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scovy 200 毫克/25 毫克薄膜⾐⽚
恩曲他滨/替诺福⻙艾拉酚胺

在您开始服⽤该药之前，请仔细阅读所有本传单，因为其中包含对您来说很重要的信息。

- 保留此传单。你可能需要把它重读⼀遍。
- 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 此药只为您开具。请勿将其传递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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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这包括本传单中未列出的任何可能的副
作⽤。⻅第 4 节。

-

本传单中的内容

1. Descovy 是什么以及它的⽤途
2. 服⽤ Descovy 之前需要了解的内容
3. 如何服⽤ Descovy
4. 可能的副作⽤
5.如何储存Descovy
6. 包装内容及其他信息

1. Descovy 是什么以及它的⽤途

Descovy 含有两种活性物质：

· 恩曲他滨，⼀种称为核苷逆转录酶抑制剂 (NRTI) 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替诺福⻙艾拉酚胺，⼀种称为核苷酸逆转录酶抑制剂 (NtRTI) 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Descovy 阻断逆转录酶的作⽤，逆转录酶对病毒繁殖⾄关重要。因此，Descovy 可以减少您
体内的 HIV 数量。

Descovy 与其他药物联合⽤于治疗⼈类免疫缺陷病毒 1 (HIV-1) 感染在体重⾄少 35 公⽄的成
年⼈和 12 岁及以上的⻘少年中。

2. 服⽤ Descovy 之前需要了解的内容

不要服⽤Descovy
· 如果您对恩曲他滨过敏，可以使⽤艾拉酚胺替诺福⻙或该药的任何其他成分（列于本传单

第 6 节）。

警告和注意事项

服⽤ Descovy 时，您必须接受医⽣的照顾。

你仍然可以传播艾滋病毒服⽤该药时，尽管通过有效的抗逆转录病毒疗法降低了⻛险。与您的医
⽣讨论避免感染他⼈所需的预防措施。该药不能治愈 HIV 感染。在服⽤ Descovy 时，您可能仍
会患上与 HIV 感染相关的感染或其他疾病。

TITLE - EMTRICITABINE + TENOFOVIR ALAFENAMIDE / DESCOVY MEDICATION PATIENT 
INFORMATION IN CHINESE

Source : Medicines Org UK

www.911globalmeds.com/buy-emtricitabine-tenofovir-alafenamide-descovy-online
https://www.medicines.org.uk/emc/files/pil.2108.pdf


在服⽤ Descovy 之前，请咨询您的医⽣：

· 如果您有肝脏问题或患有肝脏疾病，包括肝炎。接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的慢性⼄型或丙
型肝炎等肝病患者发⽣严重和潜在致命的肝脏并发症的⻛险更⾼。如果您感染了⼄型肝炎，
您的医⽣会仔细考虑最适合您的治疗⽅案。

如果您患有⼄型肝炎肝脏感染，停⽌服⽤ Descovy 后，问题可能会变得更糟。不要在未咨询
医⽣的情况下停⽌服⽤ Descovy：⻅第 3 节，不要停⽌服⽤ Descovy.

· 如果您的病毒具有某种抗性突变，您的医⽣可能会选择不给您开 Descovy，因为 
Descovy 可能⽆法有效地减少您体内的 HIV 数量。

如果您患有肾脏疾病或测试显⽰您的肾脏有问题。您的医⽣可能会下令进⾏⾎液检查，以
监测您的肾脏在开始和使⽤ Descovy 治疗期间的⼯作情况。

·

当您服⽤ Descovy 时

⼀旦您开始服⽤ Descovy，请注意：

·
·

炎症或感染迹象 关节疼痛、僵硬或者
⻣骼问题

→ 如果您发现任何这些症状，请⽴即告诉您的医⽣。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 节，可能的副
作⽤.

尽管使⽤ Descovy 未观察到肾脏问题，但⻓期服⽤ Descovy 时您可能会出现肾脏问题（请参阅
警告和注意事项）.

⼉童和⻘少年

不要给孩⼦服⽤这种药年龄在 11 岁或以下，或体重低于 35 公⽄。尚未研究在 11 岁或以下⼉童
中使⽤ Descovy。

其他药物和 Descovy

如果您正在服⽤、最近服⽤或可能服⽤任何其他药物，请告诉您的医⽣或药剂师。Descovy 可能与
其他药物相互作⽤。因此，您⾎液中的 Descovy 或其他药物的含量可能会发⽣变化。这可能会阻
⽌您的药物正常⼯作，或者可能使任何副作⽤变得更糟。在某些情况下，您的医⽣可能需要调整您
的剂量或检查您的⾎液⽔平。

⽤于治疗⼄型肝炎感染的药物： 您不应将 Descovy 与
含有以下物质的药物⼀起服⽤：
· 替诺福⻙艾拉酚胺
· 替诺福⻙酯
· 拉⽶夫定
· 阿德福⻙酯

→ 告诉你的医⽣如果您正在服⽤这些药物中的任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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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型的药物：
如果您正在服⽤，请咨询您的医⽣：
· 抗⽣素，⽤于治疗细菌感染，包括结核病，包含：

- 利福布丁、利福平和利福喷丁 ⽤于治疗 
HIV 的抗病毒药物：
- 恩曲他滨和替拉那⻙ 抗惊厥药，⽤于治疗癫
痫，例如：
- 卡⻢西平、奥卡西平、苯巴⽐妥和苯妥英钠 草药疗法⽤于治疗
抑郁症和焦虑症，包含：
- 圣约翰草（贯叶连翘)

·

·

·

→ 如果您正在服⽤这些药物或任何其他药物，请告诉您的医⽣。不要在未联系医⽣的情况下停
⽌治疗。

怀孕和哺乳

· 如果您怀孕或哺乳，认为您可能怀孕或计划⽣育，请在服⽤此药前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如果您怀孕了，请⽴即告诉您的医⽣，并询问您的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对您和您的孩⼦的潜
在益处和⻛险。

·

如果您在怀孕期间服⽤了 Descovy，您的医⽣可能会要求定期进⾏⾎液检查和其他诊断测试，
以监测您孩⼦的发育。在⺟亲在怀孕期间服⽤ NRTIs 的⼉童中，预防 HIV 的益处超过了副作⽤
的⻛险。

在使⽤ Descovy 治疗期间不要进⾏⺟乳喂养。这是因为这种药物中的⼀种活性物质会进⼊⺟乳。
建议不要⺟乳喂养，以免病毒通过⺟乳传染给宝宝。

驾驶和使⽤机器
Descovy会引起头晕。如果您在服⽤ Descovy 时感到头晕，请不要开⻋，也不要使⽤任何⼯具或
机器。

Descovy含有钠
该药每⽚含有少于 1 毫摩尔钠（23 毫克），也就是说基本上“⽆钠”。

3. 如何服⽤ Descovy

始终按照医⽣告诉您的⽅式服⽤该药。如果您不确定，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推荐剂量为：

成年⼈：每天⼀粒，有或没有⻝物
12 岁及以上，体重⾄少 35 公⽄的⻘少年：每天⼀粒，有或没有⻝物

由于苦味，建议不要咀嚼或压碎⽚剂。

如果您难以吞下整个药⽚，可以将其分成两半。⼀个接⼀个地服⽤药⽚的两半以获得全剂量。
请勿存放分体式平板电脑。

DVY-21-12689



始终服⽤医⽣推荐的剂量。这是为了确保您的药物完全有效，并降低对治疗产⽣耐药性的⻛
险。除⾮您的医⽣告诉您，否则不要更改剂量。

如果您正在进⾏透析，完成透析后服⽤每⽇剂量的 Descovy。

如果你服⽤的 Descovy ⽐你应该服⽤的多

如果您服⽤超过推荐剂量的 Descovy，您可能会⾯临更⾼的该药副作⽤的⻛险（参⻅第 4 节，可
能的副作⽤）。

⽴即联系您的医⽣或最近的急诊科寻求建议。随⾝携带药⽚瓶，以便展⽰您服⽤的药物。

如果您忘记服⽤ Descovy

重要的是不要错过⼀剂 Descovy。

如果您确实错过了剂量：
· 如果您在 18 ⼩时内注意到在您通常服⽤ Descovy 的时间⾥，您必须尽快服⽤平板电脑。然

后像往常⼀样服⽤下⼀剂。
如果您注意到 18 ⼩时或更⻓时间在您通常服⽤ Descovy 的时间之后，不要服⽤错过的剂
量。等待并在平时服⽤下⼀剂。

·

如果您在服⽤ Descovy 后不到 1 ⼩时呕吐，服⽤另⼀块平板电脑。

不要停⽌服⽤ Descovy

不要在不咨询医⽣的情况下停⽌服⽤ Descovy。停⽌ Descovy 会严重影响未来治疗的效果。如果
因任何原因停⽤ Descovy，请在重新服⽤ Descovy ⽚剂之前咨询您的医⽣。

当您的 Descovy 供应量开始减少时，从您的医⽣或药剂师那⾥获得更多。这⾮常重要，因为即使
停药⼏天，病毒的数量也可能开始增加。这种疾病可能会变得更难治疗。

如果您同时感染 HIV 和⼄型肝炎，在没有先咨询医⽣的情况下不要停⽌服⽤ Descovy，这⼀点
⾮常重要。停⽌治疗后，您可能需要进⾏⼏个⽉的⾎液检查。在⼀些患有晚期肝病或肝硬化的患
者中，停⽌治疗可能会导致肝炎恶化，这可能会危及⽣命。

→ ⽴即告诉你的医⽣停⽌治疗后出现新的或不寻常的症状，尤其是与⼄型肝炎感染相关
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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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可能的副作⽤

像所有药物⼀样，这种药物会引起副作⽤，尽管不是每个⼈都能得到。

可能的严重副作⽤：⽴即告诉医⽣

· 任何炎症或感染迹象。在⼀些患有晚期 HIV 感染 (AIDS) 和过去曾发⽣过机会性感染（免
疫系统较弱的⼈发⽣感染）的患者中，在开始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后不久可能会出现先前感
染引起的炎症体征和症状。认为这些症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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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体免疫反应的改善，使⾝体能够抵抗可能已经存在⽽没有明显症状的感染。

⾃⾝免疫性疾病(免疫系统攻击健康的⾝体组织），也可能在您开始服⽤ HIV 感染药物后发
⽣。⾃⾝免疫性疾病可能在治疗开始数⽉后发⽣。注意任何感染症状或其他症状，例如：

- 肌⾁⽆⼒
- 从⼿脚开始⽆⼒，向上移动到躯⼲
- ⼼悸、震颤或多动

→ 如果您注意到上述副作⽤，请⽴即告诉您的医⽣。

·

⾮常常⻅的副作⽤
(可能影响超过⼗分之⼀的⼈)
· 感到恶⼼ （恶⼼)

常⻅的副作⽤
(可能会影响多达⼗分之⼀的⼈)
· 不正常的梦
· 头痛
· 头晕
· 腹泻
· 呕吐
· 肚⼦痛
· ⻛ （胀⽓)
· ⽪疹
· 疲倦（疲劳)

不常⻅的副作⽤
(可能会影响多达 100 ⼈中的 1 ⼈)
· 红细胞计数低（贫⾎)
· 消化问题导致饭后不适（消化不良)
· ⾯部、嘴唇、⾆头或喉咙肿胀（⾎管性⽔肿)
· 瘙痒 （瘙痒)
· ⿇疹(荨⿇疹）
· 关节疼痛(关节痛）

→ 如果任何副作⽤变得严重，请告诉您的医⽣。

在 HIV 治疗期间可能出现的其他影响

以下副作⽤的频率未知（⽆法从可⽤数据估计频率）。

· ⻣骼问题。⼀些服⽤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如 Descovy）的患者可能会患上⼀种称为⻣病的
疾病⻣坏死(⻣骼供⾎不⾜引起的⻣组织死亡）。⻓期服⽤此类药物、服⽤⽪质类固醇、饮
酒、免疫系统⾮常薄弱以及超重，可能是导致这种疾病的许多⻛险因素中的⼀些。⻣坏死
的迹象是：

- 关节僵硬
- 关节疼痛（尤其是臀部、膝盖和肩部）
- 运动困难

→ 如果您发现任何这些症状，请告诉您的医⽣。

在 HIV 治疗期间，体重以及⾎脂和葡萄糖⽔平可能会增加。这部分与恢复健康和⽣活⽅式有关，就
⾎脂⽽⾔，有时与艾滋病毒药物本⾝有关。您的医⽣将测试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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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报告
如果您有任何副作⽤，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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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 Card Scheme，⽹站：www.mhra.gov.uk/yellowcard 或在 Google Play 
或 Apple App Store 中搜索 MHRA Yellow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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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如何储存Descovy

将此药放在⼉童看不到和够不到的地⽅。

在“EXP”后的纸箱和瓶⼦上注明的有效期后，请勿使⽤该药。到期⽇是指该⽉的最后⼀天。

存放在原包装中，以防受潮。保持瓶⼦紧闭。

不要通过废⽔或⽣活垃圾丢弃任何药物。询问您的药剂师如何丢弃不再使⽤的药物。这些措施将
有助于保护环境。

6. 包装内容及其他信息

Descovy 包含什么

活性物质是恩曲他滨和替诺福⻙艾拉酚胺。每个 Descovy 薄膜⾐⽚含有 200 毫克恩曲他滨和富⻢
酸替诺福⻙艾拉酚胺，相当于 25 毫克替诺福⻙艾拉酚胺。

其他成分是

⽚芯：
微晶纤维素，交联羧甲基纤维素钠，硬脂酸镁。

薄膜涂层：
聚⼄烯醇、⼆氧化钛、聚⼄⼆醇 3350、滑⽯粉、靛蓝胭脂红铝⾊淀 (E132)。

Descovy 的外观和包装内容

Descovy 薄膜⾐⽚是蓝⾊的⻓⽅形⽚剂，⼀侧凹有“GSI”，另⼀侧有数字“225”。

Descovy 瓶装 30 ⽚（带有硅㬵⼲燥剂，必须保存在瓶中以帮助保护您的药⽚）。硅㬵⼲燥剂
装在单独的⼩袋或罐中，不应吞⻝。

提供以下包装尺⼨：包含 1 瓶 30 ⽚薄膜包⾐⽚剂的外纸盒和包含 60 ⽚（2 瓶 30 ⽚）和 90 ⽚（3 
瓶 30 ⽚）薄膜包⾐⽚剂的外纸盒。并⾮所有包装尺⼨都可以销售。

上市许可持有⼈： 吉利德科学有限
公司
280⾼霍尔本
伦敦
WC1V 7EE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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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
吉利德科学爱尔兰加州⼤学 IDA 
商业与技术园 Carrigtohill

科克郡
爱尔兰

有关该药物的任何信息，请联系上市许可持有⼈的当地代表：

吉利德科学有限公司
电话：+ 44 (0) 8000 113 700

本传单最后⼀次修订于 0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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