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能吸入劑
AErrane
衛署藥輸字第 021192 號
本藥限由醫師使用
【處方】
Each ml contains:
主成分：Isoflurane ······················· 1 ml
賦形劑：無
【說明】
異氟醚 Isoflurane。
AErrane 係乙種非燃性吸入麻醉劑。
它乃是 1-chloro-2,2,2-trifluoroethyl difluoromethyl ether，其結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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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rane 之若干物理常數如下：
分子量
184.5
沸點（760mmHg 氣壓下）
48.5C
20
1.2990-1.3005
折射率（n D ）
比重（25C 時）
1.496
蒸氣壓：mmHg
20C－238
25C－295
30C－367
35C－450
分隔係數（37C 時）
水／氣體－0.61
血／氣體－1.43
油／氣體－90.8
橡皮及塑膠之分隔係數（25C 時）
傳導性橡皮／氣體
62.0
丁酯橡皮／氣體
75.0
PVC 塑膠／氣體
110.0
PE 塑膠／氣體
約 2.0
PUT 塑膠／氣體
約 1.4
PI 塑膠／氣體
約 1.1
乙酸丁脂塑膠／氣體
約 2.5
氣體層析法所得之純度
優於 99.9％
在氧或笑氣中之易燃性：
於 9 焦耳／秒及溫度 23C 時－非燃性
於 900 焦耳／秒及溫度 23C 時－於麻醉用濃度下為非燃性
人之最小肺泡濃度（MAC）
年齡
100%氧
70%笑氣
264
1.28
0.56
447
1.15
0.50
645
1.05
0.37
AErrane 乃是一種穩定無色之液體，其中未加化學穩定劑。
AErrane 稍具有辛辣之氣味。其標本在透明無色玻璃中暴露於間接隔光下五
年之久，均未發生成份變化，或其標本暴露於紫外光中 30 小時亦赤能藉層
析法查出其變法。
當 AErrane 暴露於 1 N sodium methoxide 之甲醇溶液中六個月以上，顯出對
強鹼具有高度穩定性。
AErrane 在石灰液中不分解，而且亦不腐蝕鋁、錫、黃銅、銅或鐵等金屬。
【特性】
誘導麻醉及恢復均甚遠，雖然稍具辛辣味，對於誘導速率可能有所限制，
但並不刺激過多之唾液及總氣管／支氣管分泌物之產生。咽頭及喉頭反射
均迅速減少。使用 AErrane 可令麻醉程度發生迅速變化。心跳節律仍保持
穩定。當麻醉程序加深時，自然呼吸即受到抑制，因此應加以密切監視。
於誘導麻醉期間，血壓下降，然經由手術刺激即可恢復正常。
於維持麻醉之深度期間，血壓有下降趨勢，其原因為末稍血管擴張，但心
律仍保持穩定，藉管制呼吸及維持正常之 PaCO2，心臟輸出量不論麻醉之
深度如何，主要藉增高之心率而得以保持。保有自然呼吸，結果所引起之
血炭酸過多症可能會使心率增高及心輸出量高於醒覺時之基準。
腦血流在輕度 AErrane 麻醉期中仍持無變化，但在麻醉程度加深即呈上升
趨勢。腦脊髓液壓之增加，可藉麻醉前及麻醉期中對病者作高度換氣以預
防或扭轉之。AErrane 不致產生痙攣作用之 EEG 變化。AErrane 似乎使心
肌對腎上腺素過敏之程度較之 Enflurane 為低。有限之資料顯示，皮下注射
1:200,000 之腎上腺素溶液達 50 公撮時，不致使接受 AErrane 麻醉之病者
誘發心室節律不整症。
迄今使用 AErrane 之臨床經驗，雖在長期用藥後，亦未顯示出有肝中毒之
證據。不過，重覆暴露於 AErrane 之經驗仍然有限，故仍不可能測定本劑
對肝功能之影響。對於若干腹內手術在正常程度之麻醉下，其肌肉鬆弛作
用可能足夠，但若需更大之肌肉鬆弛時，則可使用小量之靜脈內肌肉鬆弛
劑。所有常用之肌肉鬆弛劑均可藉 AErrane 而顯著增強其作用，蓋該項非

去極劑之作用極為深遠也。新斯狄格明（Neostigmine）能扭轉非去極性肌
肉鬆弛劑之作用，但對 AErrane 本身之鬆弛作用特性無影響。所有常用之
肌肉鬆弛劑均能與 AErrane 相配合。
動物之代謝研究顯示，AErrane 與其他鹵素化麻醉劑相比較，只有極小量代
謝發生。暴露於本產品 28 小時至 1 週之小豬，其肝臟所代謝或抽出之
AErrane 總量，經發現低於 2%。其他研究（以老鼠及天竺鼠重覆暴露於本
劑之麻醉濃度下）顯示 AErrane 之毒性較其他鹵素化麻醉劑為低。
動物研究顯示，血中游離之氟化物濃度，只稍高於未曾暴露於 AErrane 中
之動物。人體研究已證實代謝程度極低。所見到低濃度之血清中無機氟化
物（平均 44µmol/l 在一次研究中），即不可能引起腎中毒，因為該等濃度
均遠低於所建議之腎中毒限界濃度之故。
【適應症】
吸入性全身麻醉。支持本劑用於產科麻醉或二歲以下兒麻醉之資料迄今尚
未獲得。
【禁忌症】
若本劑以前之使用曾導致體溫過高症（發熱），則 AErrane 即不宜使用。
AErrane 及其它鹵素化麻醉劑之交叉敏感作用不能加以排除。
【妊孕期之使用】
經重覆暴露於 AErrane 麻醉劑濃度中後，曾執行動物生殖力研究。用老鼠
研究顯示，對生育力、懷孕或分娩或對子鼠之生活均無影響。亦無證據顯
示有發生畸胎作用。利用兔子作相等之實驗亦產生相似之陰性結果。此等
研究對於人方面之啟示不明。鑒於 AErrane 用於孕婦之經驗尚欠充份，故
對於孕婦使用之安全性，迄今尚未確定。
【警告及注意事項】
去極與非去極之靜脈內鬆弛劑等作用，可因 AErrane 而增強。
AErrane 用於誘導流產之病者與使用其他吸入麻醉劑之血液損失量所記錄
者相同。迄未獲得充份之資料，以建立 AErrane 之產科麻醉用途。像其他
鹵素化麻醉劑一樣，AErrane 必須小心使用於顱內壓增高之病者，對於此類
病者，可建議採用高度換氣。
鑒於麻醉程度易發生迅速之變動，故只有使用具有合理準確度以測知發送
輸出量之擇發器。
血壓降低及呼吸抑制程度因麻醉深度之增進而增加。
【交互作用】
於麻醉期間，AErrane 可以配合所有常用藥物使用。
【用法用量】本藥限由醫師使用
先期給藥：用於先期給藥之藥物應對個別之病者作選定，並應注意 AErrane
之呼吸抑致作用。抗膽素激導藥物之使用亦為應作選擇之事。
誘導：一種短效巴比士酸鹽或其他靜脈內誘導劑通常係在 AErrane 混合劑
吸入之後使用。另一方法，AErrane 與氧或氣／笑氣混合劑，可用於誘導麻
醉。
茲建議，使用 AErrane 誘導之開始濃度為 0.5%。1.5-3.0%濃度通常在 7-10
分鐘內即可產生外科手術麻醉。
維持：手術麻醉之濃度可藉使用 1.0-2.5% AErrane 與氧／笑氣混合劑，以
維持。當單獨與氧使用時，則需增加 AErrane 0.5-1.0%。
於維持麻醉期中，動脈壓之高度似與肺胞中之 AErrane 濃度呈相反之關係
（無其他併發因素存在時）
。血壓之過度下降乃係由於麻醉深度增高所致，
而且在此等情況下，應減少 AErrane 之吸入濃度以矯正之。
恢復：於手術接近尾時 AErrane 之吸收濃度可降至 0.5%，於皮膚縫合開始
時，再降至零點。
投藥裝備：茲建議，應使用特別校正刻度適合本劑之流通式揮發器，而將
AErrane 加以霧化，雖然未校正刻度之揮發器亦可使用，尤以用於低流量或
閉合之系統為然，並應併同能監視吸入或呼出濃度之裝備。
AErrane 不含穩定劑：其他麻醉劑所含之穩定劑可能會影響揮發器之輸出
量。
【副作用】
像其他鹵素化麻醉劑一樣，業經發現有血壓降低及呼吸抑制現象。建議應
對血壓及呼吸加以密切監視。對於過深度麻醉所造成之血壓降低及呼吸抑
制等之矯正，需採用支持措施。恢復期中不利之作用（如顫抖、嘔吐及噁
心）在性質上均輕微，並且相等於其他麻醉劑不良作用之發病率。
【過量】
若遇過量，應停止麻醉劑之給藥，檢查以保氣道暢通，並協助或管制利用
純氧或空氣之換氣作業。
【包裝】
100 公撮、250 公撮瓶裝。
【製藥資料】
分子式：1-chloro-2,2,2-trifluoroethyl difluoromethyl ether。
庫儲期限：於常溫中（20-25C）為五年。
貯存條件：無特別要求條件。瓶蓋應予適當封閉，並須防熱貯存，以避免
因蒸發而發生損失。
製造廠：
Baxter Healthcare of Puerto Rico
PO Box 1290, Road 3, Km. 142.5, Guayama, Puerto Rico 00784
藥商：
瑞帝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74 號 3 樓
2015.09 Rev.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