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炔雌⼆醇和
左炔诺孕酮
此信息来⾃ Lexicomp®解释您需要了解的有关这种药物的信息，包括它的⽤途、服⽤⽅
法、副作⽤以及何时致电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

品牌名称：美国
阿菲尔；阿尔塔维拉；阿⽶提亚；Amethia Lo [DSC]；紫晶; 阿什莉娜；奥布拉；奥布拉均
衡器；艾维安；阿尤娜; 巴尔科特拉; 卡姆瑞斯；卡姆瑞斯·罗；城堡; Chateal 情商；天
看；德莱拉；多利沙尔；Enpresse-28; 法莱萨；法尔⽶娜；法约西姆；伊克莱维亚; 介绍; 
杰⽶斯；乔莱萨；库维洛；拉⾥西亚；莱西娜；左旋；Levora 0.15/30 (28); 柳树；洛杰⽶
斯；季节；卢特拉; 玛丽莎；⽶兹拉 [DSC]；奥西提亚; 波西亚 28；四重奏；Quasense 
[DSC]；⾥维尔萨；时令；塞特拉⾦；简陋；斯洛尼克斯；特⾥沃拉 (28); 捻转; 泰布卢姆；
维也纳

品牌名称：加拿⼤
阿莱塞 21；阿莱塞 28；艾丽塞娜 21; 艾莉塞娜 28; 艾维安；ESME 21 [DSC]；ESME 28 
[DSC]；印达约；Lutera 21 [DSC]；Lutera 28 [DSC]；最⼩奥弗拉尔 21；最⼩奥弗拉尔 
28；奥维玛 21; 奥维玛 28; 波西亚 21; 波西亚 28; 季节性; 时令；Triquilar 21; 三叶草 28

警告
所有产品：

使⽤这种药物时吸烟会增加患严重⼼脏病的⼏率
⾎液相关的副作⽤。这个机会随着年龄的增⻓（主要是 35 岁以上）⽽增加。它也随着
吸烟的数量⽽增加。强烈建议不要吸烟。如果您吸烟且年龄较⼤，请勿使⽤此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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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以上。

修补：

确保您知道您的体重指数 (BMI)。如果您不知道，请咨询您的医⽣。如果您的 BMI 为 
25 或更⾼，则该药物可能效果不佳。如果您的 BMI 为 30 或更⾼，请勿使⽤此药。
BMI 为 30 或更⾼时，⾎栓的⻛险可能更⾼。

这种药是⼲什么⽤的？

它⽤于预防怀孕。如果您因其他原因服⽤了这种药物，请咨询您的医⽣以获取更多信
息。

在我服⽤这种药物之前，我需要告诉我的医⽣什么？

如果您对这种药物过敏；这种药物的任何部分；或任何其他药物、⻝物或物质。告诉你
的医⽣过敏和你有什么迹象。

如果您有以下任何健康问题：⾎栓、凝⾎问题、乳腺癌或其他激素使其⽣⻓的癌
症、⼤脑或⼼脏中的病变⾎管、⼼脏瓣膜问题、⼼脏病、某种异常⼼跳（⼼房颤
动）、⼼绞痛引起的胸痛、⼼脏病发作、中⻛、⾼⾎压、肝肿瘤或其他肝脏问题、
严重的头痛或偏头痛或糖尿病。

如果您有以下任何健康问题：⼦宫内膜癌、宫颈癌或阴道癌，或原因不明的阴道出
⾎。

如果您在怀孕期间或使⽤基于雌激素或激素的避孕药变⻩。

如果您正在服⽤ ombitasvir、paritaprevir 和 ritonavir（有或没有 
dasabuvir）。

如果您正在服⽤ g lecaprevir 和 pibrentasvir。

如果您怀孕或可能怀孕。如果您怀孕，请勿服⽤此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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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与该药物相互作⽤的所有药物或健康问题的清单。

告诉您的医⽣和药剂师您的所有药物（处⽅药或⾮处⽅药、天然产品、维⽣素）和健康问
题。您必须检查以确保您在出现所有药物和健康问题时服⽤该药物是安全的。未经医⽣检
查，请勿开始、停⽌或更改任何药物的剂量。

服⽤这种药物时，我需要知道或做哪些事情？

告诉您的所有医疗保健提供者您服⽤这种药物。这包括您的医⽣、护⼠、药剂师和⽛
医。正如您的医⽣告诉您的那样，在某些类型的⼿术之前可能需要停⽌这种药物。如果
停⽌使⽤这种药物，您的医⽣会告诉您在⼿术或⼿术后何时再次开始服⽤这种药物。

这种药物可能会增加⾎栓、中⻛或⼼脏病发作的⼏率。与医⽣交谈。

如果您需要⻓时间保持静⽌，例如⻓途旅⾏、⼿术后卧床休息或⽣病，请咨询您的
医⽣。⻓时间不动可能会增加⾎栓的⼏率。

如果您有⾼⾎糖（糖尿病），请咨询您的医⽣。这种药物可能会升⾼⾎糖。

按照医⽣的指⽰检查您的⾎糖。

如果您有⾼⾎糖迹象，如意识模糊、困倦、⼝渴、饥饿、尿频、潮红、呼吸急促或
闻起来像⽔果，请告诉您的医⽣。

像这样的药物会发⽣⾼⾎压。按照医⽣的指⽰检查⾎压。

按照医⽣的指⽰进⾏⾎液检查。与医⽣交谈。

⼀定要定期进⾏乳房检查和妇科检查。你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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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按照您的要求进⾏乳房⾃我检查。

这种药物可能会影响某些实验室测试。告诉您所有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和实验室⼯作⼈员
您正在服⽤这种药物。

某些药物、草药产品或健康问题可能会导致基于激素的避孕措施也不起作⽤。确保您
的医⽣了解您的所有药物和健康问题。您需要查看是否还需要使⽤避孕套等⾮激素形
式的避孕措施。

如果您对柠檬⻩（FD&C Yellow No. 5）过敏，请咨询您的医⽣。有些产品含有柠
檬⻩。

这种药物可能会导致⾼胆固醇和⽢油三酯⽔平。与医⽣交谈。

这种药物不能阻⽌通过性⾏为传播的艾滋病毒或肝炎等疾病的传播。不要在不使⽤乳㬵
或聚氨酯避孕套的情况下进⾏任何性⾏为。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您的医⽣。

服⽤激素避孕的⼈患宫颈癌的⼏率可能更⾼。但是，这可能是由于其他原因。如果
您有任何疑问，请咨询医⽣。

⼀些研究表明，⻓期服⽤基于激素的避孕措施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险。然⽽，其他研
究并未显⽰这种⻛险。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咨询医⽣。

不要在没有第⼀次⽉经期的⼉童中使⽤。

如果您有任何怀孕迹象或妊娠试验呈阳性，请⽴即致电您的医⽣。

如果您正在哺乳，请告诉您的医⽣。您将需要谈论对宝宝的任何⻛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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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即致电我的医⽣了解哪些副作⽤？

警告/注意：尽管可能很少⻅，但有些⼈在服药时可能会产⽣⾮常严重的副作⽤，有时甚⾄
是致命的副作⽤。如果您有以下任何可能与⾮常严重的副作⽤有关的体征或症状，请⽴即
告诉您的医⽣或寻求医疗帮助：

过敏反应的迹象，如⽪疹；⿇疹; 瘙痒 ; ⽪肤发红、肿胀、起泡或脱⽪，伴有或不伴有
发烧；喘息; 胸部或喉咙紧绷；呼吸困难、吞咽困难或说话困难；不寻常的声⾳嘶哑；
或⼝腔、⾯部、嘴唇、⾆头或喉咙肿胀。

肝脏问题的迹象，如尿⾊深、感觉疲倦、不饿、胃部不适或胃痛、⼤便颜⾊浅、呕吐或
⽪肤或眼睛发⻩。

胆囊问题的迹象，如右上腹部、右肩区域或肩胛⻣之间的疼痛；⼤便变化；深⾊尿液
或⻩⾊⽪肤或眼睛；或发热伴寒战。

⾼⾎压的迹象，如⾮常严重的头痛或头晕、昏倒或视⼒改变。

⾝体⼀侧虚弱，说话或思考困难，平衡改变，脸部⼀侧下垂，或视⼒模糊。

抑郁或其他情绪变化。

乳房肿块，乳房疼痛或酸痛，或乳头溢液。

阴道瘙痒或分泌物。

⾮常严重或不会消失的点状出⾎或阴道出⾎。

视⼒改变或丧失，眼睛凸出，或隐形眼镜的感觉改变。

这种药物可能会导致您肿胀或体内积液。如果您有肿胀、体重增加或呼吸困难，请告
诉您的医⽣。

如果您有胸痛或压⼒等⾎栓迹象，请⽴即致电您的医⽣；咳⾎；⽓促; 腿部或⼿臂肿
胀、发热、⿇⽊、变⾊或疼痛；或说话困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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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咽。

这种药物还有哪些其他副作⽤？
所有药物都可能引起副作⽤。然⽽，许多⼈没有副作⽤或只有轻微的副作⽤。如果任何
这些副作⽤或任何其他副作⽤困扰您或不消失，请致电您的医⽣或寻求医疗帮助：

⽚剂和咀嚼⽚：

感觉或多或少饿了。

头晕或头痛。

体重增加或减少。

胃部不适或呕吐。

胃痉挛。

腹胀。

乳房变⼤。

柔软的乳房。

经期（⽉经）变化。这些包括周期之间的斑点或出⾎。

背痛。

这种药物可能会导致您脸上的⽪肤出现⿊⾊斑块。避免阳光、太阳灯和晒⿊床。使⽤
防晒霜并穿上能保护您免受阳光照射的⾐服和眼镜。

修补：

使⽤这种药物的刺激。

头痛。

体重增加。

胃痉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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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不舒服。

这些并不是可能发⽣的所有副作⽤。如果您对副作⽤有任何疑问，请致电您的医⽣。打电话
给您的医⽣，征求有关副作⽤的医疗建议。

您可以向您的国家卫⽣机构报告副作⽤。

您可以拨打 1-800-332-1088 向 FDA 报告副作⽤。您也可以在以下位置报告副作⽤
https://www.fda.gov/medwatch.

这种药物如何服⽤最好？
按照医⽣的指⽰使⽤这种药物。阅读提供给您的所有信息。严格遵守所有说明。

所有产品：

即使您不经常发⽣性⾏为，也不要跳过剂量。

开始服⽤这种药物后，您可能需要使⽤避孕套等⾮激素类避孕措施来预防怀孕⼀段
时间。按照您的医⽣告诉您的有关使⽤⾮激素避孕⽅法的操作。

平板电脑：

带或不带⻝物服⽤。如果引起胃部不适，请与⻝物⼀起服⽤。

咀嚼⽚：

⽤⼀整杯⽔咀嚼和吞服，或整⽚吞服。

空腹服⽤。

⽚剂和咀嚼⽚：

在⼀天中的同⼀时间服⽤这种药物。

如果您还服⽤考来维兰，请在服⽤此药之前或之后⾄少 4 ⼩时服⽤。

如果您呕吐或腹泻，这种药物可能⽆法很好地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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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在您咨询医⽣之前，请使⽤其他形式的避孕措施，例如避孕套。

如果您的每⽉周期为 28 天并且您连续错过 2 个周期，请在开始新的给药周期
之前进⾏妊娠试验。

如果您的周期超过 91 天并且您错过了⼀个周期，请在开始新的给药周期之前
进⾏妊娠试验。

修补：

每周贴⼀次补丁，持续 3 周。把它放在每周的同⼀天。不要在4上使⽤补丁th星期。

将贴⽚贴在臀部、腹部或上背部清洁、⼲燥、健康的⽪肤上。

使⽤每个补丁移动站点。

不要放在乳房上。

请勿将贴⽚放在腰围或胸罩带下⽅。

不要放在受刺激或受损的⽪肤上。不要放在有⽪肤褶皱或会被紧⾝⾐服摩擦的⽪肤区
域。

不要使⽤剪裁或看起来不正确的补丁。

不要使⽤粘合剂或包裹物将贴⽚固定到位。

不要在刚刚使⽤过⾯霜、油、乳液、粉末或其他⽪肤产品的⽪肤上涂抹。补丁也可
能不会粘住。

⼀次不要贴超过 1 个贴⽚。

如果您连续错过 2 个时期，请在开始新的给药周期之前进⾏妊娠试验。

如果没有正确使⽤这种药物并且错过了 1 个⽉的⽉经，请进⾏妊娠试验。

如果您游泳或经常接触⽔，贴⽚也可能不会粘住。如果您是游泳运动员或经常接触⽔超
过 30 分钟，请咨询您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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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贴⽚边缘松动，请⽤⼒按压边缘。

如果它脱落并且已经关闭不到 24 ⼩时，则将相同的贴⽚放在同⼀个地⽅。

如果正在使⽤的贴⽚不再有粘性，或者它会粘在⾃⾝或其他表⾯上，请换上新的贴
⽚。

如果贴⽚已关闭超过 1 天，您可能⽆法避免怀孕。贴上新补丁以开始新的 4 周周期。
在新周期的第⼀周使⽤另⼀种避孕⽅法，例如避孕套。

如果我错过了剂量，我该怎么办？

如果错过了剂量，请检查包装说明书或致电医⽣以了解该怎么做。如果使⽤这种药物
来预防怀孕，可能需要在⼀段时间内使⽤另⼀种形式的避孕措施来预防怀孕。

我如何储存和/或丢弃这种药物？
⽚剂和咀嚼⽚：

避光保存在室温下。存放在⼲燥的地⽅。不要存放在浴室⾥。

咀嚼⽚：

防热。

修补：

在室温下储存。不要冷藏或冷冻。

存放在袋中，直到准备好使⽤。

取下⽪肤贴⽚后，请务必将贴⽚的粘性⾯相互折叠。将⽤过的贴⽚扔到⼉童和宠物
拿不到的地⽅。

所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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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有药物存放在安全的地⽅。将所有药物放在⼉童和宠物接触不到的地⽅。

丢弃未使⽤或过期的药物。除⾮您被告知这样做，否则请勿冲⼊⻢桶或倒⼊下⽔道。如
果您对丢弃药物的最佳⽅法有疑问，请咨询您的药剂师。您所在地区可能有药物回收计
划。

⼀般药物事实

如果您的症状或健康问题没有好转或恶化，请致电您的医⽣。

不要与他⼈分享您的药物，也不要服⽤任何其他⼈的药物。

某些药物可能有另⼀个患者信息⼿册。如果您对此药物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您的医
⽣、护⼠、药剂师或其他医疗保健提供者。

某些药物可能有另⼀个患者信息⼿册。请咨询您的药剂师。如果您对这种药物有任
何疑问，请咨询您的医⽣、护⼠、药剂师或其他医疗保健提供者。

如果您认为药物过量，请致电您的毒物控制中⼼或⽴即就医。准备好告诉或展⽰拍摄
的内容、数量以及发⽣时间。

消费者信息使⽤和免责声明
该概括性信息是对诊断、治疗和/或药物信息的有限总结。它并不全⾯，应该⽤作帮助⽤⼾
理解和/或评估潜在诊断和治疗选择的⼯具。它不包括有关可能适⽤于特定患者的状况、治
疗、药物、副作⽤或⻛险的所有信息。它并⾮旨在作为医疗建议或替代医疗建议、诊断或
基于医疗保健提供者对患者具体和独特情况的检查和评估的医疗保健提供者的治疗。患者
必须与医疗保健提供者交谈，以获取有关其健康、医疗问题和治疗⽅案的完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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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与使⽤药物有关的任何⻛险或益处。此信息不认可任何治疗或药物安全、有效或被批准
⽤于治疗特定患者。UpToDate, Inc. 及其附属公司不承担与此信息或其使⽤有关的任何保
证或责任。此信息的使⽤受使⽤条款的约束，可在

https://www.wolterskluwer.com/en/know/clinical-effectiveness-terms.

上次审核⽇期
2022-01-20

版权
© 2022 UpToDate, Inc. 及其附属公司和/或许可⽅。版权所有。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直接联系您的医疗团队成员。如果您是 MSK 斯隆的患者，并
且需要在下午 5:00 之后、周末或节假⽇联系提供者，请致电 212-639-2000。

如需更多资源，请访问www.mskcc.org/pe搜索我们的虚拟图书馆。

Eth inyl Estradiol 和 Levonorg estrel - 最后更新于 2022 年 4 ⽉ 18 ⽇ 所有 lr ig h ts 
归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所有并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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