量】修订为以下内容：

外用。用 1%水溶液外涂，一日 2～3次。

四、【不良反应】项下修订为以下内容：

本品可引起过敏反应，如皮疹、荨麻疹、红斑疹、瘙痒、红肿、水疱疹，胸闷，呼吸、吞咽或说

话困难，声音嘶哑，口唇、面部、舌头或喉头水肿。用药部位可能有皮肤刺激感、烧灼感、局部红肿、

疼痛。本品可使皮肤和衣服染色。

有报道本品 1%水溶液外用可造成坏死性皮肤反应。意外的尿道或膀胱用药（1%水溶液）可引起

严重出血性膀胱炎。

五、【禁忌】修订为以下内容：

1.对本品任何成份过敏者禁用。

2.禁用于黏膜和开放性伤口，并避免与眼睛及破损的皮肤接触。

3.严禁口服。

六、【注意事项】修订为以下内容：

http://www.cdr-adr.org.cn/drug_1/aqjs_1/drug_aqjs_smssggg/202012/W02020122134494027016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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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用制剂，不得口服。置于儿童不宜触及处。

2.本品动物研究有致癌性，但目前尚无在人体上应用甲紫致癌的报道。避免长期或大面积使用，

使用时应权衡利弊。

3.涂药后不宜加封包。

4.使用本品时，应预防误入口和眼睛。

5.因本品含乙醇，对酒精过敏者慎用。

七、【孕妇及哺乳期乳女用药】修订为以下内容：

哺乳期妇女乳房部位用药需防止婴儿经口吸入。

八、【儿童用药】修订为以下内容：

儿童使用未进行过系统研究且无可靠参考文献。

九、【药理毒理】修订为以下内容：

药理作用：

甲紫属三苯甲烷类抗菌性染料，能与微生物酶系统发生氢离子的竞争性对抗，使酶成为无活性的

氧化状态，而发挥杀菌作用。甲紫对某些革兰阳性菌，特别是葡萄球菌有杀菌作用。还对一些致病性

真菌如念珠菌有效。甲紫对革兰阴性菌作用较差，对抗酸菌或芽孢没有作用。甲紫的抗菌活性随 pH

值升高而升高。甲紫能与坏死组织结合形成保护膜，起收敛作用。

毒理研究

有研究显示动物全身性（或系统性）吸收甲紫可致癌。

（注：说明书其他内容如与上述修订要求不一致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

国家药监局关于修订秋水仙碱片说明书的公告（2020 年第 149 号）

来源：国家局 发布日期：2020-12

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对秋水仙碱片说明书进行修订。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所有秋水仙碱片生产企业均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秋水仙碱片说明

书修订要求（见附件），提出修订说明书的补充申请，于 2021年 3月 28日前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品审评中心或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准内容一致。

在补充申请备案后 9个月内对所有已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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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仙碱片生产企业应当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使用和安全

性问题的宣传培训，涉及用药安全的内容变更要立即以适当方式通知药品经营和使用单位，指导医师、

药师合理用药。

二、临床医师、药师应当仔细阅读秋水仙碱片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用药时，应当根据新修

订说明书进行充分的获益/风险分析。

三、患者应严格遵医嘱用药，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说明书。

特此公告。

附件：秋水仙碱片说明书修订要求

附件

秋水仙碱片说明书修订要求

一、警示语

增加【警示语】项，应包含以下内容：

本品是细胞有丝分裂毒素，毒性大，一旦过量缺乏解救措施，须避免药物过量。

二、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项应包含以下内容：

上市后监测数据显示本品可见如下不良反应/事件：

胃肠损害：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

皮肤及其附件损害：皮疹、瘙痒、脱发等；

肝胆损害：肝功能生化指标异常、肝细胞损伤等；

全身性损害：乏力、发热、胸痛、寒战、多器官功能衰竭等；

神经系统损害：头晕、头痛、意识障碍等；

血液系统损害：白细胞减少、粒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全血细胞减少、骨髓抑制等；

泌尿系统损害：血尿、少尿、尿频、排尿困难、肾功能异常、慢性肾功能不全加重、急性肾功能

衰竭等；

肌肉骨骼损害：肌无力、肌痛、肌酸磷酸激酶升高、横纹肌溶解等；

免疫功能紊乱：过敏反应、过敏样反应、过敏性休克等；

代谢和营养障碍：低血糖、低血钾、电解质异常、脱水等；

心血管系统损害：心悸、心动过缓、心肌梗死、循环衰竭等；

呼吸系统损害：呼吸困难、呼吸急促、哮喘等；

精神障碍：厌食、食欲异常、嗜睡等；

http://www.cdr-adr.org.cn/drug_1/aqjs_1/drug_aqjs_smssggg/202012/W020201231633298157553.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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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视力异常、耳鸣、味觉障碍等

三、禁忌

【禁忌】项应包含以下内容：

1、对本品过敏者禁用。

2、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禁用。

四、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项应包含以下内容:

1、本品应从小剂量开始使用，如发生呕吐、腹泻等不良反应，应立即停药并就诊。有研究表明

低剂量秋水仙碱（1.5-1.8mg/d）与高剂量秋水仙碱（4.8-6.0mg/d）相比，有效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

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

2、本品存在肝肠循环，肝功能损害时解毒能力下降，易促使毒性加重，肝功能不全者慎用。

3、秋水仙碱可抑制细胞正常的有丝分裂，对胎儿有致畸作用。育龄期妇女或其配偶在开始治疗

前 3个月、治疗期间及停药后 3个月内应采用有效的避孕措施。

4、老年患者用药应酌情减量。

5、大量使用或误用本品后可能出现以下急性中毒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胃灼热、血

尿、少尿、肌无力、谵妄、痉挛、休克、呼吸抑制、心功能衰竭等。有文献报道，秋水仙碱引起毒性

反应的剂量存在个体差异性。

秋水仙碱中毒尚无特效解毒剂，不能通过血液透析有效清除。秋水仙碱中毒的治疗应从洗胃和预

防休克的措施开始，并采取对症治疗和支持性治疗。

五、药物相互作用

1、秋水仙碱是 CYP3A4代谢酶和 P-糖蛋白（P-gp）的底物，与 CYP3A4抑制剂或 P-gp抑制剂

（详见下表）合并使用会增加秋水仙碱的血药浓度。

CYP3A4强抑制剂

阿扎那韦，利托那韦，茚地那韦，洛匹那韦，沙奎

那韦，奈非那韦，伊曲康唑，酮康唑，泊沙康唑，

伏立康唑，克拉霉素，地尔硫卓，葡萄柚汁*等

CYP3A4中等抑制剂

阿瑞匹坦，西咪替丁，环丙沙星，克霉唑，环孢素，

决奈达隆，红霉素，氟康唑，氟伏沙明，伊马替尼，

维拉帕米等

P-gp抑制剂
维拉帕米，红霉素，克拉霉素，利托那韦，环孢素，

奎尼丁，普罗帕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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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柚汁因为品牌、浓度、饮用量等不同，对 CYP3A4的影响差异较大。

2、秋水仙碱与 HMG-CoA还原酶抑制剂（如阿托伐他汀、氟伐他汀、洛伐他汀、普伐他汀、辛

伐他汀等）、贝特类药物（如非诺贝特、苯扎贝特等）合并使用时可能会增加肌无力、肌痛、横纹肌

溶解等肌肉损害不良反应发生风险，对秋水仙碱与上述药物进行联合处方时应谨慎。

（注：说明书其他内容如与上述修订要求不一致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

国家药监局关于修订苯溴马隆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公告（2020 年第 150 号）

来源：国家局 发布日期：2020-12

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对苯溴马隆口服制剂说明书进行修订。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所有苯溴马隆口服制剂生产企业均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苯溴马隆

口服制剂说明书修订要求（见附件），提出修订说明书的补充申请，于 2021年 3月 28日前报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或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准内容一致。

在补充申请备案后 9个月内对所有已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

苯溴马隆口服制剂生产企业应当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使用

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涉及用药安全的内容变更要立即以适当方式通知药品经营和使用单位，指

导医师、药师合理用药。

二、临床医师、药师应当仔细阅读苯溴马隆口服制剂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用药时，应当根

据新修订说明书进行充分的获益/风险分析。

三、患者应严格遵医嘱用药，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说明书。

特此公告。

附件：苯溴马隆口服制剂说明书修订要求

附件

苯溴马隆口服制剂说明书修订要求

一、【不良反应】应包含以下内容：

上市后监测数据显示苯溴马隆口服制剂可见如下不良反应/事件（发生率未知）：

胃肠损害：呕吐、腹痛、胃肠道出血等；

肝胆损害：肝生化指标异常、肝细胞损伤等；

全身性损害：乏力、水肿、胸痛、发热等；

http://www.cdr-adr.org.cn/drug_1/aqjs_1/drug_aqjs_smssggg/202012/W02020123163234861454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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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系统损害：头晕、头痛等；

泌尿系统损害：血尿、少尿、尿频、肾功能异常、急性肾功能衰竭等；

免疫功能紊乱：过敏反应、过敏样反应等；

其他：结膜炎、血小板减少、白细胞减少、心悸、阳痿等。

二、【禁忌】应包含以下内容：

对本品及其辅料过敏者禁用。

三、【注意事项】应包含以下内容：

1.用药期间应监测肝、肾功能。

2.对近期患过肝脏疾病、提示有肝脏疾病（如不明原因的持续性转氨酶升高，黄疸）、酗酒的患

者，使用本品需谨慎。

3.在用药过程中应密切注意肝损害的症状和体征，如出现食欲不振、恶心、呕吐、全身倦怠感、

腹痛、腹泻、发热、尿浓染、眼球结膜黄染等现象，应立即停药并及时就医。

4.应避免同其他潜在的肝毒性药物合并使用。

5.本品可能会增加香豆素类抗凝血药（如华法林、双香豆素、醋硝香豆素等）的抗凝作用，增加

出血风险。如合并使用，应密切监测患者凝血酶原时间，还应严密观察口腔黏膜、鼻腔、皮下出血及

大便隐血、血尿等。

（注：说明书其他内容如与上述修订要求不一致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

★药物警戒★

药物警戒快讯 2020 年 10 月第 10 期（总第 210 期）

内容提要

美国警示阿替利珠单抗联合紫杉醇用于乳腺癌治疗的有效性和潜在安全性问题

英国警告 60mg 地舒单抗停用或延迟治疗后的多发性椎体骨折风险

日本警示阿帕他胺片的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风险

日本警示贝伐珠单抗的动脉夹层风险

加拿大卫生部评估含美沙拉嗪产品致婴儿出生缺陷的潜在风险

日本修订阿糖胞苷注射剂说明书

日本修订含富马酸伏诺拉生药品说明书增加肝损害、过敏及休克的风险提示

美国警示阿替利珠单抗联合紫杉醇用于乳腺癌治疗的有效性和潜在安全性问题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近期发布安全性沟通信息，警示医务人员、肿瘤临床试验研究者以

及患者，一项临床试验显示，对于之前没有接受过治疗、且无法手术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三阴性乳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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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mTNBC）患者，阿替利珠单抗（atezolizumab，商品名 Tecentriq泰圣奇）与紫杉醇联合治疗不能

发挥作用。

FDA尚未批准阿替利珠单抗联合紫杉醇用于乳腺癌治疗，但已批准阿替利珠单抗联合白蛋白结

合型紫杉醇（商品名 Abraxane）用于肿瘤表达 PD-L1 的成年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的治疗。在临床实践

中，医务人员不能用紫杉醇代替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

此次涉及的临床试验（IMpassion131）是一项在 mTNBC患者中开展的 III期、多中心、随机、

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试验组为阿替利珠单抗联合紫杉醇，对照组为安慰剂联合紫杉醇。在这项试

验中，与安慰剂联合紫杉醇相比，阿替利珠单抗联合紫杉醇不能显著降低 PD-L1阳性患者的肿瘤进

展和死亡风险。此外，在 PD-L1阳性人群和总人群中，相较于阿替利珠单抗联合紫杉醇，中期总生

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分析均更有利于紫杉醇联合安慰剂。

FDA将审查 IMpassion131的研究结果，并将基于审查结果和任何可能的处方信息更新发布新的

沟通信息。FDA正在评估阿替利珠单抗联合紫杉醇在其它正在开展的乳腺癌临床试验中的使用，并

将提出适宜的更改建议。

正在使用阿替利珠单抗联合紫杉醇治疗其它获批适应症的患者，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可继续现有

治疗。

患者如有疑问或顾虑，可与医生沟通。医务人员和患者均应通过MedWatch不良事件报告项目

（MedWatch Adverse Event Reporting program），向 FDA 报告与使用这些药品和其他类似药品有关的

任何不良事件或副作用。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网站）

原文链接如下：

https://www.fda.gov/drugs/drug-safety-and-availability/fda-alerts-health-care-professionals-and-oncolo

gy-clinical-investigators-about-efficacy-and

英国警告 60mg 地舒单抗停用或延迟治疗后的多发性椎体骨折风险

2020年 8月 26日，英国药品和健康产品管理局（MHRA）发布信息称，人用药物委员会的药物

警戒专家咨询组考虑了欧盟和世界范围内的安全性数据，以及制造商提交的数据，表明骨质疏松症患

者停用地舒单抗治疗后，发生多发性椎骨骨折的风险增加，并建议患者在未经专家评估的情况下不要

停止使用该药。

地舒单抗 60mg规格（商品名：普罗力）用于骨质疏松症和骨流失的治疗。在 2015年 1月 1日

至 2019年 12月 31日期间，英国共发放了约 39.6万支 60mg地舒单抗预充式注射器，估计这段时间

英国的暴露量约为 19.7万患者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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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年至 2020年 6月，英国上市后报告了 44例在停止或延迟使用地舒单抗治疗后发生椎体

骨折（包括多处骨折）的报告，骨折发生在停止或延迟地舒单抗治疗的 18个月内，其中一些发生在

前 9个月。

地舒单抗 120mg（商品名：安加维）也可用于预防成人晚期骨恶性肿瘤的骨骼相关事件，以及用

于治疗不可手术切除或手术切除可能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骨巨细胞瘤（包括成人和骨骼发育成熟的青

少年）。虽然停止治疗后多发性椎体骨折的风险数据不足以在目前就 120mg规格发布类似的建议，

但风险仍将被持续评估。

对医务人员的建议：

•据报道，在停止或延迟地舒单抗 60mg规格治疗骨质疏松症的 18个月内，患者发生多发性

椎体骨折的风险增加，在英国已有相关病例报告。

•有脊椎骨折病史的患者可能是最危险的。

•在开始使用地舒单抗治疗之前，应评估患者个体因素和获益-风险，特别是对于椎体骨折风

险增加的患者，例如那些曾经患有脊椎骨折的患者。未经专家评估，患者不应停止使用地舒单抗。

•地舒单抗治疗骨质疏松症的最佳持续时间尚未确定。根据地舒单抗的预期获益和潜在风险，

应定期重新评估继续治疗的必要性，尤其是在使用 5年或更长时间后。

•长期使用地舒单抗治疗的风险包括罕见的颌骨骨坏死和非典型的股骨骨折，外耳道骨坏死

也与地舒单抗相关。

•NICE快速指南（2020年 4月 30日）建议不要在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行期间推迟

使用地舒单抗的治疗。

给患者的建议：

•有报道称，停止或延迟 60mg规格地舒单抗治疗后，脊椎多发性骨折的风险增加。

•在没有和医生讨论个人的风险因素之前，不要停止地舒单抗的治疗。

•如果错过了一次处方剂量的地舒单抗，应尽快补注。在此之后，下一次注射将安排在最后

一次注射之日起的 6个月。

•与医生定期评估骨质疏松症的治疗方法。

参考：

1.National Osteoporosis Guideline Group (NOGG) 2017. Clinical guidelin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osteoporosis. Updated July 2019.

2.Discontinuation of 地舒单抗 therapy for osteoporosi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position

statement by European Calcified Tissue Society (ECTS). Bone 105; 2017, 11–17.

http://www.cdr-adr.org.cn/drug_1/aqjs_1/drug_aqjs_jjkx/202010/javascript:void(0);
http://www.cdr-adr.org.cn/drug_1/aqjs_1/drug_aqjs_jjkx/202010/javascript:void(0);
http://www.cdr-adr.org.cn/drug_1/aqjs_1/drug_aqjs_jjkx/202010/javascript:void(0);
http://www.cdr-adr.org.cn/drug_1/aqjs_1/drug_aqjs_jjkx/202010/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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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ata derived from IQVIA MIDAS, January to December 2019, and analysed by the MHRA,

March 2020.

（英国MHRA网站）

原文链接：

https://www.gov.uk/drug-safety-update/denosumab-60mg-prolia-increased-risk-of-multiple-vertebral-fr

actures-after-stopping-or-delaying-ongoing-treatment

日本警示阿帕他胺片的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风险

日本厚生劳动省（MHLW）及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局（PMDA）近期宣布修改阿帕他胺片

（apalutamide，商品名：Erleada 安森珂）的产品说明，在“重要注意事项”和“具有临床意义的不

良反应”项下增加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TEN）的有关提示。

阿帕他胺片（60mg）在日本获批用于治疗无远处转移的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该产品在日本自

2019年 5月上市以来，已收到 2例 TEN报告，2例报告的不良事件与怀疑用药均可能有关。其中 1

例在发生不良事件后死亡，且死亡与怀疑用药可能有关。MHLW和 PMDA咨询专家后评估认为，有

必要修改阿帕他胺片的产品说明。

根据 PMDA网站发布的信息，阿帕他胺片产品说明此次增加的内容如下（带下划线的文字为新

增内容）：

在“重要注意事项”项下增加：“可能发生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TEN）、多形性红斑等严重

皮肤疾病。如果发生皮疹，应尽早咨询皮肤科医生，并考虑暂时停药或终止用药。应指导患者，观察

到任何皮肤异常均应立即就医。”

在“具有临床意义的不良反应”项下增加：“严重皮肤疾病：可能发生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

（TEN）、多形性红斑等严重皮肤疾病。应仔细监测患者情况，一旦发生任何异常，应采取停药等适

宜措施。”

（日本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局 PMDA网站）

原文链接：

https://www.pmda.go.jp/english/safety/info-services/drugs/revision-of-precautions/0008.html

日本警示贝伐珠单抗的动脉夹层风险

日本厚生劳动省（MHLW）及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局（PMDA）近期宣布修改贝伐珠单抗

（bevacizumab）的产品说明，在“具有临床意义的不良反应”项下增加动脉夹层的有关提示。贝伐

珠单抗生物类似药也需进行上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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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伐珠单抗在日本获批用于多种晚期或复发性恶性肿瘤的治疗，首次上市时间为 2007年 6月。

日本在过去的 3个财政年度间，共收到 7例贝伐珠单抗用药患者的动脉夹层报告，其中 1例报告的不

良事件与怀疑用药可能有关。7例报告中有 2例死亡，但无法建立死亡与怀疑用药的因果关联性。

MHLW和 PMDA咨询专家后评估认为，有必要修改贝伐珠单抗的产品说明。

根据 PMDA网站发布的信息，贝伐珠单抗产品说明此次增加的内容（带下划线的文字为新增内

容）有两个模板，分别如下：

执行旧版《处方药包装说明书指令》（PAB Notification No. 606，1997年 4月 25日）者，在“具

有临床意义的不良反应”项下增加：“动脉夹层：可能发生包括主动脉夹层在内的动脉夹层。应仔细

监测患者情况，一旦发生任何异常，应停药并采取适宜措施。”

执行新版《处方药包装说明书指令》（PSEHB Notification No.0608-1，2017年 6月 8日）者，在

“具有临床意义的不良反应”项下增加：“动脉夹层：可能发生包括主动脉夹层在内的动脉夹层。”

（日本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局 PMDA网站）

原文链接：

https://www.pmda.go.jp/english/safety/info-services/drugs/revision-of-precautions/0008.html

加拿大卫生部评估含美沙拉嗪产品致婴儿出生缺陷的潜在风险

近期加拿大卫生部评估了孕妇使用含美沙拉嗪的产品对婴儿造成出生缺陷的潜在风险。这项评价

是由于收到有关婴儿出生缺陷的国际报告引发的，这些婴儿的母亲在怀孕期间接受美沙拉嗪的治疗。

含美沙拉嗪的产品是处方药，用于治疗和/或预防由炎症性肠病（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氏

病）引起的症状。美沙拉嗪也称为美沙拉敏，5-氨基水杨酸和 5-ASA。自 1993年以来，含美沙拉嗪

的产品已在加拿大以不同的商品名进行销售。2019年在加拿大销售的含美沙拉嗪产品有多种剂量，

以及口服和直肠给药剂型。每年为可能怀孕的妇女开出了约 125,000张处方。

加拿大卫生部评估了科研和医学文献，加拿大和国际的信息，包括加拿大警戒数据库中病例报告

以及从制造商处获得的信息。这项安全性审查评估了 43例病例报告（41例国际病例和 2例加拿大病

例），其婴儿存在先天性缺陷这些病例的母亲在孕期接受了美沙拉嗪的治疗。在 43例病例报告中，

发现有 14例报告可能与怀孕期间使用含美沙拉嗪的产品有关，有 8篇报告可能无关，还有 21例报告

（包括 2例加拿大病例报告）没有提供足够可评估的信息。

在这些报告中，由于受病例详细信息和其他影响因素（例如，妇女在妊娠期间服用美沙拉嗪以外

的其他药物或患有其它疾病），评估妊娠期间使用含美沙拉嗪的产品与婴儿出生缺陷的风险是否有关

是具有挑战性的。对这些病例进行的评估不能支持婴儿的先天缺陷与孕妇使用含美沙拉嗪的产品之间

存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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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卫生部还研究了已发表文献中的 12项研究提供的其他信息（11篇国际文献和 1篇加拿大

文献）。对这些研究的审查未发现婴儿出生缺陷的风险与妊娠期间使用美沙拉嗪之间的关联。

根据所有可用的科学和医学证据，由于缺乏已知的先天缺陷原因，并且未观察到与在孕妇中使用

美沙拉嗪有关的先天性缺陷的明确模式，因此美沙拉嗪治疗的效益仍然大于风险。目前的临床指南也

建议在怀孕期间继续使用美沙拉嗪，因为孕妇所患的潜在疾病（炎症性肠病）可能会伤害未出生的孩

子。

加拿大卫生部评估后认为，对现有信息的安全审查无法确认婴儿出生缺陷的风险与怀孕期间使用

含美沙拉嗪的产品之间的联系；加拿大卫生部鼓励消费者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报告与使用含美沙拉嗪

产品有关的任何副作用；加拿大卫生部将继续对涉及含美沙拉嗪产品的安全信息进行监测，如果发现

任何新的健康风险，加拿大卫生部将采取适当和及时的行动。

（Health Canada网站）

原文链接：

https://hpr-rps.hres.ca/reg-content/summary-safety-review-detail.php?lang=en&linkID=SSR00247

日本修订阿糖胞苷注射剂说明书

2020年 10月 6日，日本厚生劳动省（MHLW）及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局（PMDA）宣布修订阿

糖胞苷注射剂说明书，在说明书“重要注意事项”和“具有临床意义的不良反应”部分中分别增加“阿

糖胞苷综合征”用语，在“过量用药”部分中删除该用语。此次修订说明书涉及到阿糖胞苷注射剂

20mg、40mg、60mg、100mg、200mg，不包括 400mg和 1g规格。

研究调查结果和说明书修订背景

在日本已有服用该药的阿糖胞苷综合征的病例报道。MHLW/PMDA与专家商讨得出结论，有必

要对药品说明书进行修订。

前 3个财政年度日本报告的病例数和死亡人数

迄今为止，共报告了 2例阿糖胞苷综合征病例。（药物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均为可能相关。）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死亡病例报告。

阿糖胞苷适应症（日本）

1.急性白血病（包括红白血病和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转化病例）。

2.消化道肿瘤（胃癌、胰腺癌、肝癌、结肠癌等）、肺癌、乳腺癌、女性生殖器癌（子宫癌等）

等，仅限于与其他抗肿瘤药物（如氟尿嘧啶、丝裂霉素 C、环磷酰胺水合物、甲氨蝶呤、硫酸长春新

碱和硫酸长春碱）联合使用的情况。

3.膀胱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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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局 PMDA网站）

原文链接：

https://www.pmda.go.jp/files/000236943.pdf

日本修订含富马酸伏诺拉生药品说明书增加肝损害、过敏及休克的风险提示

2020年 10月 6日，日本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局（PMDA）发布消息称，因陆续在富马酸伏诺拉

生治疗的患者中报告有休克、过敏反应和肝损伤的报告，厚生劳动省（MHLW）和 PMDA召开了专

家咨询会，会议建议对含富马酸伏诺拉生的药品说明书进行修订。

在日本上市的含富马酸伏诺拉生的制剂主要有单方片剂、富马酸伏诺拉生/水合阿莫西林/克拉霉

素复方制剂、富马酸伏诺拉生/水合阿莫西林/甲硝唑复方制剂，上市许可持有人均为武田制药有限公

司。这三种制剂的适应症分别为：

？富马酸伏诺拉生单方片剂：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反流性食管炎的治疗；联合低剂量阿

司匹林用于预防胃或十二指肠溃疡复发；以及联合非甾体抗炎药预防胃或十二指肠溃疡复发。

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辅助治疗:胃或十二指肠溃疡、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MALT)淋巴瘤、特发性

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胃镜下切除早期胃癌后，或幽门螺杆菌胃炎。

？富马酸伏诺拉生/水合阿莫西林/克拉霉素复方制剂：适用于对阿莫西林和克拉霉素敏感的幽门

螺旋杆菌治疗。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MALT)淋巴瘤、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

紫癜或早期胃癌内镜治疗后的胃幽门螺杆菌感染和幽门螺杆菌胃炎。

？富马酸伏诺拉生/水合阿莫西林/甲硝唑复方制剂：适用于对阿莫西林和甲硝唑敏感的幽门螺旋

杆菌治疗。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MALT)淋巴瘤、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或早期胃癌内镜治疗后的胃幽门螺杆菌感染和幽门螺杆菌胃炎。

在过去 3年中，日本共收到了 18例含富马酸伏诺拉生药品涉及过敏反应及休克的病例报告，其

中富马酸伏诺拉生单方制剂收到了 8例报告（其中 1例药品不良反应因果关联性评价为可能），富马

酸伏诺拉生/水合阿莫西林/克拉霉素复方制剂收到了 9例报告，富马酸伏诺拉生/水合阿莫西林/甲硝

唑复方制剂收到了 1例报告。没有因过敏反应及休克导致死亡的病例。

涉及肝损害的病例报告共有 41例。其中富马酸伏诺拉生单方制剂收到了 39例报告（其中 7例药

品不良反应因果关联性评价为可能），富马酸伏诺拉生/水合阿莫西林/克拉霉素复方制剂收到了 1例

报告，富马酸伏诺拉生/水合阿莫西林/甲硝唑复方制剂收到了 1例报告。因肝损害而导致的死亡病例

有 4例（药品不良反应因果关联性评价并未建立），全部为富马酸伏诺拉生单方制剂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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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情况，PMDA建议修改产品说明书。在含富马酸伏诺拉生药品的说明书不良反应项增

加过敏反应、休克和肝损害的风险提示。

（日本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局 PMDA网站）

原文链接：

https://www.pmda.go.jp/english/safety/info-services/drugs/revision-of-precautions/0008.html

药物警戒快讯 2020 年 10 月第 11 期（总第 211 期）

内容提要

EMA 修改帕博利珠单抗产品说明增加舍格林综合征不良反应提示

加拿大完成替格瑞洛的中枢性睡眠呼吸暂停的潜在风险评估

日本警示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低钾血症的风险

加拿大卫生部警示含苯佐卡因的产品与两岁以下儿童的高铁血红蛋白血症风险

EMA 修改帕博利珠单抗产品说明增加舍格林综合征不良反应提示

近期，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发布消息，建议修改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商品名：

可瑞达 Keytruda）的产品说明，增加有关舍格林综合征（Sjogren’s syndrome）不良反应的提示。

EMA基于 EudraVigilance和文献中有关舍格林综合征和帕博利珠单抗的现有证据提出了此次修

改建议。修改建议的采纳日期为 2020年 10月 1日，EMA要求该产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在 2个月内

按照如下要求递交产品说明（product information）变更申请。

1.产品特性概要（Summary of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不良影响（Undesirable effects）”项下，“帕博利珠单抗治疗患者中的不良反应（Adverse reactions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pembrolizumab）”汇总表在“肌肉骨骼和结缔组织异常”分类下增加“舍格林

综合征”，其发生频率在“单药治疗”和“联合化学疗法治疗”中为“罕见（rare）”，在“联合阿

昔替尼治疗”中为“偶见（uncommon）”。

2.包装标签（Package leaflet）

“可能的副作用（Possible side effects ）”项下，带下划线的为新增内容：

单独使用帕博利珠单抗有以下副作用的报告：

罕见（可能影响千分之一的患者）

引起免疫系统攻击分泌体液的腺体（如泪腺和唾液腺）的疾病（舍格林综合征）。

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学疗法的临床试验中有以下副作用的报告：

罕见（可能影响千分之一的患者）

引起免疫系统攻击分泌体液的腺体（如泪腺和唾液腺）的疾病（舍格林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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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博利珠单抗联合阿昔替尼的临床试验中有以下副作用的报告：

偶见（可能影响百分之一的患者）

引起免疫系统攻击分泌体液的腺体（如泪腺和唾液腺）的疾病（舍格林综合征）。

（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网站）

原文链接：

https://www.ema.europa.eu/en/documents/prac-recommendation/prac-recommendations-signals-adopte

d-28-september-1-october-2020-prac-meeting_en.pdf

加拿大完成替格瑞洛的中枢性睡眠呼吸暂停的

潜在风险评估

加拿大卫生部近期评估了使用替格瑞洛治疗的患者中中枢性睡眠呼吸暂停（CSA）的潜在风险。

本安全性评估是由《英国临床药理学杂志》上发表的 2例 CSA确诊病例引发的。这 2个病例在开始

使用替格瑞洛治疗后发生了 CSA。CSA是一种睡眠时呼吸反复停止和开始的症状。.

加拿大卫生部评估了该国 Vigilance数据库、国际数据库和出版文献的可用信息。加拿大卫生部

在评估时，已收到上述 2份相关的 CSA报告，但没有足够的信息进行评估。通过检索文献和不良反

应数据库，发现包含足够信息的 9份病例报告（无加拿大病例，9份为国际病例），其中有 4起来自

加拿大警戒数据库。其中的 8份报告不能排除替格瑞洛的使用与 CSA之间的相关性；发现 4份报告

很可能相关，4份报告可能相关，1份报告可能不相关。加拿大卫生部还查阅了已发表文献中 2项研

究的额外信息，这两项研究在设计上都有一些不足之处，并报告了相互矛盾的结果，目前还没有足够

的信息来确定替格瑞洛的使用与 CSA之间的关联性。

加拿大卫生部对现有信息评估后得出结论，使用替格瑞洛与 CSA风险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加

拿大卫生部将与生产商共同更新替格瑞洛的安全信息，添加该潜在安全问题的警告。替格瑞洛的产品

安全信息更新后，将进一步在健康产品信息观察中发布通报，告知医务人员和患者潜在风险。

替格瑞洛（商品名：Brilinta）自 2011年起在加拿大上市授权作为处方药，与低剂量乙酰水杨酸

（例如阿司匹林）一起使用，以降低中风、心脏病发作或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替格瑞洛有 60毫

克和 90毫克两种片剂， 90 mg片剂用于最近有过心脏病发作或严重胸痛（不稳定性心绞痛）的患者，

60 mg片剂用于心脏病发作后需要长期治疗（一年以上）的患者。60 mg片剂也可用于既往无心脏病

发作、有冠状动脉疾病和 2型糖尿病的患者，并曾接受过打开阻塞或狭窄的心脏血管的手术（经皮冠

状动脉介入治疗）。2014年至 2019年间，加拿大约有 200万份替格瑞洛处方。

（加拿大卫生部网站）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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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pr-rps.hres.ca/reg-content/summary-safety-review-detail.php?lang=en&linkID=SSR00248

日本警示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低钾血症的风险

2020年 10月 6日，日本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局（PMDA）经过评估，要求修订哌拉西林他唑巴

坦注射剂的说明书以增加低钾血症的风险提示。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敏感菌包括葡萄球菌属、链球菌属、肺炎球菌、肠球菌、卡他莫拉菌、大肠

埃希菌、柠檬酸杆菌、克雷伯氏菌、肠杆菌、沙雷菌、变形杆菌、普罗维登西亚、流感嗜血杆菌、绿

脓杆菌的易感菌株，不动杆菌、消化链球菌、梭状芽孢杆菌（不包括艰难梭状芽孢杆菌）、拟杆菌属

和普氏菌。在日本临床用于败血症、深部皮肤感染、糜烂或溃疡继发感染、肺炎、肾盂肾炎、复杂性

膀胱炎、腹膜炎、腹腔脓肿、胆囊炎和胆管炎以及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治疗。

在日本，已有使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治疗的患者出现低钾血症的报告。从日本过去的 3个财政年

度至今，共报告了 5例涉及低钾血症的病例（包括 3例药品与事件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的病例）。

到目前为止尚未有患者死亡的报告。日本厚生劳动省（MHLW）及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局（PMDA）

经咨询专家委员会后得出结论认为，有必要修订药品说明书，在“具有临床意义的不良反应”项下增

加“低钾血症”。

（日本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局 PMDA网站）

原文链接：

https://www.pmda.go.jp/english/safety/info-services/drugs/revision-of-precautions/0008.html

加拿大卫生部警示含苯佐卡因的产品与两岁以下儿童的高铁血红蛋白血症风险

2020年 10月 22日加拿大卫生部向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包括包括家庭医生，全科医生，皮肤科医

生，儿科医生，牙医，护士和药剂师发布含苯佐卡因的产品与两岁以下儿童的高铁血红蛋白血症风险

的信息公告。

关键信息

苯佐卡因与高铁血红蛋白血症（MetHb）有关，高铁血红蛋白血症是一种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

的不良反应。加拿大卫生部担心，尽管先前有关于这种风险的警告，但 2岁以下的儿童仍可能会服用

含苯佐卡因的产品。

提醒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不要为 2岁以下的儿童推荐含苯佐卡因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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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年，加拿大卫生部停止授权将这些产品用于 2岁以下的儿童，因为这些产品的受益并未

超过该年龄段高铁血红蛋白血症的严重风险，特别是因为 2岁以下的儿童可能无法表达他们有高铁血

红蛋白血症的症状。

问题

苯佐卡因在成年人和儿童中都会引起严重的血液病，称为高铁血红蛋白血症（MetHb）。目前，

在加拿大销售的所有含苯佐卡因的产品（含片（锭剂）除外）都必须包含有关高铁血红蛋白血症风险

的警告。

在 2018年，加拿大卫生部停止授权将含苯佐卡因的产品用于 2岁以下的儿童，因为高铁血红蛋

白血症的严重风险大于收益，尤其是因为 2岁以下的儿童可能无法告知他们正在经历以下症状：高铁

血红蛋白血症，例如无力，意识混乱，头痛和/或呼吸困难。

加拿大卫生部担心，尽管先前有关于这种健康风险的警告，但 2岁以下的儿童仍可能会服用含苯

佐卡因的产品。

背景资料

包含苯佐卡因的非处方（OTC）产品有不同的配方（凝胶剂，喷雾剂，药签，液体，洗剂，霜剂

和含片），通常用于暂时缓解因各种情况而引起的轻微疼痛，包括喉咙痛、牙痛、溃疡和口腔或牙龈

刺激。含有苯佐卡因的 OTC产品也已用于治疗牙痛。

苯佐卡因与高铁血红蛋白血症（MetHb）有关，后者是一种严重的血液疾病，会降低红细胞向体

内输送氧气的能力。加拿大卫生部此前曾在 2012年 4月、2011年 4月和 2006年 11月就此安全问题

进行过交流。

2012年，加拿大卫生部要求所有含苯佐卡因的产品（含片（锭剂）除外）制造商在包装和标签

上添加有关高铁血红蛋白血症风险的新警告。这些警告包括请在 2岁以下的儿童中使用这些产品之前

咨询医疗保健专业人员。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 2018年发布了《药品安全通讯》（DSC），警告在牙龈或

口腔中使用苯佐卡因产品（凝胶，液体和喷雾剂）会引起罕见但严重可能致命的不良反应高铁血红蛋

白血症。《药品安全通讯》警告说，由于不利的风险获益特征，这些产品不应再用于 2岁以下的婴儿

和儿童中，在年龄较大的儿童和成人中使用时也要谨慎。

2018年，加拿大卫生部决定停止授权 2岁以下儿童使用含苯佐卡因的产品，原因是：这些产品

的获益并未超过 2岁以下儿童中高铁血红蛋白血症的严重风险。针对高铁血红蛋白血症患儿父母/看

护人的警告不足，因为 2岁以下的儿童可能无法传达他们正在经历高铁血红蛋白血症的症状，例如虚

弱、精神错乱、头痛和/或呼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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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在 2018年之前获得许可的含苯佐卡因产品的制造商都增加了有关高铁血红蛋白血症风险

的警告，并停止在 2岁以下儿童中推广使用这些产品。 2020年 8月，加拿大卫生部停止销售少数几

种尚未更新标签的含苯佐卡因产品。

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加拿大卫生部仍担心，鉴于苯佐卡因产品牙痛治疗的长期历史，医疗保健

专业人员和父母/护理人员可能会继续该年龄段推荐或使用苯佐卡因产品。

消费者须知

包含苯佐卡因的非处方产品有不同剂型（凝胶剂，喷雾剂，药签，液体，洗剂，乳膏和锭剂），

通常用于暂时缓解各种情况下的轻微疼痛，包括喉咙痛、牙痛、溃疡和口腔或牙龈刺激。含有苯佐卡

因的 OTC产品也用于治疗出牙痛。

含有苯佐卡因的 OTC产品与高铁血红蛋白血症（MetHb）有关。高铁血红蛋白血症是一种严重

的血液病，会降低红细胞向体内输送氧气的能力。

自 2018年以来，加拿大卫生部未授权 2岁以下儿童使用任何含苯佐卡因的产品。对于幼儿，MetHb

的严重风险大于苯佐卡因的受益，尤其是因为儿童可能无法告知他们正在经历MetHb的症状，例如

虚弱、精神错乱、头痛和/或呼吸困难。建议父母和监护人不要在 2岁以下的婴儿和儿童中使用含苯

佐卡因的产品。

父母和护理人员应联系其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以获取有关此新安全信息的更多详细信息，或有关

减轻牙痛和其他口腔疼痛的替代选择的更多信息。

给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信息

提醒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不要为 2岁以下的儿童推荐含苯佐卡因的产品。

加拿大卫生部采取的行动

加拿大卫生部此前曾于 2006年 11月（2011年 4月）就此安全问题进行沟通，并于 2012年 4月

引入了新的说明书标签要求。2018年，加拿大卫生部停止授权将含苯佐卡因的产品用于 2岁以下的

儿童。加拿大卫生部正在通过加拿大健康网站上的召回和安全警报数据库将该重要安全信息传达给医

疗保健专业人员和加拿大人。此信息将通过MedEffectTM电子通知电子邮件系统以及社交媒体渠道

（包括 LinkedIn和 Twitter）进一步发布。

原文链接：

https://healthycanadians.gc.ca/recall-alert-rappel-avis/hc-sc/2020/74173a-eng.php

药物警戒快讯 2020 年 12 月 16 日 第 12 期（总第 212 期）

内容提要

美国 FDA 警示孕 20周或之后使用非甾体抗炎药的羊水不足风险，建议孕 20周或之后避免使用该类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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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 警示氯喹和羟氯喹的精神障碍风险

EMA 修改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等的产品信息警示产后出血风

险

英国警示吡非尼酮的严重肝损伤风险

英国警示安非他酮与其他 5-羟色胺类药物联合使用的血清素综合征风险

美国 FDA 警示孕 20 周或之后使用非甾体抗炎药的羊水不足风险，建议孕 20 周或之后避免使用

该类药物

2020年 10月 15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发布信息，警示在孕 20周或之后使用非甾体

抗炎药（NSAIDs）可导致罕见且严重的胎儿肾脏问题，可能引起宫内羊水不足并出现并发症。NSAIDs

通常用于缓解疼痛和发热，此类药物包括阿司匹林、布洛芬、萘普生、双氯芬酸和塞来昔布。怀孕约

20周后，胎儿的肾脏会产生大部分羊水，因此肾脏问题会导致羊水不足。羊水为胎儿起到保护作用，

帮助胎儿的肺、消化系统和肌肉的发育。虽然这一安全性问题在部分医学领域已经广为人知，但 FDA

仍希望就此进行更广泛的宣传，以教育其他专业领域的医疗人员和孕妇。上述安全性问题影响所有通

过处方方式获得的非甾体抗炎药，以及通过非处方药（OTC）方式购买的非甾体抗炎药。

数十年来，NSAIDs被广泛用于治疗关节炎、痛经、头痛、感冒和流感等各种长、短期疾病引起

的疼痛和发热，其作用是阻止体内某些引起炎症的化学物质的产生。NSAIDs可单独使用，也可以与

其他药物联合使用，治疗包括疼痛、感冒、咳嗽、流感和失眠在内的多种疾病。NSAIDs主要包括阿

司匹林、布洛芬、萘普生、双氯芬酸、塞来昔布、非诺洛芬、氟比洛芬、吲哚美辛、酮洛芬、甲氯芬

那酸、美洛昔康、奥沙普秦、吡罗昔康等。NSAIDs的常见副作用包括胃痛、便秘、腹泻、胀气、烧

心、恶心、呕吐和头晕。

FDA回顾了孕期使用 NSAIDs导致胎儿羊水不足或肾脏问题的相关医学文献和报告给 FDA的病

例数据。截至 2017年，FDA的 FAERS数据库中有 35例与羊水不足或肾脏问题相关的报告，均为严

重报告。这一数字仅为提交给 FDA的报告，因此可能还存在其他病例。有 2名患肾衰竭的死亡新生

儿，其母亲在怀孕期间服用了 NSAIDs，且均确认存在羊水不足。另有 3名患肾衰竭的死亡新生儿，

其母亲在怀孕期间服用了 NSAIDs，但未确认是否存在羊水不足。低羊水水平最早出现在孕 20周。

有 11例报告在怀孕期间发现羊水不足，停用 NSAIDs后羊水量恢复正常。医学文献中发现的病例信

息与来自 FAERS数据库的病例信息类似。文献报告的检测到低羊水水平时的 NSAIDs用药时间长短

不一，从 48小时到数周不等。在大多数情况下，停用 NSAIDs后 3到 6天内情况可逆。在很多报告

中，停用 NSAIDs后羊水不足情况可好转，而当再次使用 NSAIDs时，羊水不足也会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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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警告称，孕 20周或之后使用 NSAIDs可能会导致胎儿肾功能不全，进而导致羊水过少，在

某些情况下还会导致新生儿肾损害。平均而言，上述不良后果在使用 NSAIDs数天到数周后就可以观

察到，但用药 48小时发生羊水过少的报道较少。停用 NSAIDs后羊水过少的情况通常可逆，但不总

是可逆。羊水过少的并发症可能包括胎儿肢体挛缩和肺成熟迟缓。在一些新生儿肾功能受损的上市后

报告中，新生儿需要接受侵入性手术，如换血或透析。

监管措施

针对 NSAIDs的处方药，FDA要求修改处方信息（prescribing information）的安全性信息，以描

述可导致羊水不足的胎儿肾脏问题风险。FDA建议，对于孕 20周或之后的孕妇避免使用 NSAIDs，

而不是 NSAIDs现有处方信息中提及的孕 30周。在约孕 30周时，NSAIDs可能会导致胎儿心脏问题。

如医务人员认为确有必要在孕 20到 30周期间使用 NSAIDs，应将使用限制在最短时间内的最低有效

剂量。说明书修改还指出，如 NSAIDs用药时间超过 48小时，医务人员应考虑超声监测羊水量。

FDA同时更新了用于成人的 NSAIDs非处方药的药品标签（Drug Fact labels）。现有标签已含有

避免在孕期后 3个月使用 NSAIDs的警告信息，因为此期间使用 NSAIDs可能会给胎儿带来问题或出

现分娩并发症。现有标签也已建议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在使用 NSAIDs前应咨询医务人员。

对于上述建议有一种例外情况：在医务人员的专业指导下，于孕期任何时间，因某些妊娠相关情

况使用低剂量-81毫克的非甾体抗炎药阿司匹林。

给孕妇的建议和信息

除非医务人员有特别建议，孕妇在孕 20周或之后不应使用 NSAIDs，因为这些药物可能会给胎

儿带来问题。孕期使用 NSAIDs，特别是在孕 20周或之后，用药前应与医务人员讨论用药的获益和

风险。由于许多 OTC药品，包括用于治疗疼痛、感冒、流感和失眠的药物，也含有 NSAIDs，因此

阅读药品标签以确定是否含 NSAIDs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确定某种药是否含 NSAIDs，应咨询药师

或医务人员。除 NSAIDs以外的其他药物，如对乙酰氨基酚，也可以用于治疗怀孕期间的疼痛和发热。

咨询药师或医务人员以决定哪种药物适合使用。

给医务人员的建议和信息

FDA建议医务人员应限制给孕 20至 30周的孕妇处方 NSAIDs，避免给孕 30周后的孕妇处方

NSAIDs。如认为 NSAIDs治疗是必要的，应将使用尽可能限制在最短时间和最低有效剂量。正如

NSAIDs的现有说明书中所描述的那样，避免在孕 30周及以后使用 NSAIDs，因为这会增加胎儿动脉

导管过早闭合的风险。需注意，上述建议不适用于为治疗某些妊娠相关情况所处方的低剂量-81毫克

阿司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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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NSAIDs治疗超过 48小时，应考虑超声监测羊水量；如发现羊水过少，应停止使用 NSAIDs

并根据临床实际跟踪孕妇情况。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网站）

原文链接：

https://www.fda.gov/drugs/drug-safety-and-availability/fda-recommends-avoiding-use-nsaids-pregnanc

y-20-weeks-or-later-because-they-can-result-low-amniotic

EMA 警示氯喹和羟氯喹的精神障碍风险

2020年 11月 27日，欧洲药品监督管理局（EMA）发布消息，药物警戒风险评估委员会（PRAC）

在审查了所有可用数据后，确认氯喹或羟氯喹的使用与精神障碍和自杀行为风险之间存在关联，建议

更新所有含氯喹或羟氯喹药品的产品信息。

EMA在收到西班牙药品管理局（AEMPS）就使用羟氯喹治疗 COVID-19的患者中发生 6例精神

疾病的通报后，于 2020年 5月启动了此次审查，AEMPS通报患者服用的羟氯喹剂量高于批准剂量。

氯喹和羟氯喹在欧盟被批准用于治疗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类风湿关节炎和狼疮），以及疟疾的预

防和治疗。这两种药物都没有被授权用于 COVID-19治疗，但都超适应症用于 COVID-19患者的治疗。

然而，大规模随机临床试验显示，氯喹和羟氯喹在治疗 COVID-19方面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有益作用。

鉴于氯喹和羟氯喹在 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使用情况，EMA曾于 2020年 4月和 5月提醒医务

人员此类药物的风险。氯喹和羟氯喹即使在批准的适应症中以批准的剂量使用，也会导致多种精神疾

病。在某些含氯喹或羟氯喹药品的产品信息中，精神障碍和自杀行为已被列为罕见或发生频率未知的

不良反应。

PRAC通过此次审查确认，无论患者此前是否存在精神健康问题，使用氯喹和羟氯喹都可能发

生精神障碍，有时可能是严重的精神障碍。现有数据显示，对于羟氯喹，此类不良反应可能在开始治

疗后的第一个月出现；对于氯喹，尚无足够数据来确定明确的时间表。

PRAC建议更新所有含氯喹或羟氯喹药品的产品信息，以便向医务人员和患者提供更好的信息，

警示自杀行为和精神障碍风险。

使用氯喹或羟氯喹药品的患者如果出现精神健康问题（如产生不理性的想法、焦虑、幻觉、感到

困惑或抑郁，包括自残或自杀意念），或周围的人注意到患者的这些表现，应立即联系医生。

（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网站）

原文链接：

https://www.ema.europa.eu/en/news/meeting-highlights-pharmacovigilance-risk-assessment-committee-prac

-23-26-november-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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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 修改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等的产品信息警

示产后出血风险

2020年 10月 26日，欧洲药品监督管理局（EMA）发布消息，修改西酞普兰（citalopram）、

去甲文拉法辛（desvenlafaxine）、艾司西酞普兰（escitalopram）、氟西汀（fluoxetine）、氟伏沙明

（fluvoxamine）、米那普仑（milnacipran）、帕罗西汀（paroxetine）、舍曲林（sertraline）、文拉法

辛（venlafaxine）、沃替西汀（vortioxetine）的产品信息（product information），警示产后出血风险 .EMA

药物警戒风险评估委员会（PRAC）综合考虑了出血事件与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

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SNRIs）、沃替西汀之间的已知关联性，以及关于孕妇使用抗

抑郁药，特别是 SSRIs和 SNRIs，发生产后出血的部分观察性研究结果。根据证据审查结果，米氮平、

曲唑酮、阿米替林和安非他酮（包括其与纳曲酮的组合）的产品信息暂不要求更新；阿米替林

（Lundbeck）原研上市许可持有人（MAH）需在下一个 PSUSA（PSUR single assessment）程序中监

测出血和产后出血事件；度洛西汀目前已达成一致的措辞足以提示上述风险。

PRAC审议了原研MAH对措辞的意见以及对产后出血事件发生频率的讨论，同意含西酞普兰、

去甲文拉法辛、艾司西酞普兰、氟西汀、氟伏沙明、米那普仑、帕罗西汀、舍曲林、文拉法辛产品的

MAH在 PRAC建议发布后的 2个月内提交变更，按如下要求修改产品信息（带下划线的部分为此次

新增内容）：

产品特性概要（Summary of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4.4．使用时的特别警告和注意事项

SSRIs/SNRIs可能增加产后出血的风险（见 4.6和 4.8节）。

4.6．生育、怀孕和哺乳

观察数据表明，在分娩前一个月内暴露于 SSRI/SNRI会增加产后出血的风险（小于 2倍）（见

4.4、4.8节）。

4.8．不良反应

SOC生殖系统与乳房疾病：产后出血*；频率未知

在不良反应表下添加产后出血属于类效应（class effect）的注释：*此事件在 SSRIs/SNRIs 治

疗类别中已有报告（见 4.4、4.6节）。

包装标签（Package leaflet）

服药前需要了解的内容

警告和注意事项

在使用本品之前，请先咨询医生，尤其如果有以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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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性疾病史[……]，或怀孕（请参阅“怀孕”）

怀孕:

如果在怀孕快要结束时使用本品，则分娩后不久发生阴道大出血的风险可能增加，特别是如

果有出血性疾病史。应告知医生或助产士您正在使用本品的消息，以便他们为您提出建议。

可能的副作用

频率未知

分娩后不久阴道大出血（产后出血），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节中的“怀孕”。

（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网站）

原文链接：

https://www.ema.europa.eu/en/documents/prac-recommendation/prac-recommendations-signals-adopte

d-28-september-1-october-2020-prac-meeting_en.pdf

英国警示吡非尼酮的严重肝损伤风险

2020年 11月 16日，英国药品和健康产品管理局（MHRA）发布信息，警示吡非尼酮的严重肝

损伤风险并提出了治疗建议。

严重肝损伤病例

吡非尼酮（商标名 Esbriet）是一种抗纤维化和抗炎药，用于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目前已知吡非

尼酮常会导致转氨酶（ALT和 AST）升高，在罕见的情况下还伴有胆红素升高。

欧洲最近的一项安全性数据评估发现了数例与吡非尼酮有关的严重药物性肝损伤上市后报告，包

括个别死亡病例。报告的事件包括肝炎、肝损伤和肝衰竭。严重肝损伤报告被认为是不常见的（在服

用吡非尼酮的人群中发生率可从 1/100到 1/1000），吡非尼酮对于获批适应症的获益-风险比仍然是

正向的。虽然病因尚不清楚，但特异性反应可能是使用吡非尼酮后产生药物性肝损伤的潜在原因。

新的风险最小化建议

根据评估结果，吡非尼酮产品信息中关于潜在肝毒性的现有警告将得到加强，以纳入吡非尼酮引

起的临床相关药物性肝损伤的风险。虽然治疗前和治疗期间肝功能监测的建议没有改变，但将增加新

的建议，以尽量减少吡非尼酮用药患者的风险。产品特性概要新增了警告，要求对报告了症状或出现

临床指征表明可能为肝损伤的患者立即进行肝功能检测，必要时调整吡非尼酮剂量或停止治疗。已发

送了致医生函，告知医生上述信息，并对教育材料和处方者清单（prescriber checklist）进行了更新，

以反映新的建议。此外，还引入了一份有针对性的调查问卷，吡非尼酮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将使用该问

卷随访医务人员，以获得其报告的严重肝损伤病例的进一步细节。

死亡病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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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1,2报道了 2例与吡非尼酮有关的药物性肝损伤致死病例。药物性肝损伤和随后的肝衰竭分

别发生在开始吡非尼酮治疗后 1个月和 12个月。病例 1，患者表现为急性肝衰竭和 3级肝性脑病，

并伴有肝功能检测值升高、黄疸和精神状态改变。停用吡非尼酮后，患者（无导致急性肝衰竭的其他

明显原因）出现器官衰竭并死亡，尸检发现与药物性肝损伤一致。病例 2，患者接受吡非尼酮治疗 1

年后，开始同时使用埃索美拉唑治疗，3天后出现转氨酶升高。停用两种药物，但患者仍因黄疸、瘙

痒、恶心和疲劳而住院，并伴有转氨酶的进一步升高。肝活检显示药物性肝损伤，患者死于败血症、

乳酸性酸中毒和多器官衰竭。埃索美拉唑是已知的细胞色素 P450酶底物，这些酶在吡非尼酮代谢中

很重要，该研究的作者假设这可能导致了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

MHRA建议，在开始使用吡非尼酮治疗前进行肝功能检测（ALT、AST和胆红素），用药期间

的前 6个月每月进行一次，之后每 3个月一次。患者如出现可能提示肝损伤的症状，包括疲劳、厌食、

右上腹部不适、深色尿或黄疸，应进行临床评估和肝功能检测。如果转氨酶显著升高或出现肝损伤的

临床体征和症状，请根据以下内容调整用量或中断治疗。

转氨酶异常的用量调整

转氨酶实验室检测值达正常上限（ULN）3~5倍，无胆红素升高：

● 排除其他原因。

● 密切监测病人。

● 考虑停用其他与肝毒性相关的药物。

● 如果患者使用了与吡非尼酮代谢有关的 CYP同工酶抑制剂，请考虑可能的药物相互作用，

例如：氟伏沙明（CYP1A2）、胺碘酮（CYP1A2和 CYP2C9）、氯霉素（CYP2C19）和氟西汀（CYP2D6）。

● 如果临床适宜，减少吡非尼酮的用量或中断治疗。

● 一旦肝功能检测值恢复到正常范围内，如果患者耐受，将吡非尼酮的用量重新加大到推

荐日剂量。

转氨酶实验室检测值达正常上限（ULN）3~5倍，伴高胆红素血症或肝损伤的临床症状或体征：

● 永久停用吡非尼酮；不得再次使用。

转氨酶实验室检测值高于正常上限（ULN）5倍：

● 永久停用吡非尼酮；不得再次使用。

有关肝损伤风险的进一步信息

在吡非尼酮的临床开发过程中已观察到治疗引起的肝脏不良事件的累积发生率增加，其中大多数

是实验室检测值异常，没有临床症状和体征。吡非尼酮禁用于重度或终末期肝病患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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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Verma N and others. ‘Drug idiosyncrasy due to pirfenidone presenting as acute liver failure:

Case report and mini-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Hepatol Commun 2017; volume 2: pages 142–147.

2.Benesic A and others. ‘Acute liver failure during pirfenidone treatment triggered by

co-medication with esomeprazole’. Hepatology 2019; volume 70: pages 1869–71.

（英国药品和健康产品管理局MHRA网站）

原文链接：

https://www.gov.uk/drug-safety-update/pirfenidone-esbriet-risk-of-serious-liver-injury-

updated-advice-on-liver-function-testing

英国警示安非他酮及其联合使用其他 5-羟色胺类药物的血清素综合征风险

2020年 11月 16日，英国药品和健康医疗产品管理局（MHRA）发布消息，警示安非他酮的血

清素综合征（serotonin syndrome，又名 5-羟色胺综合征）风险，特别是在过量使用或与其他 5-羟色胺

类药物联合使用时。

给医务人员的建议：

● 已有与使用安非他酮以及安非他酮联合使用其他 5-羟色胺类药物（例如：选择性 5-羟色

胺再摄取抑制剂、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有关的血清素综合征病例报告。

● 临床上需要同时处方其他 5-羟色胺类药物时：

不要超过建议剂量；

提醒患者在治疗开始时和任何剂量调整时的血清素综合征轻度症状，以及在发生这种情

况时寻求医疗建议的重要性。

● 如果怀疑血清素综合征，则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降低安非他酮的剂量或停止安非他酮治

疗。

医务人员应给患者如下建议：

● 如被告知可能有发生血清素综合征的风险，患者需注意相关症状，包括如下轻度症状：

恶心、呕吐、腹泻、心率加快和激越等（完整列表见后），出现这些症状要告诉医生。

● 使用安非他酮绝对不要超过处方剂量；

● 一定要阅读患者信息（patient information leaflet），了解需要注意的副作用以及何时寻求

医疗建议。

血清素综合征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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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非他酮（商品名 Zyban）是戒烟辅助药，与尼古丁依赖性患者的动机支持结合使用。它还被授

权与纳曲酮（商品名Mysimba）联合使用，减少热量摄入、增加身体活动，用于肥胖或超重并伴发疾

病的成年人的体重控制。

欧洲最近针对 Zyban的一项安全性数据评估发现至少 8例血清素综合征（一种可能危及生命的疾

病）病例，并认为是安非他酮和 5-羟色胺类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血清素综合征。此次评估还确定

了 6例有良好证据显示与安非他酮过量使用有关的病例，这些患者中，绝大多数是故意超处方剂量使

用。

安非他酮的产品信息（产品特征概要和患者信息）已经更新了安非他酮与 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

（SSRIs）或 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SNRIs）联合使用的血清素综合征上市后报告。

如果临床需要同时使用其他 5-羟色胺类药物，则应告知患者血清素综合征有哪些轻度症状以及出现症

状时应就医，特别是在治疗开始时和剂量增加期间。产品信息中还包括了在过量使用安非他酮的患者

已有血清素综合征报告的有关建议。

截至 2020年 10月，英国黄卡计划（the Yellow Card scheme）已经收到 3份与安非他酮相关的血

清素综合征报告，其中 1份可能存在过量使用，另外 2份与同时使用抗抑郁药有关。

血清素综合征的症状和体征

血清素综合征是一种 5-羟色胺过度刺激的医源性疾病，其可能机制被认为与 5-HT1A受体的过度

刺激有关。最常发生在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具有不同药理机制的 5-羟色胺类制剂时，或在没有足

够清除期的情况下连续使用此类药物时。然而，血清素综合征也可能与 5-羟色胺类制剂的单药使用有

关，特别是在高剂量的情况下。

血清素综合征的症状和体征可能包括精神状态改变（例如：激越、幻觉、昏迷）、自主神经不稳

定（例如：心动过速、血压不稳定、体温过高）、神经肌肉异常（例如：反射亢进、不协调、僵直）

和胃肠道症状（例如：恶心、呕吐、腹泻）。

如果怀疑血清素综合征，则应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考虑降低安非他酮的剂量或停止安非他酮治

疗。

给患者的建议：

确保患者在开始使用安非他酮时，就知道出现以下任何副作用均应复诊以检查用药情况，特别是

同时服用抗抑郁药（如 SSRIs或 SNRIs）时：

● 精神状态改变（例如：激越、幻觉）；

● 胃肠道症状（例如：恶心、呕吐、腹泻）；

● 体温高于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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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率增加；

● 血压不稳定的迹象，如面部潮红、头痛、出汗、短时间头晕；

● 夸张的反射；

● 肌肉僵硬；

● 缺乏协调。

早期症状可能是胃肠道症状或心率加快和激越。

关于安非他酮信号传导途径

安非他酮是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再摄取抑制剂（NDRI）。尽管安非他酮主要影响多巴胺和去甲

肾上腺素的再摄取，但是有一些已发表的证据表明中枢神经系统中多巴胺能、去甲肾上腺素能和血清

素能信号之间存在交叉反应。这些信号通路之间的确切关系尚不清楚。

参考文献

1.Cooper BR and others. ‘Behavioral and biochemical effects of the antidepressant bupropion

(Wellbutrin): evidence for selective blockade of dopamine uptake in vivo’.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and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 1980; volume 215: pages 127–134.

2.Warner C, Shoaib M. ‘How does bupropion work as a smoking cessation aid?’ Addict Biol 2005;

volume 10: pages 219–31.

（英国药品和健康产品管理局MHRA网站）

原文链接：

https://www.gov.uk/drug-safety-update/bupropion-zyban-risk-of-serotonin-syndrome-with-use-with-other-s

erotonergic-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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