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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林® 这种狭窄可以减缓或阻⽌⾎液流向
⼼脏和⼤脑等重要器官。这种⾎流
阻塞会导致⼼脏病发作或中⻛。

⽤于⼉童和⻘少年

本传单中的内容 VYTORIN ⽤于⼉童和⻘少年（10 
⾄ 17 岁）治疗家族性

⾼胆固醇⾎症，⼀种遗传性（即
通过家庭遗传）的⾼胆固醇。

本传单回答了有关 VYTORIN 的⼀
些常⻅问题。它不包含所有可⽤的

信息。它不能代替与您的医⽣或
药剂师交谈。

⾼密度脂蛋⽩胆固醇通常被称
为“好”胆固醇，因为它有助于
防⽌坏胆固醇在动脉中积聚并预
防⼼脏病。

不建议将 VYTORIN ⽤于 10 岁以下
的⼉童，因为没有关于其对这个年
龄段的影响的研究。所有药物都有⻛险和益处。你的

医⽣称过体重
您服⽤ VYTORIN 的⻛险与他们期
望它为您带来的好处相反。

⽢油三酯
⽢油三酯是⾎液中的另⼀种脂肪
形式，可能会增加患⼼脏病的⻛
险。

您的医⽣将评估 VYTORIN 是否适
合您的孩⼦。根据您孩⼦的⻘春
期发育，VYTORIN 可能不适合他
或她。如果您对服⽤该药有任何疑虑，

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VYTORIN 的⼯作原理
VYTORIN 降低升⾼的总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坏）胆固醇和⽢
油三酯，并增加⾼密度脂蛋⽩
（好）胆固醇。

将此传单与药物⼀起保
存。
你可能需要把它重读⼀遍。

VYTORIN 是什么
⽤于

VYTORIN 通过减少⼩肠中胆固醇的
吸收和减少肝脏中产⽣的胆固醇量
起作⽤。VYTORIN 不会帮助您减
肥。

在你服⽤之前
维多林

VYTORIN 有助于降低胆固醇和⽢
油三酯⽔平。它⽤于以下⼈群

胆固醇⽔平太⾼，单靠饮⻝不能充
分降低这些⽔平。

当你不应该服⽤它时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请勿服⽤ VYTORIN：

· 您对 VYTORIN 或本说明书末
尾列出的任何成分过敏。

过敏反应的症状可能包括⽪疹、
瘙痒、⽓短、⾯部、嘴唇、嘴
巴、⾆头或喉咙肿胀。

如果您患有⼼脏病和⼼脏病发
作史或
因不稳定型⼼绞痛（胸痛）住院，
VYTORIN 可降低⼼脏病发作、中
⻛、增加⼼脏⾎流量的⼿术或因胸
痛住院的⻛险。

胆固醇
胆固醇是⼈体中发现的⼏种脂肪
物质之⼀
⾎流。您的总胆固醇主要由低密度
脂蛋⽩和⾼密度脂蛋⽩胆固醇组
成。

您的医⽣可能出于其他原因开了 
VYTORIN。询问您的医⽣您是否有
任何
关于为什么为您开具 VYTORIN 的
问题。

· 您怀孕或哺乳。

VYTORIN 在怀孕和哺乳期间是
禁忌的（即不应使⽤）。如果
您在怀孕和哺乳期间服⽤该
药，您的宝宝可能会吸收该药
并可能影响您的

低密度脂蛋⽩胆固醇通常被称
为“坏”胆固醇，因为它会在动脉
壁上积聚形成斑块。最终，这种斑
块积聚会导致动脉变窄。

VYTORIN 不会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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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的正常发育导致胎⼉畸
形（出⽣缺陷）或不可逆转
的损害。

4. 你是亚洲⼈。 · 酮康唑、伊曲康唑、泊沙康唑
和伏⽴康唑⽤于治疗某些真菌
感染

5. 您正在服⽤烟酸或含烟酸的
产品。

6. 您患有或曾经患有任何疾病，包
括肝脏疾病或肝脏问题。· 您患有活动性肝病或反复进

⾏⾎液检查
表明可能的肝脏问题。

如果您正在服⽤上述任何⼀种，
您的医⽣可能会建议您暂时停⽤ 
VYTORIN 或
永久。

您的医⽣会进⾏⾎液检查，以
确保您的肝脏没有问题。

· 您因其他⽤于治疗⾼胆固醇的
药物⽽出现肌⾁疼痛、压痛或
虚弱，或

⽢油三酯。

⼀些药物和 VYTORIN 可能会相
互⼲扰。这些包括：7. 您有肾病、糖尿病或任何其他

医疗问题。
· 某些丙型肝炎抗病毒药

物，例如 elbasvir 或 
grazoprevir

8. 你经常喝酒。· 您正在服⽤某些药物，例如吉
⾮罗⻬、环孢素、达那唑、夫
西地酸和强效 CYP3A4 抑制
剂，例如伊曲康唑和酮康唑。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本 CMI 
中的“服⽤其他药物”部分。

9.您对任何其他药物或任何其他
物质（例如⻝物）过敏，

防腐剂或染料。

· 胆汁酸螯合剂，如消胆胺，
⽤于降低胆固醇⽔平。

· 其他降低胆固醇⽔平的药物，
例如其他⻉特类药物、烟酸
（也称为烟酸）。

如果您没有告诉您的医⽣上述任
何情况，请在服⽤任何 VYTORIN 
之前告诉他们。

服⽤其他药物 · 华法林、氟茚⼆酮或其他⽤
于预防⾎栓的药物· 包装破损或有篡改迹象。

如果您正在服⽤任何其他药物，包
括您在没有处⽅的情况下购买的药
物，请告诉您的医⽣

药房、超市或保健⻝品店。

· 包装上的有效期已过。

如果您在有效期过后服⽤该
药，它可能不起作⽤。

· 秋⽔仙碱，⽤于痛⻛
· 维拉帕⽶，⽤于治疗⾼⾎压

和⼼绞痛
· 地尔硫卓，⽤于治疗⼼绞痛

某些药物不应与 VYTORIN ⼀
起服⽤。这些包括：如果您不确定是否应该开始服⽤ 

VYTORIN，请咨询您的医⽣。
· 胺碘酮，⽤于治疗⼼律

不⻬
· 氨氯地平，⽤于治疗⾼⾎压

和⼼绞痛· 奈法唑酮，⽤于治疗抑
郁症在你开始服⽤之前 · 地⾼⾟，⽤于治疗⼼⼒衰

竭· 含有 cobicistat 的药物，
cobicistat 是⼀种⽤于治疗 HIV 
感染的药物。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请告诉您的医⽣：

1.您怀孕或打算怀孕。 · lomitapide（⼀种⽤于治疗严重
且罕⻅的遗传病的药物）
胆固醇状况）· 蛋⽩酶抑制剂，包括茚地那

⻙、奈⾮那⻙、利托那⻙、沙
奎那⻙，⽤于治疗 HIV 感染

怀孕期间不应使⽤ 
VYTORIN。 · 达托霉素，⼀种⽤于治疗复杂

⽪肤和⽪肤的药物
结构感染和菌⾎症2.你是⺟乳喂养。

⺟乳喂养时不应使⽤ 
VYTORIN。

· 某些丙型肝炎病毒蛋⽩酶抑制剂
（如 boceprevir 或 
telaprevir） 这些药物可能会受到 VYTORIN 的影

响，可能会影响其效果，或者可能
会增加 VYTORIN 副作⽤的⻛险。您
可能需要不同量的药物，或者您可
能需要服⽤不同的药物或在不同的
时间服⽤药物。

3.你有不明原因的肌⾁疼痛、压痛
或⾮运动引起的虚弱。这是因
为在极少数情况下，肌⾁问题
可能

严重的，包括肌⾁分解导致肾脏
损伤，从⽽导致死亡。

· 吉⾮罗⻬，⽤于治疗⾼胆固
醇⽔平

· 环孢素，⽤于抑制免疫系统

· 达那唑
· 红霉素、克拉霉素、泰利霉素

和夫西地酸，⽤于治疗的抗⽣
素
感染

您的医⽣或药剂师有更多关于服⽤ 
VYTORIN 时要⼩⼼或避免的药物信
息。

您的医⽣可能会进⾏⾎液检查
以检查某些肌⾁问题。

VYTORIN®
由 MIMS 出版 2022 年 4 ⽉ 2



您还应该告诉任何为您开新药的医
⽣您正在服⽤ VYTORIN。

但是，⽆论您是在饭前还是饭后
服⽤都没有关系。

如果您服⽤过多（过
量）
如果您认为您或任何其他⼈可能服
⽤了过多的 VYTORIN，请⽴即致
电您的医⽣或毒物信息中⼼（电话 
13 11 26），或前往最近的医院就
诊。即使没有不适或中毒的迹象，
也要这样做。

但是，每天⼤约在同⼀时间服⽤ 
VYTORIN。
每天在同⼀时间服⽤ VYTORIN 效
果最佳。它还将帮助您记住何时服
药。

如何服⽤ VYTORIN

拿多少
仅在医⽣开具处⽅时服⽤ 
VYTORIN。

您的医⽣可能会要求您将 
VYTORIN 与其他降低胆固醇的药
物（例如胆汁酸螯合剂）⼀起服
⽤。

成⼈（18 岁及以上）的推荐剂
量为 1
VYTORIN 10/10、10/20、10/40 
或 10/80 ⽚剂，每天晚上⼀次。您
的医⽣会根据您的反应调整您的 
VYTORIN 剂量。

如果您正在服⽤胆汁酸螯合
剂，例如
考来烯胺，在服⽤胆汁酸螯合剂
前⾄少两⼩时或四⼩时后服⽤ 
VYTORIN。

当您使⽤ VYTORIN

你必须做的事情
如果您在服⽤ VYTORIN 时怀孕，
请停⽌服⽤并⽴即告诉您的医⽣。患有家族性⾼胆固醇⾎症的⻘少年

（10 ⾄ 17 岁）的推荐剂量是每天
晚上服⽤⼀粒 VYTORIN 10/10、
10/20 或 10/40 ⽚剂。最⼤值

⻘少年的推荐剂量为 10/40 毫克。

需要多⻓时间
VYTORIN 有助于降低胆固醇。
它不能治愈你的病情。

当你的医⽣说时检查你的⾎脂，
以确保 VYTORIN 有效。

即使您正在服⽤治疗⾼胆固醇的药
物，定期测量您的胆固醇也很重
要。您还应该知道您的胆固醇⽔平
和⽬标。

因此，如果您希望降低胆固醇并将
其控制下来，您必须继续按照医⽣
的指⽰服⽤。

由于肌⾁问题的⻛险增加，
VYTORIN 10/80 ⽚剂仅适⽤于在
较低剂量下尚未达到其胆固醇⽬
标的⼼脏病⾼⻛险患者。

您可能需要终⽣服⽤降胆固醇药
物。如果您停⽌服⽤ VYTORIN，
您的胆固醇⽔平可能会再次上升。

如果您即将开始服⽤任何新药，
请告诉您的医⽣和药剂师您正在
服⽤ VYTORIN。

⽤⼀杯⽔吞服 VYTORIN。 如果您即将进⾏择期⼿术，请告诉
您的医⽣您正在服⽤ VYTORIN。如果你忘记带它

仔细遵循医⽣和药剂师给您的所有
指⽰。 如果您的下⼀次服药时间快到了，

请跳过您错过的剂量，并在您打算
服⽤下⼀次服药时服⽤。否则，请
在记住后⽴即服⽤，然后像往常⼀
样继续服⽤平板电脑。

您的医⽣可能会建议在⼿术前⼏
天停⽌使⽤这些药⽚。

它们可能与本传单中包含的信息不
同。
如果您不理解说明，请向您的医
⽣或药剂师寻求帮助。

你不应该做的事情
不要将 VYTORIN 给任何其他⼈，
即使他们与您有相同的条件。如果您不确定是否跳过剂量，请

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什么时候服⽤
VYTORIN 应该每天晚上服⽤⼀
次。

需要注意的事项不要服⽤双倍剂量来弥补您错
过的剂量。 避免⼤量饮酒。

当⾝体处于静⽌状态和没有饮⻝摄
⼊时，肝脏会产⽣最多的胆固醇。
对于⼤多数⼈来说，这是在晚上睡
觉的时候。因此，VYTORIN 在晚
上服⽤更有效。美好时光

会在你的晚餐之后。

如果您⽆法记住服⽤平板电脑，请
向您的药剂师寻求⼀些提⽰。

⼤量饮酒可能会增加 VYTORIN 引
起肝脏问题的机会。

服⽤ VYTORIN 时应避免使⽤葡萄
柚汁。
葡萄柚汁含有⼀种或
更多的组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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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药物的代谢，包括 
VYTORIN。

就医或住院治疗。严重的副作⽤很
少⻅。

对于⽼年患者（65 岁及以上）、
⼥性患者、肾脏问题患者和甲状腺
问题患者，肌⾁分解的⻛险也更
⼤。

在您了解 VYTORIN 对您的影响
之前，请⼩⼼驾驶或操作机器。

如果您发现以下任何⼀种情况，
请⽴即告诉您的医⽣：
· ⽪疹和荨⿇疹

据报道，使⽤ VYTORIN 的副作⽤
可能会影响您驾驶或操作机器的
能⼒。对 VYTORIN 的个⼈反应可
能会有所不同。

· 隆起的红⾊⽪疹，有时伴有靶
状病变 严重的副作⽤很少⻅。

· 出现在⽪肤或⼝腔溃疡上的
⽪疹（苔藓样⽪疹）

某些患者也可能出现上述未列出的
其他副作⽤。如果您发现任何其他
影响，请告诉您的医⽣。

⾼胆固醇可以通过两种主要
⽅式治疗：

· 深⾊尿液
· 浅⾊排便
· 关节疼痛

如果您发现以下任何⼀种情况，请告
诉您的医⽣：

⽣活⽅式的改变 -
这包括降低胆固醇
饮⻝，增加体育锻炼，
和体重管理。在增加体育锻炼之
前，请咨询您的医⽣。

· 头痛
· 恶⼼
· 肌⾁疼痛
· 头晕
· 感觉累了
· 咳嗽
· 胃刺激
· 腹泻
· ⻝欲下降
· 热冲洗
· ⾼⾎压
· 痛

· 更容易出⾎或瘀伤
⽐正常

· 持续腹痛伴有恶⼼和呕
吐。

这些可能是严重的副作⽤。您可
能需要紧急医疗护理。严重的副
作⽤很少⻅。

药物 -
降低胆固醇的药物与⽣活⽅式的改
变⼀起使⽤，以帮助降低胆固醇。

肝脏问题也可能发⽣，并且可能很
严重。您的医⽣可能会进⾏⾎液检
查以检查您的肝脏
如果您发现以下任何肝脏问题症
状，请⽴即告诉您的医⽣：副作⽤

这些是 VYTORIN 或依折⻨布或
⾟伐他汀更常⻅的副作⽤。如果您在服⽤期间感觉不适，请尽

快告诉您的医⽣或药剂师

维托林。

· 感到疲倦或虚弱
· ⻝欲不振
· 上腹部疼痛
· 深⾊尿液

如果您发现以下任何⼀种情况，请告
诉您的医⽣：

VYTORIN 对⼤多数⾼胆固醇患者有
帮助，但它可能对少数⼈产⽣不良
副作⽤。所有药物都存在副作⽤。
有时他们是认真的，⼤多数时候他
们不是。如果出现⼀些副作⽤，您
可能需要就医。

· 沮丧
· ⽪肤或眼⽩变⻩。 · ⼿或脚刺痛或⿇⽊

如果您发现以下情况，请⽴即告
诉您的医⽣：

· 睡眠困难
· 记忆⼒差
· 困惑
· 勃起功能障碍

· ⽆法解释的肌⾁疼痛、压痛或
虚弱，不是由运动引起的（在
极少数情况下，停⽌ VYTORIN 
后可能不会消失）。请您的医⽣或药剂师回答您可能遇

到的任何问题。
· 呼吸问题，包括持续咳嗽和/

或
呼吸急促，也可能伴随疲劳、
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或发烧⽽
出现

这可能是⼀个严重的副作⽤。这是
因为在极少数情况下，肌⾁问题可
能很严重，包括肌⾁分解导致肾脏
损伤，从⽽导致死亡。您可能需要
紧急医疗护理。

如果您发现以下任何⼀种情况，
请⽴即告诉您的医⽣或前往最近
的医院就诊： 这些是依折⻨布或⾟伐他汀

的罕⻅副作⽤。
· ⾯部、嘴唇、嘴巴、喉咙或⾆头

肿胀，这可能
导致吞咽或呼吸困难

在⻘少年患者（10 ⾄ 17 岁）中，
没有研究超过 1 年服⽤ VYTORIN 
对⻣骼发育、⽣⻓、社会和情感发
展或⽣育能⼒的影响。

⾼剂量的肌⾁分解的⻛险更⼤

VYTORIN，特别是 10/80 毫克剂
量。

这些都是严重的副作⽤。如果你有
它们，你可能有严重的过敏反应

维托林。您可能需要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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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对这些可能的副作⽤列表感
到震惊。您可能不会体验其中任
何⼀种。

⽩⾊⾄灰⽩⾊㬵囊状双凸压
⽚，标有“313”。

www.msdinfo.com.au/
vytorincmi，或咨询您的药剂师。

澳⼤利亚注册号： VYTORIN 
10/10 - AUST R 98100 VYTORIN 
10/20 - AUST R 98111 VYTORIN 
10/40 - AUST R 98115 VYTORIN 
10/80 - AUST R 98117

· VYTORIN 10/80 - 10mg 依折
⻨布/ 80mg ⾟伐他汀：⽩⾊
⾄灰⽩⾊，㬵囊形，双凸压
⽚，标有“315”。使⽤ VYTORIN 后

贮存 VYTORIN 起始包包含 5 或 10 
⽚。⼀个交易包包含 30 ⽚。将您的药⽚放在泡罩包装中，直到

需要服⽤为⽌。
如果您将药⽚从泡罩包装中取出，
它们可能⽆法保存完好。 原料
将 VYTORIN 保存在阴凉⼲燥的
地⽅ 保持在 25°C 以下。不要存
放它 或浴室或⽔槽附近的任何其
他药物。

有效成分：
维托林 10/10 -
每⽚ 10mg 依折⻨布/10mg ⾟伐
他汀

请勿将其留在⻋内或窗台上。 维托林 10/20 -
每⽚ 10mg 依折⻨布/20mg ⾟伐
他汀湿热会破坏⼀些药物。
维托林 10/40 -
每⽚ 10mg 依折⻨布/ 40mg ⾟伐
他汀

把它放在孩⼦够不到的地⽅。

离地⾄少⼀⽶半的带锁柜⼦是存放
药品的好地⽅。

维托林 10/80 -
每⽚ 10mg 依折⻨布/ 80mg ⾟伐
他汀
⾮活性成分：处理
· 丁基羟基茴⾹醚
· 柠檬酸⼀⽔合物
· 交联羧甲基纤维素钠
· 羟丙甲纤维素
· 乳糖⼀⽔合物
· 硬脂酸镁
· 微晶纤维素
· 没⻝⼦酸丙酯

如果您的医⽣告诉您停⽌
服⽤ VYTORIN 或药⽚已过期，请
询问您的药剂师如何处理剩余的任
何药⽚。

产品描述
VYTORIN 不含麸质、蔗糖、柠檬
⻩或任何其他偶氮染料。它看起来像什么

VYTORIN 有四种类型的平板电
脑： 供应商
· VYTORIN 10/10 - 10mg 依折

⻨布/10mg ⾟伐他汀：⽩⾊
⾄灰⽩⾊，㬵囊状，双凸⾯
压⽚，标有“311”。

VYTORIN 在澳⼤利亚由以下供应商提
供：

Organon Pharma Pty Limited 建
筑 A, 26 Talavera Road 
MACQUARIE PARK NSW 2113· VYTORIN 10/20 - 10mg 依折

⻨布/ 20mg ⾟伐他汀：⽩⾊
⾄灰⽩⾊，㬵囊形，双凸压
⽚，标有“312”。

本宣传单于 2022 年 3 ⽉编制。

该 CMI 传单在印刷时是最新的。
要检查它是否已更新，请查看我
们的
⽹站，

· 维托林 10/40 - 10mg
依折⻨布/ 40mg⾟伐他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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