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 0.5mg/0.4mg 
硬㬵囊

在您开始服⽤此药之前，请仔细阅读本传单，因为其
中包含对您来说很重要的信息。
· 保留此传单。您可能需要再次阅读。
· 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请咨询您的医⽣、药剂师或护⼠。
· 这种药是专⻔为您开的。不要将它传递给⽛套。它可能会

伤害他们，即使他们的疾病迹象与您的相同。
· 如果您有任何副作⽤，请咨询您的医⽣、药剂师或护⼠。这包

括本宣传单中未列出的任何可能的副作⽤。⻅第 4 节。
· 该药的全称是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0.5mg/

0.4mgHardCapsules，但在本说明书中将称为度
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

·⽩内障（浑浊晶状体）⼿术. 如果您要进⾏⽩内障摘
除⼿术，您的医⽣可能会要求您在⼿术前停⽌服⽤
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段时间。在⼿术前告
诉您的眼科专家您正在服⽤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
㬵囊或坦索罗⾟（或之前服⽤过）。您的专家将需
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帮助预防操作过程中的
并发症。

·妇⼥、⼉童和⻘少年切不可处理泄漏的度他雄胺/
盐酸坦索罗⾟㬵囊，因为活性成分可以通过⽪肤吸
收。⽴即清洗患处如果与⽪肤有任何接触，请⽤肥
皂和⽔清洗。

·性交时使⽤安全套. 在服⽤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的
男性精液中发现度他雄胺。如果您的伴侣怀孕或可能怀
孕，您必须避免让她接触您的精液，因为度他雄胺可能会
影响阿玛莱宝宝的正常发育。度他雄胺已被证明可以减少
精⼦数量、精液量和精⼦活⼒。这可能会降低您的⽣育能
⼒。

·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影响验⾎ PSA（前列腺特
异性抗原），有时⽤于检测前列腺癌。您的医⽣应该意
识到这种影响，并且仍然可以使⽤该测试来检测前列腺
癌。如果您正在对 PSA 进⾏⾎液检查，请告诉您的医
⽣您正在服⽤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服⽤度他
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的男性应定期检测 PSA.

· 在⼀项针对前列腺癌⻛险增加的男性的临床研究中，服⽤度
他雄胺的男性更常⻅的严重形式的前列腺癌⽐没有服⽤度他
雄胺的⼈多。度他雄胺对这种严重形式的前列腺癌的作⽤尚
不清楚。

·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可能导致乳房增⼤和压痛. 
如果这变得⿇烦，或者如果您注意到 乳房肿块或者乳
头溢液您应该与您的医⽣讨论这些变化，因为这些变
化可能是严重疾病的征兆，例如乳腺癌。

本传单中的内容
1 什么是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和它

们的⽤途
服⽤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前
你需要知道什么
如何服⽤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可能
的副作⽤
如何储存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包装
内容和其他信息

2

3
4
5
6

1 什么是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和它
们的⽤途
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于治疗前列腺肥⼤的
男性(良性前列腺增⽣症) - 前列腺的⾮癌性⽣⻓，由
产⽣过多的称为⼆氢睾酮的激素引起。

联系您的医⽣或药剂师如果您对服⽤度他雄胺/盐
酸坦索罗⾟㬵囊有任何疑问。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是两种不同药物的

组合，称为度他雄胺和坦索罗⾟。
度他雄胺属于⼀组称为5-α还原酶抑制剂坦索罗
⾟属于⼀组名为α受体阻滞剂.

其他药品和度他雄胺/盐酸坦洛新㬵囊

如果您正在服⽤、最近服⽤过或可能服⽤任何其他药物，请告诉您的
医⽣或药剂师。

随着前列腺的⽣⻓，它会导致泌尿问题，例如排尿困
难和需要经常上厕所。它还可能导致尿液流动较慢且
不那么有⼒。如果不及时治疗，您的尿流可能会被完
全阻塞（急性尿潴留)。这需要⽴即就医。有时需要
⼿术切除或缩⼩前列腺。

不要与这些药物⼀起服⽤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
囊：
·其他α受体阻滞剂(对于前列腺肥⼤或⾼⾎压）
不建议将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与这些药物⼀
起服⽤：
·酮康唑(⽤于治疗真菌感染）
⼀些药物可以与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发⽣反应，
并可能使您更有可能产⽣副作⽤。这些药物包括：

·PDE5抑制剂(⽤于帮助实现或维持勃起），例如伐地那⾮、
枸橼酸西地那⾮和他达拉⾮

·维拉帕⽶地尔硫卓（⽤于⾼⾎压）
·利托那⻙或茚地那⻙（艾滋病毒）
·伊曲康唑或酮康唑(真菌感染）
·奈法唑酮(抗抑郁药）
·西咪替丁(⽤于胃溃疡）
·华法林(⽤于凝⾎）
·红霉素(⼀种⽤于治疗感染的抗⽣素）
·帕罗西汀(抗抑郁药）
·特⽐萘芬(⽤于治疗真菌感染）
·双氯芬酸(⽤于治疗疼痛和炎症）

度他雄胺降低了⼀种叫做⼆氢睾酮的激素的产⽣，
这有助于缩⼩前列腺并缓解症状。这将降低急性尿
潴留的⻛险和⼿术的需要。坦洛新的作⽤是放松前
列腺中的肌⾁，使其更容易排尿并迅速改善症状.

2 服⽤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前
你需要知道什么
不要服⽤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
· 如果您是⼥⼠(因为这种药是唯⼀的)
· 如果您是未满 18 岁的⼉童或⻘少年
· 如果你是过敏性妥他雄胺， 其他5-α还原酶抑制剂, 

坦洛新,⼤⾖,花⽣或本药的任何其他成分（列于第 6 
节）

· 如果你有低⾎压这让你感到头晕⽬眩或头晕⽬
眩（体位性低⾎压)

· 如果您有严重肝病.
如果您认为其中任何⼀项适⽤于您，不要拿在您与您的医⽣核对
之前，请使⽤此药。

告诉你的医⽣如果您正在服⽤这些药物中的任何⼀种。

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随餐随吃

警告和注意事项 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应在每天同餐后 30 分
钟服⽤。在服⽤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之前咨询您的医

⽣：
· 在⼀些临床研究中，服⽤度他雄胺和另⼀种称为 α 受体

阻滞剂的药物（如坦索罗⾟）发⽣⼼⼒衰竭的患者多于仅
服⽤度他雄胺或仅服⽤ α 受体阻滞剂的患者。⼼⼒衰竭意
味着您的⼼脏不能正常泵⾎。

·确保您的医⽣了解肝脏问题. 如果您有任何影响肝
脏的疾病，您可能需要在服⽤度他雄胺/盐酸坦索
罗⾟㬵囊期间进⾏⼀些额外的检查。

·确保您的医⽣知道您的肾脏是否有严重问题。

怀孕、哺乳和⽣育
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不得由⼥性服⽤.
怀孕（或可能）怀孕的妇⼥不得处理泄漏的
㬵囊.
度他雄胺通过⽪肤吸收，会影响amalebaby的
正常发育。这是怀孕前16周的特殊⻛险。

联系您的医⽣如果孕妇接触了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
⾟㬵囊，请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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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交时使⽤安全套. 在服⽤度他雄胺/坦索罗⾟的男性精液
中发现了度他雄胺。如果您的伴侣怀孕或可能怀孕，您必
须避免让她接触您的精液。

不常⻅的副作⽤（可能会影响多达 100 ⼈中的 1 ⼈）
· ⼼⼒衰竭（⼼脏向全⾝泵⾎的效率降低。您可能
会出现呼吸急促、极度疲倦以及脚踝和腿部肿胀等
症状）

· 站⽴时低⾎压
· 快速的⼼跳 （⼼悸)
· 便秘、腹泻、呕吐、感觉恶⼼（恶⼼）
· 虚弱或失去⼒量
· 头痛
· 发痒、鼻塞或流鼻涕（鼻炎)
· ⽪疹、荨⿇疹、瘙痒
· 脱发（通常来⾃⾝体）或⽑发⽣⻓。

度他雄胺/坦索罗⾟已被证明可以减少精⼦数量、精液量和精⼦
运动。因此，男性的⽣育能⼒可能会降低。

驾驶和使⽤机器
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会使⼈头晕，因此可能会
影响您安全驾驶或操作机器的能⼒。
不要开⻋或操作机器如果你受到这种影响。
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含有
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含有可能引起过敏反
应的着⾊剂⽇落⻩FCF (E110)。
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含有来⾃⼤⾖的卵磷脂。如果
您对花⽣或⼤⾖过敏，请勿使⽤此药⽤产品。
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每粒㬵囊含有少于 1 毫摩尔钠
（23 毫克），也就是说基本上是“⽆钠”。

罕⻅的副作⽤(可能影响多达千分之⼀的⼈）
· 眼睑、⾯部、嘴唇、⼿臂或腿部肿胀（⾎管性⽔肿)
· 昏厥。

⾮常罕⻅的副作⽤(可能影响多达万分之⼀的⼈）
· 阴茎持续勃起疼痛（阴茎异常勃起）
· 严重的⽪肤反应（史蒂⽂斯-约翰逊综合征)3 如何服⽤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

始终按照您的医⽣或药剂师告诉您的⽅式服⽤
此药.

其他副作⽤
其他副作⽤发⽣在少数男性中，但其确切频率未知
（⽆法从现有数据估计频率）：

· ⼼跳异常或快速（⼼律失常或⼼动过速或⼼房颤动)
· ⽓促 （呼吸困难)
· 沮丧
· 睾丸疼痛和肿胀
· 流鼻⾎
· 严重的⽪疹
· 视⼒改变（视⼒模糊或视⼒障碍)
· ⼝⼲

如果您不定期服⽤，对您的 PSA ⽔平的监测可能会受到影响。如果
您不确定，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拿多少
推荐剂量是每天⼀次服⽤⼀粒㬵囊，每天同⼀餐后 
30 分钟服⽤。
如何服⽤
⽤⽔吞服整个㬵囊。不要咀嚼打开㬵囊。接触㬵
囊内容物可能会使您的⼝腔或喉咙痛。

如果您服⽤⽐您应该服⽤更多的度他雄胺/盐酸坦
索罗⾟㬵囊

副作⽤报告
如果您有任何副作⽤，请咨询您的医⽣、药剂师或护⼠。这包括本传
单中未列出的任何可能的副作⽤。您也可以直接通过⻩卡计划⽹站报
告副作⽤：www.mhra.gov.uk/yellowcard 或在 Google Play 或 
Apple App Store 中搜索 MHRAYellowCard。通过报告副作⽤，您可
以帮助提供有关该药物安全性的更多信息。

如果您服⽤过多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请联系您的医
⽣或药剂师寻求建议。

如果您忘记服⽤度他雄胺/盐酸坦洛新㬵
囊
不要服⽤双倍剂量来弥补忘记的剂量。只需在平时服⽤下
⼀剂即可。

5 如何储存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
将此药放在⼉童看不到和拿不到的地⽅。

不要在没有建议的情况下停⽌度他雄胺/盐酸坦索
罗⾟㬵囊

纸盒瓶或泡罩上注明的有效期后请勿使⽤此药。有
效期是指当⽉的最后⼀天。

不要在没有先咨询医⽣的情况下停⽌服⽤度他雄胺/盐酸
坦索罗⾟㬵囊。

对于 HPDE 瓶，⾸次开封后，30 粒㬵囊包装的使⽤时间不得超过 
6 周，90 㬵囊包装的使⽤时间不得超过 18 周。

如果您对该药的使⽤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
师。

不要将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储存在 30ºC 以上。

不要通过废⽔或家庭垃圾丢弃任何药物。询问您的
药剂师如何丢弃您不再使⽤的药物。这些措施将有
助于保护环境。

4 可能的副作⽤
像所有药物⼀样，这种药物会产⽣副作⽤，尽管不是
每个⼈都能得到. 6过敏反应
过敏反应的迹象可能包括：
·⽪疹(这可能会发痒）
·⿇疹(像荨⿇疹）
·眼睑、⾯部、嘴唇、⼿臂或腿肿胀
⽴即联系您的医⽣如果您出现任何这些症状，并且停⽌
使⽤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

包装内容及其他信息
什么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含有
· 活性物质是度他雄胺和盐酸坦洛新。每粒㬵囊
含有 0.5mg 度他雄胺和 0.4mg 盐酸坦洛新。

· 其他成分（赋形剂）是：
· 硬㬵囊壳：羟丙甲纤维素、卡拉㬵（E407）、氯化钾、⼆氧化钛

（E171）、氧化铁红（E172）、⽇落⻩FCF（E110）。
· 硬㬵囊内：单⾟酸⽢油酯和丁基羟基甲苯 (E321)、明㬵、⽢

油、⼆氧化钛 (E171)、氧化铁⻩ (E172)、⽢油三酯（中链）、
卵磷脂（可能含有⾖油） (E322)、微晶纤维素、甲基丙烯酸-丙
烯酸⼄酯共聚物 (1:1) 分散体 30%、甲基丙烯酸-丙烯酸⼄酯共
聚物 (1:1)、硬脂酸镁、氢氧化钠、⽢油三⼄酸酯、滑⽯粉、⼆
氧化钛 (E171)。

头晕、头晕和昏厥
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可导致头晕、头晕⽬眩，
在极少数情况下会昏厥。从躺着或坐姿转变为坐姿或站
⽴时要⼩⼼，特别是在夜间醒来时，直到您知道该药对
您的影响。如果您在治疗期间的任何时候感到头晕或头
晕，坐下或躺下直到症状消失. 什么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的外观和包装

内容
严重的⽪肤反应 此药为⻓椭圆形，⻓约24mm，硬㬵囊，体褐⾊，

帽橙⾊。严重⽪肤反应的迹象可能包括：
·有⽔泡和脱⽪的⼤⾯积⽪疹，特别是在嘴巴、鼻⼦、

眼睛和⽣殖器周围(史蒂⽂斯-约翰逊综合征）。 ⽴即
联系医⽣如果你有这些症状并且停⽌使⽤度他雄胺/盐
酸坦索罗⾟㬵囊。

它们以 30 粒㬵囊装在 HDPE 瓶或铝/铝泡罩
中。
营销授权持有⼈
AccordHealthcare Limited, SageHouse , 319 Pinner Road, NorthHarrow 
Middlesex, HA1 4HF, UnitedKingdom

常⻅副作⽤(可能会影响多达⼗分之⼀的⼈）
· 阳痿（⽆法达到或保持勃起)*
· 性欲下降（性欲)*
· 射精困难，例如性交时释放的精液量减少*

· 乳房增⼤或压痛（男性乳房发育症)
· 头晕。
* 在少数⼈中，在您停⽌服⽤度他雄胺/盐酸坦索罗⾟㬵囊
后，其中⼀些事件可能会继续发⽣。

制造商
SAGMANUFACTURINGS.LU，Crta。NI, Km36 28750 SanAgustindeGuadalix ⻢德
⾥ , 西班⽛

本传单最后⼀次修订于 2019 年 8 ⽉.

如需更⼤⽂字的宣传单，请
联系 0127138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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