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特”新一代人類血清白蛋白
(HUMAN ALBUMIN 200 g/l BAXTER)
衛署菌疫輸字第000922號
1 藥品名稱
“百特＂新一代人類血清白蛋白
(HUMAN ALBUMIN 200 g/l BAXTER)

2 質化與量化組成
“百特＂新一代人類血清白蛋白注射劑其總蛋白質含量為200
g/l，其中至少95%為人類血清白蛋白。
每100毫升玻璃瓶裝溶液含20克人類血清白蛋白。
每50毫升玻璃瓶裝溶液含10克人類血清白蛋白。
此溶液為高張溶液
mmol/l。

(hyperoncotic)，含鈉總量為100-130

本藥品使用之賦形劑詳細列表請見第6.1節。

3 劑型
本藥品為輸注溶液。
藥品本身為透明且略具黏稠性的液體，色澤呈現接近無色、黃
色、琥珀色或綠色。

4 臨床資料
4.1 適應症
低蛋白血症、休克、燒傷。

4.2 劑量與給藥途徑
須依患者個別需求狀況來調整白蛋白製劑的濃度、劑量和輸注
速率。

劑量
所需劑量應取決於病患的身形體積、創傷 / 疾病的嚴重程度、
及其體液和蛋白質持續流失的情形；並須測量循環血液容積的
適當性，而非僅以血漿白蛋白參數來決定所需劑量。
使用人類血清白蛋白時，須持續監視血液動力學
(haemodynamic) 的反應，觀察項目可包括：
動脈血壓和脈搏
中央靜脈壓
肺動脈楔壓
尿量
電解質濃度
血球容積比 / 血紅素
心臟 / 呼吸衰竭之臨床症狀 (如：呼吸困難)
顱內壓升高之臨床症狀 (如：頭痛)

投藥途徑
本藥品可經由靜脈直接投藥，或以等張溶液 (如：5%葡萄糖
或0.9%氯化鈉溶液) 稀釋後投藥。
應根據患者個別情況和適應症調整輸注速率。
進行血漿置換時，輸注速率應調整與移除速率相同。

4.3 禁忌
本藥品不適用於對白蛋白製劑或賦形劑成分有過敏反應者。

4.4 特別警語和使用注意事項
若發生疑似過敏或過敏性反應時，應立即停止注射。若有休克
情形，應對患者進行休克標準醫療處置。
若血液稀釋、血容積增加或其效果可能導致對患者產生特殊危
險時，應謹慎使用白蛋白製劑。例如以下狀況：
失代償性的心衰竭
高血壓
食道靜脈曲張
肺水腫
出血性素質
嚴重貧血
腎性和腎後性無尿
人類血清白蛋白200g/l的膠體滲透作用約為血漿的四倍，因此
使用濃縮白蛋白時，必須確實注意患者是否有充足的水分，並
仔細觀察患者以避免發生循環過度負荷或水分過多的現象。
相較於40-50 g/l人類血清白蛋白溶液，200-250 g/l人類血清
白蛋白溶液的電解質較低，因此必須觀察患者的電解質狀況 (
見第4.2節)，並採取適當步驟以恢復或維持電解質平衡。
白蛋白溶液不可用注射用水稀釋，因為可能會產生溶血的現象。
進行大量容積置換時，必須控制患者的凝血狀況和血容積值，
確保適當補充足夠的其他血液成分 (如：凝血因子、電解質、
血小板和紅血球)。本品內含100-130 mmol/l的鈉，對於鈉飲食
控制病患，應將此點加以考量。
若未根據患者的循環狀況調整劑量和輸注速率，則可能發生血
容積增加的情形。一旦出現任何心血管負荷超載的徵狀 (頭痛
、呼吸困難、頸靜脈充血)，或發生血壓升高、中央靜脈壓上升
、肺水腫等情形應立即停止注射。
避免因使用人血或血漿製劑而引發感染的標準預防措施包括：
篩檢捐血人、篩檢捐出的血液與血漿是否含有特定感染源、採
用有效製造步驟去活化或移除病毒。然而，預防措施並無法完
全阻絕感染源傳播的可能性，亦無法阻絕未知 / 新興病毒或其
他病原的感染風險。
針對符合歐洲藥典規格的白蛋白，透過已建立之程序目前並無
任何病毒傳染確認的報告。
使用本藥品時，建議紀錄產品名稱和批號，藉以建立產品與患
者資料之連結。

4.5 與其他藥物的交互作用以及其他形式的交互作用
目前無任何有關人類血清白蛋白與其他藥物交互作用的報告。

4.6 生育、孕婦及授乳期婦女
對照性臨床試驗未建立本藥品對懷孕婦女的安全性。但臨床使
用經驗顯示，白蛋白應不致在懷孕過程中對孕婦或對胎兒和新
生兒產生有害影響。
本品尚未經對照性臨床試驗以建立對於生育之影響。
本藥品未進行動物生殖研究。有關生殖、胚胎或胎兒發育、姙
娠期和出生前後及出生後發育方面，實驗性動物研究結果不足
以評估以上各方面的安全性。
人類血清白蛋白是人類血液中一種正常成份。

4.7 駕駛與機械操作的影響
未發現任何對駕駛和機械使用能力的影響。

4.8 不良反應
< 1/10)，常見( －
< 1/100
下表所列頻度之定義條件為：很常見( －
< 1/1,000至<1/100)，罕見( －
< 1/10,000至
至<1/10) ，不常見( －
<1/1,000)，很罕見(<10,000)，未知 (現有資料無法預測)。

很常見 常見 不常見 罕見
免疫系統異常
腸胃異常
皮膚和皮下
組織異常
一般異常和
注射部位狀況

噁心
潮紅、
皮疹
發燒

很罕見
過敏性休克

發生嚴重反應時，須立即停止注射，並採取適當處置。
藥物上市後監視報告發現有下列不良事件。以下列表係依照嚴
重程度，先根據MedDRA器官系統分類後按編碼用辭 (Preferred
Term) 列表。
免疫系統異常：過敏性反應、過敏反應
神經系統異常：頭痛、味覺障礙
心臟異常：心肌梗塞、心房纖維顫動(Atrial fibrillation)、
心動快速
血管異常：低血壓
呼吸道、胸部和縱膈異常：呼吸困難、肺水腫
腸胃異常：嘔吐
皮膚和皮下組織異常：蕁麻疹、搔癢
一般異常和注射部位狀況：寒顫
本公司所執行之臨床試驗中，並未發現人類血清白蛋白之不良
反應資料。
有關傳染病源的安全性資料請見第4.4節。
4.9 過量
使用劑量過高或輸注速率太快都可能導致血容積增加。一旦出
現任何心血管負荷超載的徵狀 (頭痛、呼吸困難、頸靜脈充血)
，或發生血壓升高、中央靜脈壓上升、肺水腫情形，應立即停
止注射，並嚴密監測患者的血液動力學的參數。

5 藥理學特性
5.1 藥效學特性
藥物分類：
血漿替代物和血漿蛋白組成，ATC碼：B05AA01
人類血清白蛋白占血漿蛋白質總含量半數以上，相當於肝臟約
10%的蛋白質合成活性。
物化資料：
本藥品具較高膠體滲透壓作用。
白蛋白最重要的生理功能在於其血液膠體滲透壓作用和輸送作
用。白蛋白不僅能穩定循環中的血容積，且能運送荷爾蒙、酵
素、藥物和毒素。
5.2 藥動學性質
在正常狀況下，患者之可置換白蛋白混合總量為4-5 g/每公斤
體重，其中40-45%存在於血管內，其餘55-60%在血管外空間。
毛細管滲透性的增加會改變白蛋白的藥物動力。嚴重燒傷或敗
血性休克則可能導致分布異常。
正常狀況下，白蛋白的半衰期為19天。一般依賴回饋調節機制
來維持合成和分解二者間的平衡。其排除主要是由溶體蛋白酶
在細胞內進行。
健康受試者在接受白蛋白輸注後的2個小時內，輸入的白蛋白從
血管流失的比例約在10%以下。血漿容積作用具有相當的個人差
異性。某些患者的血漿容積可能持續增加到數小時；然而對病
情嚴重的患者，可能發生輸入白蛋白以不可預測的速率自血管
大量流失。
5.3 臨床前安全性資料
人類血清白蛋白是人類血漿的一種正常組成，其作用同生理白
蛋白。
動物單一劑量毒性試驗無法用來評估毒性、致命劑量以及劑量
與作用的關係。由於在動物試驗模型中會產生外源性蛋白抗體
，故重複劑量毒性試驗並不適用。
目前仍無報告指出人類血清白蛋白有任何關於胚胎毒性、致癌
或誘發基因突變的潛在可能。
動物試驗模型未發現任何急性毒性的現象。
6 藥品特性
6.1 賦形劑
辛酸鈉 (Sodium Caprylate)

16 mmol/l (2.7 g/l)

N-乙酯色氨酸鈉
(Sodium N-Acetyltryptophanate)

16 mmol/l (4.3 g/l)

氯化鈉 (Sodium Chloride)

3.0 g/l

注射用水 (Water for Injection)

Ad 1 l

6.2 不相容性
人類血清白蛋白不得與其他藥物 (第6.6節提及之稀釋劑除外)
、全血或紅血球濃縮液混合使用。此外，亦不得與蛋白質水解
物 (如：靜脈營養劑) 或含酒精溶液混合使用，否則可能會使
蛋白質沉澱。

6.3 架儲期
36個月
產品開封後須立即使用。

6.4 貯存注意事項
儲存溫度勿超過25℃。
不可冷凍。
請以原包裝儲存以避免光線照射。

6.5 容器性質與容量
50 ml 溶液瓶裝 (第二類玻璃) 附三溴甲烷膠塞－
包裝為 1 瓶裝或70瓶裝。
100 ml 溶液瓶裝 (第二類玻璃) 附三溴甲烷膠塞－
包裝為 1 瓶裝或56瓶裝。
並非每種包裝都會上市銷售。

6.6 藥品配製及其他操作之特殊注意事項
本藥品溶液可直接經由靜脈注射投藥，或以等張溶液(如：5%
葡萄糖，或0.9% 氯化鈉溶液) 稀釋後使用。
不可用注射用水稀釋白蛋白溶液，以避免發生溶血現象。
給予患者大劑量時，應先將產品加熱至室溫或體溫後再使用。
若發現溶液混濁或有沉澱物，則該產品可能有蛋白質不穩定或
遭污染之虞，切勿使用。
勿使用未完整密封的產品。若發現產品有漏溢現象，應丟棄不
使用。
藥品一旦開封後，須立即使用。任何未用完的藥品均應按當地
規定妥善丟棄

製造廠：Baxter AG
製造廠廠址：Industriestrasse 67, A-1220, Vienna, Austria
藥品許可證字號：衛署菌疫輸字第000922號
藥商名稱：夏爾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藥商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號80樓之1
電

話：(02)87263800

v21CNP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