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来酸桂哌齐特注射液国内批准适应症:

1.脑血管疾病：脑动脉硬化，一过性脑缺血发作，脑血栓形

成，脑栓塞。脑出血后遗症和脑外伤后遗症。

2.心血管疾病：冠心病。心绞痛，如用于治疗心肌梗塞，应

配合有关药物综合治疗。

3.外周血管疾病：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病，血栓闭塞性脉管

炎，动脉炎。雷诺氏病等。



• 资料来源和方法

• 结果

基本情况

患者特征

用药情况

ADR转归

• 讨论

ADR发生人群特征

白细胞、粒细胞减少作为特征性ADR仍需重视

过敏反应不容忽视



• 资料来源

2004年1月至2016年6月期间，国家药品评价中心收到的

桂哌齐特相关ADR报告16847例，其中桂哌齐特作为第一

怀疑药品的ADR报告10966例，去 除101份重复报告、33

份评价为可能无关/无法评价的报告，2份报告质量严重缺

陷的报告（1份为药物变色，1份内容为空），纳入统计分

析报告共计1083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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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于2016年04月12日09：:3左右输液0.9%氯化钠注射液
250ml+马来酸桂哌齐特注射液80mg*2支，患者家属发现
输液五分钟后药液呈灰紫色，告知护士后立即予以停药，
患者无不适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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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于2013年09月30日因身体不适到中南大湘雅二医院心
内科就诊，医生诊断可能为心律失常或COPD，医嘱使用
安捷利。患者于2013年10月31日14是00分开始静滴安捷利，
单次剂量为320mg，用药频次为qd。溶媒为5%GNS。使用
该药 分钟后，患者出现症状，给予 处理措施，患者于
给予处理措施 小时后



• 方法

利用Excel2007对10830例ADR报告来源、患者性别及年

龄、用药原因、给药途径、合并用药、不良反应表现及分

类、白细胞减少/中性粒细胞减少病例、过敏性休克/过敏

样反应病例、死亡病例、转归进行统计分析。



• 基本情况

10830份报告中，

10732份来自医疗机构，

占99.10%，41份来自

生产企业，19份来自

经营企业，38例来自

个人和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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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88, 96%

442, 4%

一般

严重

• 基本情况

报告类型包括一般报告

10388份（占比95.92%），

严重报告442份（占比

4.08%）；其中新的一般报

告2233份（占比20.61%），

新的严重的报告175份（占

比1.62%），1例死亡病例。



• 患者特征

桂哌齐特引起的不良反应报告中，男性患者4949例，女

性患者5865例，性别不详16例，男女比例1:1.19。患者平

均年龄为（61.23±15.41）岁，其中50岁以上患者占

79.19%。



• 用药情况-适应症、合并用药

10830例报告中，明确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及改善循

环的8342例；亦有用于头痛、头晕、胸闷、胸痛、瘀斑等

症状缓解；有497例患者为骨折及外伤，属于超说明书用

药范畴。另可见肺部感染、骨质疏松等情况，考虑存在不

合理用药的可能。

2562例有合并用药报告中，除了常用溶媒外，其它685

例合用治疗药物分布包括心血管系统用药、抗感染药、降

糖药、抗凝药、抗血小板药等。



• 用药情况-给药途径、剂量、疗程

桂哌齐特的用药途径以静脉滴注为主，占98.03%。用药

剂量为80mg-2000mg，单次剂量及日剂量为

（250.29±77.15）mg，常见用量为160mg、240mg、

320mg。使用时间为1~67天，平均值为（3.36±2.68）

天。使用时间≤7天的报告占89%。



• 不良反应表现-分类

10830例桂哌齐特ADR报告中，包含主要ADR表现

16374例次，依据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2016年10月

发布的《药品不良反应术语使用指南》对ADR表现进行分

类，主要包括神经系统疾病、皮肤及其附件疾病、胃肠系

统疾病及全身整体疾病等。



• 不良反应表现-分类
序
号

分类 例数 百分比 序号 分类 例数 百分比

1 神经系统疾病 5096 31.12% 11 肝胆疾病 139 0.85% 

2 皮肤及皮肤附件疾病 2995 18.29% 12 用药部位疾病 95 0.58% 

3 胃肠疾病 2769 16.91% 13 视觉疾病 70 0.43% 

4 全身整体疾病 2680 16.36% 14 肌肉骨骼疾病 55 0.34% 

5 心血管疾病 810 4.95% 15 尿路疾病 41 0.25% 

6 免疫疾病及感染 428 2.61% 16 
听觉，前庭及特殊
感官疾病

28 0.17% 

7
血管，出血及凝血疾
病

380 2.32% 17 代谢及营养疾病 4 0.02% 

8 呼吸系统疾病 378 2.31% 18 辅助术语-事件名称 4 0.02% 

9 血液系统疾病 211 1.29% 19 生殖系统疾病 1 0.01% 

10 精神疾病 190 1.16%



• 不良反应表现-分布

16374例次桂哌齐特相关ADR表现中，包含血液系统疾

病211例，其中白细胞减少和中性粒细胞减少占比高达

96.15%，包含免疫疾病及感染428例，其中过敏性休克及

过敏样反应占比高达79.21%。各分类中排序前10位ADR表

现及频数详见表2。



• 不良反应表现-分布
序号 分类 排序前10位ADR表现及频数

1 神经系统疾病
头痛（2704）；头晕（1650）；头胀（237）；头晕加重（69）；局部麻木
（65）；头痛加重（54）；抽搐（35）；麻木（24）；眩晕（22）；头昏（20）

2
皮肤及皮肤附
件疾病

皮疹（1466）；瘙痒（1003）；多汗（111）；荨麻疹（71）；斑丘疹（62）；
红斑疹（36）；局部皮肤反应（33）；皮肤发红（25）；冷汗（20）；出汗（12）

3 胃肠疾病
恶心（1127）；呕吐（646）；腹痛（306）；腹泻（193）；腹胀（69）；便秘
（56）；胃肠道反应（52）；胃肠胀气（49）；胃不适（48）；腹部不适（31）

4 全身整体疾病
寒战（758）；胸闷（573）；发热（492）；乏力（166）；畏寒（163）；高热
（138）；疼痛（76）；不适（69）；发冷（31）；胸痛（20）

5 心血管疾病
心悸（503）；心慌（63）；血压升高（49）；心律失常（33）；血压降低
（21）；低血压（19）；紫绀（19）；心动过速（18）；心区不适（18）；高血
压（16）

6 免疫疾病及感染
过敏样反应（311）；输液反应（59）；过敏性休克（28）；面部水肿（21）；疱
疹（3）；带状疱疹（2）；血管性水肿（2）；变态反应（1）；颈部水肿（1）

7 呼吸系统疾病
憋气（107）；呼吸困难（103）；呼吸急促（64）；气促（40）；咳嗽（15）；
气短（12）；哮喘（3）；咽部疾病（3）；流涕（2）；气喘（2）

8
血管、出血及
凝血疾病

潮红（218）；静脉炎（82）；血小板减少（26）；浅静脉炎（9）；皮肤潮红
（8）；皮肤发热（6）；四肢厥冷（4）；紫癜（4）；静脉痛（3）；血管炎（2）

9 血液系统疾病
白细胞减少（164）；粒细胞减少（21）；粒细胞缺乏症（11）；贫血（4）；红
细胞减少（3）；白细胞减少症（2）；骨髓抑制（2）；红细胞异常（1）



• 不良反应表现-分布
序号 分类 排序前10位ADR表现及频数

10 精神疾病
失眠（92）；嗜睡（37）；精神障碍（16）；烦躁（9）；焦急不安（4）；食欲异常
（4）；躁动不安（4）；兴奋（3）；躁狂（3）；焦虑（2）

11 肝胆疾病
肝功能异常（80）；肝酶升高（15）；肝细胞损害（13）；谷丙转氨酶升高（13）；谷
草转氨酶升高（5）；转氨酶升高（3）；肝炎（2）；谷丙转氨酶升高加重（2）；胆红
素升高（1）；肝区不适（1）

12 用药部位疾病
注射部位疼痛（36）；注射部位瘙痒（15）；注射部位皮疹（12）；注射部位反应
（11）；输液部位皮疹（3）；用药部位反应（3）；用药部位疼痛（3）；注射部位静
脉炎（3）；输液部位疼痛（2）；用药部位水肿（2）

13 视觉疾病
视力异常（21）；眼痛（12）；眼异常（12）；视物模糊（7）；流泪异常（4）；眼充
血（4）；干眼症（1）；睑缘炎（1）；结膜炎（1）；青光眼（1）；眼内异物感（1）

14 肌肉骨骼疾病
肌痛（14）；关节痛（7）；肌无力（7）；腰痛（7）；背痛（2）；颈部不适（2）；
全身性红斑（2）；足不适（2）；骨痛（1）；肌肉不适（1）

15 尿路疾病
尿频（6）；肾功能异常（4）；血尿（4）；尿潴留（3）；排尿困难（3）；少尿（3）；
肌酐清除率降低（2）；肾功能不全加重（2）；夜尿增多（2）；白细胞尿（1）

16
听觉、前庭及特殊
感官疾病

耳鸣（22）；耳部疾病（1）；耳聋（1）；耳鸣加重（1）；耳鸣症状（1）；耳痛
（1）；味觉异常（1）

17 代谢及营养疾病 口渴（2）；低蛋白血症（1）；低钾血症（1）

18 辅助术语事件名称 酒精中毒（1）；手术并发症（1）；药物反应反常（1）；中毒（1）

19 生殖系统疾病 外阴不适（1）



• 白细胞减少、中性粒细胞减少病例

192例白细胞减少或中性粒细胞减少的病例中，严重报

告39例，严重比例20.31%。男女比例为1.04:1，平均年龄

为（66.09±13.80）岁。该药引起的白细胞减少最低值为

0.25×109/L，粒细胞减少最低值为0.1×109/L（合并应用

抗感染药）。出现白细胞减少、中性粒细胞减少的病例

中，桂哌齐特平均用量为（251.00±61.03）mg，单次剂

量最高400mg，最低30mg。ADR结果为痊愈或好转的占总

体报告89.58%。



• 过敏性休克与过敏样反应病例

10830例ADR报告中，引起过敏性休克和过敏样反应的

病例共计339例。其中严重病例60例，严重比例17.70%。

男女比例1.13:1，平均年龄（59.63±12.30）岁。桂哌齐特

平均用量为（252.03±82.38）mg，单次剂量最高

1200mg，最低80mg。ADR结果为痊愈或好转的占总体报

告99.12%。



• 死亡病例

具体信息为：患者，男，40岁，体重62kg，因头痛、胸

痛、胸闷在门诊就医，BP 130/90mmHg，颈软。给药降

压，桂哌齐特80mg，静脉滴注，用药完毕后拔针时突发

性呼吸心跳停止。疑与药物、疾病有关，具体原因因未验

尸而不明。



• 死亡病例关联性分析

该ADR的发生与药品使用时间关联性强；且桂哌齐特对

腺苷具有增效作用，而腺苷快速给药后常有短暂的心脏停

顿，因此从作用机制考虑，心脏停搏可能与桂哌齐特有

关；另不能除外药物引起的过敏性休克；再者该不良反应

2008年发生，病例信息欠完善，诊断不明确，输液浓度、

滴速、合并用药均无法追溯，无法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



• ADR转归

桂哌齐特导致的ADR总体转归较好，10830例报告中，

好转5848例，痊愈4916例，未好转22例，5例有后遗症，1

例死亡，38例结果不详。

54.00%

45.39%

0.35% 0.20%
0.05%

0.01%

好转

痊愈

不详

未好转

有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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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R转归

序号 ADR结果 例数 百分比

1 好转 5848 54.00%

2 痊愈 4916 45.39%

3 不详 38 0.35%

4 未好转 22 0.20%

5 有后遗症 5 0.05%

6 死亡 1 0.01%

合计 10830 100.00%



• 桂哌齐特ADR发生人群特征

以50岁以上患者居多，约占79.19%，这可能与用药人群

基数分布、老年人药物代谢特点有关。该药导致的ADR大

部分表现轻微，严重ADR比例较低，且预后良好。其ADR

表现主要累及神经系统、皮肤及其附件、消化系统等，如

头痛，头晕，皮疹，恶心，瘙痒，寒战，呕吐等，与文献

报道基本一致[3，4]。



• 白细胞减少、粒细胞减少作为桂哌齐特特征性ADR仍
需重视

机制推测：动物毒理学试验结果表明[5]，桂哌齐特本身

不会导致血液学毒性，但其杂质桂哌齐特氮氧化合物能够

引起动物的白细胞减少，甚至影响粒细胞的形成和分化，

以致产生血液毒性；桂哌齐特氮氧化合物含量低于0.2%时，

对动物白细胞数或粒细胞的形成和分化没有影响，不会产

生血液毒性。



• 白细胞减少、粒细胞减少作为桂哌齐特特征性ADR仍
需重视

研究对比：此前多项回顾性研究显示桂哌齐特总ADR发

生率为1.35%，且均为头痛、消化道反应等轻微ADR，无

粒细胞缺乏症的ADR报道[6,7]。有小样本的前瞻性研究也

未发现该药导致的严重ADR[8]。而本研究显示，白细胞减

少、中性粒细胞减少ADR占总体报告1.77%，其中20.31%

为严重报告；若考虑自发呈报系统漏报率的影响，实际发

生的应该更多。



• 白细胞减少、粒细胞减少作为桂哌齐特特征性ADR仍
需重视

研究对比：本研究未发现白细胞减少病例和粒细胞减少

病例之间药品用量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与个别文

献报道不符[10-11]。



• 白细胞减少、粒细胞减少作为桂哌齐特特征性ADR仍
需重视

提示：上述研究多为依赖人工筛查病例的ADR回顾性研

究，工作量大，易存在疏漏。有必要利用计算机自动监测

的优势，开展针对具有量化指标的、特征性ADR集中监测

研究[9]，以期得到基于大样本量桂哌齐特用药人群的、特

征性ADR白细胞减少和粒细胞减少的准确发生率，更好的

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 严重过敏反应不容忽视

本研究显示，桂哌齐特引起的过敏反应占总体报告的

3.13%，且17.17%为严重报告。唯一一例死亡报告也不除

外过敏性休克的可能。该药国内文献个案报道也可见过敏

性休克[12]。而该药品说明书中并未提及发生严重过敏反应、

过敏性休克的可能性。此类反应多为速发，严重时可危及

生命，故不容忽视。



综上，桂哌齐特导致的ADR总体较轻微，预后良好。

对其特征性ADR如白细胞减少/粒细胞缺乏、过敏反

应实施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能够有效减少其严重

ADR的发生。由于自发呈报系统本身存在漏报率高、

报告信息质量参差不齐等缺陷，有必要开展针对性的

ADR主动监测，以获取其ADR准确发生率，指导临床

合理用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