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精技”悠補骨補骨材料
“Exactech” Optecure Allograft Demineralized Bone Matrix
衛部醫器輸字第 027409 號

使用前請務必詳閱原廠之使用說明書並遵照指示使用。

說明
悠補骨(Optecure)補骨材料皆為一套組，內含去礦物質化骨基質
(Demineralized Bone Matrix, DBM)混合粉劑和標準混合溶液，以及用於混
合時的所有必要工具。悠補骨(含異體骨片) (Optecure +CCC)補骨材料皆為
一套組，內含去礦物質化骨基質與異體骨片 (Cortical and Cancellous Bone
Chips, CCC)的混合粉劑和標準混合溶液，以及用於混合時的所有必要工具。
當粉劑與溶液混合後，即可運用生成的泥狀物，將其填入適當的骨頭裂縫或
缺口中。
本產品會在痊癒過程中逐漸被吸收，且被新生骨所取代。

型號與規格
系列產品

悠補骨(Optecure)
補骨材料

悠補骨(含異體骨
片) (Optecure
+CCC) 補骨材料

型號
650-00-01
650-00-02
650-00-05
650-00-10
650-00-20
652-00-01
652-00-02
652-00-05
652-00-10
652-00-20

混合粉劑
1 cc
2 cc
5 cc
10 cc
20 cc
1 cc
2 cc
5 cc
10 cc
20 cc

內容物
標準混合溶液
0.82mL/管×1管
0.82mL/管×2管
4.12mL/管×1管
4.12mL/管×2管
4.12mL/管×4管
0.685mL/管×1管
0.685mL/管×2管
3.4mL/管×1管
3.4mL/管×2管
3.4mL/管×4管

攪拌棒
1支
1支
1支
1支
1支
1支
1支
1支
1支
1支

成骨誘導潛力測試
每批捐贈者的去礦物質化骨基質均會採樣檢測，其樣本以載體配製後，移植
入無胸線小鼠模型中，進行測試。利用該軟骨生成的組織學證據來評估其骨
誘導性，包含是否含有軟骨或軟骨細胞、活躍的成骨細胞、類骨的、新形成
的和礦化的骨頭及/或骨髓及相關的脂肪細胞。動物模型的研究結果並不必然
能夠預測人體臨床結果。

病毒清除測試

去礦物質化骨基質：
採四種病毒模型進行病毒削減研究，分別為 RNA、DNA、外套膜(envelope)
與非外套膜病毒，其包括：1) A 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A Virus , HAV)，非外
套膜型、含 RNA 的细小核糖核酸病毒(picornavirus) 2) 人類免疫缺陷病毒類
型 1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type 1, HIV-1)，外套膜型、含 RNA
的逆轉濾過性病毒(retrovirus) 3) 豬小病毒 (Porcine parvovirus , PPV)，非
外套膜型、含 DNA 的細小病毒(parvovirus)，其可作為其他細小病毒的模型，
如人體細小病毒 B19，以及 4)偽狂犬病毒 (Pseudorabies virus, PrV)，外套
膜型、含 DNA 的病毒，屬於皰疹病毒，並能作為其他皰疹病毒模型，如巨
細胞病毒 (Cytomegalovirus , CMV)。此研究提供的證據顯示，本產品中所
含的捐贈者骨頭的去礦物化程序能夠明顯減少這些類病毒，並能合理預期可
降低其他病毒的力價(titers)。

適應症
本產品與自體骨混合後可適用於作為骨骼替代品(四肢、脊椎與骨盆) 與不影
響骨性結構穩定性的骨骼系統之骨裂縫或缺口的骨裂縫填充物 (四肢與骨盆)。
這些缺損可能為手術所造成的骨質缺損或是由於外傷所導致成的骨質缺損。
本產品使用時可混入自體骨髓。
本產品亦能與穩固固定系統(rigid fixation systems)搭配使用。

儲存建議
本產品內含有人類同種異體移植物。本產品的儲存溫度應介於 1 – 37°C 之
間。
在移植前，使用機構有義務將組織保持在適當的儲存條件下。

記錄摘要
所捐贈的組織是取自於美國組織銀行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Tissue
Banks, AATB)所授權的組織銀行。捐贈者的篩選均是根據 AATB 標準、政
府法規與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指導
文件的規定執行。獨特識別的設置可用於裝置中組織的追溯。
本產品中內含的自願捐贈之組織，乃根據以下標準來決定是否適合移植：
1. 捐贈者的篩選是根據書面記載的捐贈者排除準則、捐贈者的身體檢查，並
與捐贈者親友面談、檢閱有效的醫學記錄及審查屍檢結果 (如適用)。
根據FDA與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之定義，被認定為 是AIDS 或肝炎的高風險族群及具有傳
染病徵兆/症狀或傳染條件的個人應排除在捐贈者名單外。
2.應根據FDA 規定與 AATB 方針實施下列各項檢測。檢測應由通過 CLIA 認
證的實驗室，使用 FDA 核准的測試套組，且遵循測試套組製造商的操作指
南來執行檢測。如情況許可，經 FDA 核可的測試套組在遵循製造商操作指
南下可搭配血液操作。血清樣本針對下列項目測試項目結果均為陰性：
•

B 型肝炎表面抗原 (HBsAg)

•

B 型肝炎核心抗原總抗體 (anti-HBc –「總」意指 IgG 和 IgM)

•

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抗體 (anti-HIV-1 和 anti-HIV-2)

•

針對 HIV-1 的核酸檢測 (NAT)

•

人體嗜T淋巴細胞病毒第 I 和 II 型抗體 (anti-HTLV-I 和 anti-HTLVII)
C 型肝炎病毒抗體 (HCV)

•
•

針對 HCV 的核酸檢測 (NAT)

•

針對梅毒的快速血漿反應素測試或血清學測試

捐贈者適用性是由下列其中一間由AATB所授權之機構的醫學主任 (或醫師指
定人) 所進行判定。
捐贈者篩選與測試結果的記錄均會留存於取得該捐贈組織的機構內。
DCI Donor Services, Nashville, TN 37203, USA
LifeLink, Tampa, FL 33619, USA
LifeNet Health, Virginia Beach, VA 23453, USA
禁忌症
本產品不適合在痊癒過程中作為提供結構支撐的用途；因此，對於在痊癒過
程中需倚靠移植物作為骨骼系統提供結構支撐用途之個案而言，則不應使用
本產品。
此同種異體移植物不應植入現患有感染病症之區域。
處理移植物過程中所使用的硫酸多粘菌素B與枯草桿菌素會有微量的殘留。
針對可能產生過敏反應之個人，由於無法量化其嚴重性，因此對於已知的敏
感性患者，應禁止使用本產品。

警告與注意事項
為確保針對所有平面的缺損均具有穩固的穩定性，因此可能需要搭配使用穩
固固定技術。本產品僅供熟悉植骨手術與穩固固定技術的外科醫師使用。
本產品不適用於與其他同種異體移植物混合作為脊椎臨床應用中的骨骼替代
品。
本產品不適合在脊椎的臨床應用中單獨使用。此同種異體移植物可能不會在
受體上誘發適當的反應 (例如與鄰近組織融合/結合)。其可能造成移植區感染。
此同種異體移植物可能無法提供機械性支撐功能並塌陷，或是造成發炎反應。
儘管致力確保組織的安全性，目前的技術仍無法完全排除包括肝炎和愛滋病
(HIV) 等疾病的傳染。
針對與替代稀釋液 (例如全血) 混合後的本產品，目前尚未使用動物模型進行
骨裂縫研究。故以此方式準備的本產品之臨床效益尚不明確。

警告
•

無論是完整或部份未使用的同種異體移植物皆不得重新包裝或重
新滅菌。

•

此同種異體移植物僅限單一病患使用。

•

如同所有同種異體移植物一般，儘管已執行嚴格的篩選/測試程序，

•

同種異體移植物可能殘有微量製程中所使用的溶劑，如異丙醇與

然而藉由此同種異體移植物傳播感染性病原體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過氧化氫。
•

同種異體移植物含有微量的硫酸多粘菌素B與枯草桿菌素。

注意事項
在包裝未開封或受損的情況下，本產品的無菌品質是安全無疑。請於接收到
本產品時或使用之前檢查包裝的完整性。若有以下情況，請勿使用此同種異
體移植物：
•

存放組織的容器已受損，或標籤遭撕除或難以辨認。

•

已逾產品使用期限。

•

未達到建議的 1 – 37°C 儲存條件。

不良反應回報
請於將所有抱怨及/或不良反應事件通報給美精技股份有限公司，聯絡資訊請
參閱下方「資訊」欄位。

使用方式
此移植物僅限於由具有執照之醫師在單一場合為單一病患施用。請採用無菌
方式拆除同種異體移植物之包裝。所有的組織裝置僅限在單一手術事件中使
用，否則應予以棄置。請勿滅菌或重新滅菌。

混合後的本產品的備製與使用
在使用前，請遵循下方所說明的組織備製步驟。
1.

檢查密封包裝，以確保包裝完整性。如果外部密封包裝或無菌狀態受損，

2.

請勿使用。
採無菌技術，打開外部包裝並將無菌的內部包裝放入無菌區域內。如果

3.

內部密封包裝或無菌狀態受損，請勿使用。
找出並開啟內含乾燥成分的瓶罐。
將乾燥成分與溶液混合，形成密度一致的糊狀物。
a. 找出並開啟無菌混合溶液的瓶子，加入至乾燥成分中混合，形成

4.

b.
c.

密度一致的糊狀物。
或者，可以使用注射用水 (WFI)、生理食鹽水或病患的全血，與乾
燥成分混合。
建議替代液體 (全血、注射用水 (WFI)、生理食鹽水) 的最大容積
限值約為：
悠補骨(Optecure)補骨材料

悠補骨(含異體骨片)
(Optecure +CCC)補骨材料

1cc 產品

0.82mL

0.68mL

2cc 產品

1.6mL

1.4mL

5cc 產品

4.1mL

3.4mL

10cc 產品

8.2mL

6.8mL

20cc 產品

16.4mL

13.6mL

6.

悠補骨補骨材料可以1:1 的比例與自體骨混合，作為脊椎的骨骼替代品。
亦可額外添加骨髓混合。
悠補骨(含異體骨片)補骨材料可以 2:1 的比例與自體骨混合，作為脊椎

7.

的骨骼替代品。亦可額外添加骨髓混合。
悠補骨補骨材料可以 1:1 的比例與自體骨/骨髓或其他同種異體移植物

8.

混合，作為四肢與骨盆的骨骼替代品。
悠補骨(含異體骨片)補骨材料可以 2:1 的比例與自體骨/骨髓或其他同種

9.

異體移植物混合，作為四肢與骨盆的骨骼替代品。
不適合單獨或與骨髓混合後使用在脊椎的臨床應用中。

5.

10. 不適合與其他同種異體移植物搭配使用在脊椎的臨床應用中。

產品提供
無菌製造、單次使用、且可與植入裝置混合。使用前，請務必檢查所有包裝
的完整性。如果包裝以任何形式受損、遭開封或受污染，請勿使用。

警告
本產品僅能由醫師或依據醫師開立的處方箋販售。

聯絡資訊
如需更多產品資訊，請聯絡
美精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ech Taiwan, Ltd.)
110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415號3樓
Tel: +886 3 591 0010
Fax: +886 3 591 0483
部分成分目前可能尚未供應。請聯絡您當地的 Exactech 代表，以取得額外
資訊。
於此所討論的產品可能在不同國家/地區中以不同的商標供貨。所有申請中
和已註冊商標的版權均屬 Exactech, Inc. 之財產。如需更多特定產品或商標
的相關資訊，請聯絡您當地的 Exactech 代表。
製造廠名稱：Exactech, Inc.
製造廠地址：2320 NW 66th Court, Gainesville, Florida 32653,
USA
藥商名稱：美精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ech Taiwan, Ltd.)
藥商地址：110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415號3樓
TW700-096-066 Re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