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肌弛注射液 100 毫克/2 毫升
Suxamethonium Chloride-Fresenius 100 mg/2 ml Injection

備人工呼吸。
衛署藥輸字第 025641 號

一般劑量規則：

成分：每毫升溶液含 Suxamethonium Chloride（即 succinylcholine chloride）50 毫克（即 5%）
賦形劑：Sodium hydroxide、Nitrogen、Water for Injection
藥理學分類：ATC 碼 M03AB01，

深度肌肉鬆弛（如氣管內插管）

較淺之肌肉鬆弛（如電擊後之痙攣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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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理作用：

孩童

20~30

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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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xamethonium Chloride 是一種去極化肌肉神經阻斷劑，起始作用為將細胞膜電位去極化，與乙醯膽鹼相

靜脈滴注：3~10 mg/min，通常可使肌肉產生深度鬆弛，滴注液的製備法是取 10 ml Suxamethonium

似，但更為持久，Suxamethonium Chloride 會造成暫時性燒灼感的肌束顫動，而後肌肉鬆弛麻痺，其作用

Chloride 5%加滅菌生理食鹽水或 5%右旋糖溶液 240 ml（0.2%=2 mg/ml）或 490 ml（0.1%=1 mg/ml）

機轉與作用目標目前仍未確知。

混合而成稀釋液。

Musculo-skeletal system / Muscle relaxants / Muscle relaxants, peripherally acting agents / Choline
derivatives / Suxamethonium

適應症：肌肉鬆弛劑。說明：主要使用於外科手術時的麻醉輔助劑，使骨骼肌鬆弛，特別是腹腔壁，使手術
更容易進行。因為肌肉鬆弛不再依賴一般麻醉劑，使用較低的麻醉劑就已足夠，本藥亦適用於各種骨科治療
術，如脫臼矯正術及骨折復位術，亦常併用或使用於喉鏡檢查、支氣管鏡檢、食道鏡檢。
類別：本藥限由醫師使用。

Suxamethonium Chloride 注射液之製備法：1 小瓶（含 500 mg）溶液 25 ml 或 10 ml 注射用水而成 2%
（20 mg/ml）或 5%（50 mg/ml）之注射液。
副作用及特別注意事項：
▲

效果可能會延長，呼吸中止亦可能會發生。當過量的 suxamethonium 蓄積（如高劑量或重複投予）

禁忌症：
▲

本藥禁用於燒傷患者、肌僵直患者、麻痺、癱瘓、肌肉萎縮患者、非典型偽膽鹼脂酶（atypical

在神經肌肉接合點時，同樣的情況可能會發生。
▲

pseudocholinesterase）不足患者。
▲

家族有惡性高溫（malignant hyperthermia）病史者禁用。

▲

骨折患者、高血鉀腎功能障礙患者、長期敗血症患者、高血鉀患者禁用本藥。

▲

青光眼患者、眼球有開放性傷口或遭刺傷、經歷過大手術的病患禁用本藥。

▲

血清偽膽鹼脂酶過低患者不宜使用本藥，可能會造成肝損害、營養失調、嚴重貧血，而暴露於有機磷酸
酯類的殺蟲劑或除草劑亦不宜使用。而重肌無力症患者、神經損害患者、嗜鉻細胞瘤患者亦不宜使用本

▲

藥效增長、呼吸中止：對於血清中偽膽鹼脂酶不足與非典型偽膽鹼脂酶不足患者，本藥的神經肌肉阻斷

呼吸急促：重複投予本藥時可能會發生呼吸急促。阻斷的性質可能會變成第二階段阻斷（phase II
block），即具有類似競爭性阻斷的特徵。

▲

局部肌纖維抽動：投予本藥後，在 suxamethonium 去極化作用期間會發生暫時的局部肌纖維抽動
（fasciculations）現象。

▲

橫紋肌溶解症（rhabdomyolysis）
、肌紅蛋白尿症（myoglobinaemia）
、肌球蛋白尿症（myoglobinuria）
皆有可能發生，且可能發生在局部肌纖維抽動之後。

▲

惡性過熱症（malignant hyperpyrexia）
：使用鹵乙烷（halothane）
、笑氣、或其他麻醉劑的病人若併

藥。

用 suxamethonium，有少數可能發生惡性過熱症。而骨骼肌異常或先天體質有此傾向的健康人較容易

本藥的懷孕與授乳安全性尚未建立。

發生本症狀。此類綜合症狀身體會出現高熱，可能會伴隨肌肉張力過高、致命性的心血管併發症、嚴重

警語：本藥使用下列症狀的患者必須非常小心
▲

肌肉神經失調患者，可能會有無法預期的反應出現。

▲

心臟或呼吸系統疾病病患、對肌肉神經阻斷劑敏感。

▲

高血鉀症小孩，要小心會發生心搏停止。

▲

偽膽鹼脂酶不足患者，麻痺時間可能會延長。

酸中毒、高血鉀、肌紅蛋白尿、肌球蛋白尿症。
▲

過敏、支氣管痙攣：可能會發生，但機率不高。

▲

胃外壓升高：短暫的胃外壓（infra-gastric pressure）升高可能發生在腹部肌肉顫動之後。

▲

肌肉疼痛：病患投予本藥後，在術後可能會有類似於過度運動所產生的肌肉疼痛，特別是病人可以走動
之後，此種情況與劑量多寡無關，也與是否發生過局部肌纖維抽動無關。

▲

眼壓升高，唾液腺腫大：Suxamethonium 亦會造成暫時性的眼壓升高，唾液腺腫大。

▲

腸胃蠕動增強、支氣管與唾液腺分泌增加：起因為 suxamethonium 的蕈毒作用，尿毒症病患一般不

和一般麻醉劑共用，劑量視需要而定，0.1~0.2 mg/公斤體重，作用可維持 1~3 分鐘；0.3~0.4 mg/公斤體

▲

本藥會造成骨骼肌的去極化，會使血漿中鉀離子濃度迅速上升，可能會使病患產生嚴重後果。

重，作用可維持 3~5 分鐘，伴有微弱呼吸困難；0.5~1.0 mg/公斤體重，作用可維持 10 分鐘，且需隨時準

▲

Suxamethonium 對於迷走神經與副交感神經節的刺激會發生在心搏徐緩、心律不整、低血壓之後，而

用法用量：
大部分病例用靜脈注射，少數特殊病例用肌肉注射，持續使用時用靜脈滴注，Suxamethonium Chloride 可

建議使用本藥，特別是高血鉀病患。

血鉀升高會使情況加重。心搏停止可能發生，而心搏過速與血壓升高也曾發生，原因為交感神經節受到
刺激。
▲

Suxamethonium 會使肥大細胞釋放組織胺，可能會發生潮紅、皮膚發癢、支氣管痙攣、休克等現象。

【特別注意】
▲

血清中偽膽鹼脂酶不足與非典型偽膽鹼脂酶不足病患若投予本藥，呼吸中止的時間會延長。

▲

低體溫症病患會加強 suxamethonium 的神經肌肉阻斷效果，體溫升高則會降低效果。

▲

許多藥物皆會與 suxamethonium 產生交互作用。

▲

Suxamethonium 的作用機制可以是直接影響神經肌肉傳導，也可以經由改變酶的活性來發揮作用。

▲

Suxamethonium 可能會與下列物質產生交互作而延長麻痺的時間，胺基配醣體與多胜肽類抗生素（經
由腹膜內注射）
、硫酸鎂、麻醉劑、Propanidid、奎尼丁(quinidine)、cyclophosphamide、cimetidine、
meto-clopramide、phenelzine、雌激素(oestrogens)、bambuterol。

▲

病患若在投予小劑量 suxamethonium 時同時使用吸入性麻醉劑，可能會發生藥物遞減效應
（tachyphylaxis），也會提早進入第二階段阻斷（phase II block）
。

▲

Suxamethonium 所引發的心搏徐緩會被 halothane 與 cyclopropane 所強化，而被 thiopentone 所
抑制。

▲

在使用非去極化鬆弛劑如 tubocurarine 的前後使用 suxamethonium，可能會出現多重阻斷效果。

▲

Procaine、cocaine、chloroprocaine 會競爭性地加強 suxamethonium 的肌肉神經阻斷效果。

▲

Suxamethonium 的去極化效果會被 neostigmine 與其他的抗乙醯膽鹼酯酶（anticholinesterases）
所強化；一般建議在投予 suxamethonium 的兩個星期之內勿使用含有長效型抗乙醯膽鹼酯酶（如
ecothiopate）的眼用滴劑。

▲

Suxamethonium 會強化毛地黃（digitalis）的藥效，引發心律不整。

▲

Suxamethonium 禁用於燒傷病患、大面積外傷病患、高血鉀的腎功能障礙病患、嚴重且長期的敗血症
病患、高血鉀病患。

過量症狀和特殊處理：
▲

呼吸中止若過長，可用呼吸器輔助，配合笑氣與氧直到病患恢復自發性呼吸為止。

▲

輸注含有偽膽鹼脂酶如新鮮全血、冷凍血漿於病患可破壞 suxamethonium。

▲

Neostigmine 不要使用。

▲

有時（並非總是）當 suxamethonium 的作用過長時，肌神經停止被去極化，而出現類似於箭毒產生
的麻痺作用時（如雙重阻斷作用）
，此時，可用呼吸器直到病患恢復自發性呼吸為止。

▲

在使用 suxamethonium 後，短效型的抗乙醯膽鹼酯酶可以使用，如靜脈輸注艾畝酚（edrophonium）
10 毫克，但若病患恢復迅速，則低劑量（1~2 毫克）的 neostigmine 可以使用，而因為神經肌肉的阻
斷性質難以判別，故不建議立刻使用 neostigmine。

鑑別：透明溶液於琥珀色安瓿中。
包裝：2 ml 安瓿裝，100 支以下盒裝。
貯存：貯存於 2~8℃，避光，避開小孩接觸。
製造廠及廠址：Fresenius Kabi Manufacturing SA (Pty) Ltd

6 Gibaud Road, Korsten, Port Elizabeth 6001, South Africa
藥商：恆富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永吉路 302 號 4 樓之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