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坦钾 有时使⽤降⾎压药，因此服⽤ Kanarb 的患者®预计驾驶或操作机器时，应警告薄膜包⾐⽚剂存在这些⻛险。

（作为三⽔合物）
Kanarb 期间需要密切监测的患者 ®薄膜包⾐⽚剂处理
1) ⾎管内容量或盐耗竭：这些患者（例如，接受⾼剂量利尿剂的患者），其肾素⾎管紧张素系统被激活，在最初使⽤ Kanarb 时可能会出现症状性低
⾎压®薄膜⾐⽚给药或其剂量增加。因此，需要对这些患者进⾏密切监测。

2）肾功能损害：对抑制肾素⾎管紧张素系统的药物敏感的患者可能会出现肾功能的变化。对于肾功能依赖于肾素-⾎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活性的患者
（例如，严重充⾎性⼼⼒衰竭患者），⾎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管紧张素 II 受体拮抗剂可能会导致少尿、进⾏性⾼尿⾎症和罕⻅的急性肾功能衰
竭或死亡。 ）。
3) 肾⾎管性⾼⾎压：单侧或双侧肾动脉狭窄的患者在使⽤影响肾素⾎管紧张素系统的药物时，发⽣严重低⾎压或肾功能衰竭的⻛险可能会增加。

4) 与其他⾎管扩张剂⼀样，主动脉瓣或⼆尖瓣狭窄、梗阻性或肥厚性⼼肌病患者需要特别⼩⼼。
5)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患者⼀般对抑制肾素-⾎管紧张素系统的药物没有反应，因此使⽤ Kanarb®不建议在该⼈群中使⽤薄膜包⾐⽚剂。

6）对Sunset Yellow FCF过敏或过敏：对Sunset Yellow FCF（Food Yellow No.5）过敏或过敏的患者需谨慎

卡纳尔布®60毫克和120毫克
薄膜⾐⽚

使⽤前请仔细阅读包装说明书。有关更多信息，请
咨询您的医⽣。仅限处⽅药。请将本品放在⼉童不
能接触的地⽅。
品牌或产品名称
卡纳尔布®薄膜⾐⽚ 60mg 和 120mg

活性物质的名称和强度
⾮⻢沙坦 60 毫克含有 66.01 毫克⾮⻢
沙坦 120 毫克含有 132.02 毫克

⻢沙坦钾三⽔合物（或 60 毫克
⻢沙坦钾三⽔合物（或 120 毫克

⻢沙坦钾。
⻢沙坦钾。 特定⼈群的管理

· ⼉科使⽤：尚未确定在⼉科患者（年龄≤18 岁）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 ⽼年⽤药：Kanarb®70 岁以上的⽼年患者未服⽤过薄膜⾐⽚。在⼀项⽐较 65 岁或以上的⽼年健康志愿者和年轻健康志愿者的药代动⼒学研究中，
Kanarb 的 AUC®⽼年组的薄膜⾐⽚增加了 69%。然⽽，在 226 名接受 Kanarb 的患者中，共有 21 名⽼年患者（≥ 65 岁，9.3%）在疗效和安全性⽅
⾯没有发现差异®在⽼年⼈和⾮⽼年⼈群之间进⾏的第 3 期临床试验中的薄膜⾐⽚。因此，⽆需调整 Kanarb 的剂量®⽼年患者（≤70 岁）需要薄膜⾐
⽚剂，但不能排除某些⽼年⼈的敏感性更⾼。

· 肝功能损害使⽤：在轻度和中度肝功能损害患者与健康志愿者中⽐较了⻢沙坦的药代动⼒学。在轻度肝功能不全的患者中观察到 AUC 降低 20%，
Cmax 增加 10%。中度肝功能不全患者的 AUC 和 Cmax 分别增加了 6.5 倍和 5 倍。卡纳尔布®不建议将薄膜⾐⽚⽤于中度⾄重度肝功能损害。

产品描述
卡纳尔布®薄膜⾐⽚ 60mg 为⻩⾊
⽚剂60mg刻有“BR”，中间有分割线。
卡纳尔布®薄膜⾐⽚ 120mg 为橙⾊薄膜⾐六⻆⽚，正⾯刻有“FMS12”字样。卡纳尔布的背⾯®薄膜⾐⽚120mg刻有“BR”，中间有分割线。

lm涂层六⻆⽚，正⾯刻有“FMS6”字样。卡纳尔布的背⾯®薄膜涂层

药效学/药代动⼒学
⾮⻢沙坦的药代动⼒学特征 吸收

健康受试者单次⼝服 20 ‒ 480 mg 剂量的⻢沙坦后达到⾎浆浓度峰值 (Tmax) 的时间范围为 0.5 ‒ 3 ⼩时，终末半衰期 (t1/2) 为 5 ‒ 16 ⼩时。在⾼⾎压
患者中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即⻢沙坦给药 20-180 mg 后，Tmax 范围为 0.5-1.3 ⼩时，t1/2 为 7-10 ⼩时。⼏名受试者显⽰出第⼆个峰值，并且由浓
度-时间曲线下⾯积评估的全⾝总暴露量是线性的（即与剂量⽆关）。健康受试者和患者的累积指数分别为 1.20 ‒ 1.26 和 1.02 ‒ 1.08。与 30 mg 静脉
输注相⽐，健康受试者⼝服 60 mg 后⻢沙坦的绝对⽣物利⽤度估计为 19%。

这些结果⽀持⼝服⻢沙坦吸收迅速，在 20-480 mg 剂量下具有线性药代动⼒学曲线，并且每天给药⼀次时蓄积最⼩的观点。因此，可以很容易地预测
每个剂量的总全⾝暴露量，这有助于提⾼安全有效使⽤药物的确定性。

临床环境中的⻢沙坦。 分布和
蛋⽩质结合
在⻢沙坦浓度为 0.01 ‒ 100 μg/mL 时，⼈⾎浆中的体外蛋⽩质结合范围为 95.6 ‒ 97.2%，这不是剂量依赖性的。这些结果与使⽤体外和离体⽅法在狗
和⼤⿏中获得的结果相似。

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和其他形式的相互作⽤
1）钾补充剂和保钾利尿剂：Kanarb可以增加⾎清钾®与保钾利尿剂（如螺内酯）、钾补充剂、含钾盐替代品和可能增加⾎清钾的药物（如肝素）合⽤
时对肾素-⾎管紧张素系统产⽣影响的薄膜⾐⽚和其他药物.

2) Kanarb 的降⾎压作⽤®与其他抗⾼⾎压药（包括利尿剂）合⽤时，薄膜⾐⽚的剂量会增加。当先前使⽤⾼剂量的利尿剂导致容量不⾜状态时，开始
使⽤ Kanarb 时可能会出现⾎压过度降低®薄膜⾐⽚治疗。

3) 锂：据报道，当锂与⾎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起使⽤时，⾎清锂⽔平和毒性的可逆增加，⽽在⾎管紧张素 II 受体拮抗剂与锂共同给药的情况下，
这些反应很少报道。虽然锂与 Kanarb 的共同给药®⼀般不推荐使⽤薄膜包⾐⽚剂，如有必要，需要密切监测锂含量。

4）⾮甾体抗炎药（NSAIDs）：当同时服⽤⼀种⾮甾体抗炎药（如阿司匹林、COX-2抑制剂）时，⾎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的降⾎压作⽤可能会降
低。在⼀些肾功能不全患者（例如，脱⽔患者和肾功能不全的⽼年患者）中，当⾎管紧张素 II 受体拮抗剂与 COX 抑制剂共同给药时，已经报告了受损
肾功能（包括急性肾功能衰竭，尽管是可逆的）的恶化。因此，在共同给药 Kanarb 时需要谨慎®含有⾮甾体抗炎药的薄膜包⾐⽚剂，尤其适⽤于⽼年
患者。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充⾜的⽔分，并应密切监测肾功能。

5) 氢氯噻嗪：Kanarb 之间没有显着的药代动⼒学药物相互作⽤®发现薄膜⾐⽚和氢氯噻嗪合⽤。
6) 氨氯地平：Kanarb 之间没有显着的药代动⼒学药物相互作⽤®发现薄膜⾐⽚和氨氯地平合⽤。
7) 与单药治疗相⽐，⽤⾎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ACE 抑制剂或阿利吉仑双重阻断 RAS 会增加低⾎压、晕厥、⾼钾⾎症和肾功能变化（包括急性肾功能
衰竭）的⻛险。⼀般来说，避免联合使⽤ RAS 抑制剂。不要与 Kanarb 合⽤阿利吉仑®糖尿病或肾功能不全患者（GFR <60 mL/min）的薄膜⾐⽚。与 
Kanarb 共同给药 ACE 抑制剂®不推荐使⽤薄膜包⾐⽚剂，避免将 ACE 抑制剂与 Kanarb ⼀起使⽤®糖尿病肾病患者的薄膜⾐⽚。

代谢
体外研究表明CYP3A4主要参与⻢沙坦代谢。⾮⻢沙坦未显⽰抑制或诱导其他 CYP 酶。⺟体药物是在⼈⾎浆中发现的 85% 以上的⻢沙坦部分，并发现
了⼀些代谢物，这⽀持了⻢沙坦的药理作⽤主要由⺟体药物驱动的观点。健康男性受试者⾎浆中最丰富的⻢沙坦循环代谢物被确定为脱硫⻢沙坦和

⻢沙坦-S-氧化物。这些代谢物约占药物相关暴露总量的 14%（各 7%）。未在⼈类粪便中检测过⺟体或代谢物；然⽽，鉴于特定的 CYP3A4 抑制剂
微弱地增加了⻢沙坦的全⾝暴露⽔平，⻢沙坦的体内代谢很可能是最⼩的。⻢沙坦的这些有利的药代动⼒学特性使其能够在临床环境中安全使⽤。

淘汰
在健康男性受试者和⾼⾎压患者⼝服给药后 24 或 144 ⼩时后，⼤约 3-5% 的⻢沙坦剂量在尿液中回收。因此，肾脏参与消除⻢沙坦的可能性很⼩。

其他药物对 Kanarb 的影响 ®薄膜⾐⽚
1) 酮康唑：Kanarb 的全⾝暴露®当与酮康唑共同给药时，通过浓度-时间曲线下⾯积 (AUC) 测量的薄膜包⾐⽚剂⼤约增加了两倍。使⽤ Kanarb 时需要
谨慎®薄膜⾐⽚与酮康唑合⽤。
2) 利福平或其他 OATP1B1 转运蛋⽩抑制剂：Kanarb®薄膜⾐⽚是 OAT1 和 OATP1B1 的底物。当卡纳尔布®薄膜⾐⽚与利福平（OATP1B1 抑制剂）共
同给药，Kanarb 的 AUC®薄膜⾐⽚⼤约增加了 4.6 倍。因此，Kanarb 的共同管理®不推荐使⽤利福平的薄膜⾐⽚。当与其他 OATP1B1 转运蛋⽩抑制剂
（例如环孢菌素）共同给药时，Kanarb 的全⾝暴露®薄膜⾐⽚可能会增加，需要谨慎。

⻝物效应
在英国进⾏的⼀项关于⻝物对⻢沙坦药代动⼒学的影响的I期研究中进⾏了初步探索，未发现⻝物影响。在韩国进⾏了⼀项正式的⻝物效应研究，其中 
AUC0-∞ 和 Cmax ⼏何平均⽐率的点估计值分别为 0.6371 和 0.3481，表明⻝物影响

压⼒已经很好地建⽴起来，并且是相对观察到
的⻝物对药物药代动⼒学的影响

⻢沙坦的吸收。然⽽，鉴于⻢沙坦在超过治疗推荐剂量 60 - 120 mg 时减少⾎液的暴露-反应关
系，并且需要 2 - 4 周才能发挥药效，因此认为⻢沙坦不⾜以证明剂量调整的合理性⻝物。

特殊⼈群的药代动⼒学特征 Kanarb的影响 ®其他药物上的薄膜⾐⽚
1) 华法林：华法林的药代动⼒学和药效学不受共同给药 Kanarb 的显着影响®薄膜包⾐⽚剂。
2) 阿托伐他汀：阿托伐他汀及其活性代谢物的 AUC 不受共同给药 Kanarb 的影响®薄膜包⾐⽚剂。阿托伐他汀及其活性代谢物的最⼤⾎浆浓度 (Cmax) 
分别增加了 1.9 倍和 2.5 倍。
3) 地⾼⾟：地⾼⾟的药代动⼒学和肌酐清除率不受共同给药 Kanarb 的影响®薄膜包⾐⽚剂。地⾼⾟的 Cmax 增加了 30%。与 Kanarb 共同给药时，可
能需要密切监测地⾼⾟⽔平®薄膜包⾐⽚剂。4) 其他药物相互作⽤：Kanarb®薄膜⾐⽚不会抑制或诱导 CYP450 酶。

⽼年科⽬
⽼年受试者（即年龄 ≥ 65 岁）的全⾝暴露量是年轻⼈的 1.69 倍。然⽽，由于⽼年⼈的肾素-⾎管紧张素系统 (RAS) 活性通常低于年轻⼈，因此增加全
⾝暴露将不太可能导致更⼤的⾎压降低。这⼀假设经常在其他⾎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中得到证实。事实上，参加治疗性⻢沙坦临床试验的⽼年受试者
的⾎压降低在数值上⼩于⼩于 65 岁的受试者。此外，⽼年⼈和年轻受试者之间的安全性没有差异。这些结果共同⽀持这样⼀种观点，即⽼年受试者全
⾝暴露增加的临床意义较⼩，

药物相互影响
使⽤可能与抗⾼⾎压药物如氢氯噻嗪和氨氯地平同时使⽤的药物研究了⻢沙坦的药代动⼒学药物相互作⽤潜⼒，但
未显⽰出显着的药代动⼒学相互作⽤
安全地与氢氯噻嗪和氨氯地平联合给药，⽆需调整剂量，以进⼀步降低单独对这些抗⾼⾎压药物反应不佳的⼈的⾎压。

同样，常⽤于⾼⾎压患者的阿托伐他汀、地⾼⾟和华法林与⻢沙坦没有临床上显着的药代动⼒学药物相互作⽤，⽆需调整剂量即可安全合⽤。

CYP3A4抑制剂酮康唑使⻢沙坦的全⾝暴露量增加2倍，这被认为是弱药物相互作⽤。这种程度的药物相互作⽤不需要同时使⽤任何剂量调整，但可能
建议对患者进⾏密切监测。此外，使⽤ AUC 评估的强效 OATP1B1 抑制剂利福平使⻢沙坦的全⾝暴露量增加了 4.6 倍。由于已知 OATP1B1 在⻢沙坦
转运到肝细胞中起重要作⽤，并且利福平也诱导 CYP3A4，因此不推荐利福平与⻢沙坦的共同给药。

基于这些结果，在⾼⾎压患者中，⻢沙坦可以安全地与⼤多数药物联合给药。

怀孕/哺乳期间使⽤
⻢沙坦在不同的临床环境中。⻢
沙坦。因此，⻢沙坦可以 怀孕

直接作⽤于肾素-⾎管紧张素系统的药物在给予孕妇时会导致胎⼉和新⽣⼉发病和死亡。在妊娠中期和晚期使⽤直接作⽤于肾素-⾎管紧张素系统的药
物与胎⼉和新⽣⼉损伤有关，包括低⾎压、新⽣⼉颅⻣发育不全、⽆尿、可逆或不可逆肾功能衰竭和死亡。也有⽺⽔过少的报道，可能是由于胎⼉肾
功能下降所致；这种情况下的⽺⽔过少与胎⼉肢体挛缩、颅⾯变形和肺发育不全有关。早产、宫内发育迟缓和动脉导管未闭也有报道，但尚不清楚这
些事件是否与药物接触有关。®薄膜⾐⽚应尽快停药。这些不良反应似乎不是由仅限于妊娠早期的宫内药物暴露引起的。胚胎和胎⼉仅在妊娠早期暴露
于⾎管紧张素 II 受体拮抗剂的⺟亲应该被告知。尽管如此，当患者怀孕时，医⽣应建议患者停⽌使⽤ Kanarb®尽快⽤薄膜⾐⽚。应密切观察有⼦宫内
⾎管紧张素 II 受体拮抗剂暴露史的婴⼉是否有低⾎压、少尿和⾼钾⾎症。

群体药代动⼒学
使⽤在英国进⾏的两项 I 期研究（健康受试者）和在韩国进⾏的⼀项早期 II 期研究（轻度⾄中度⾼⾎压患者）获得的数据进⾏了正式的⼈群药代动⼒
学-药效学模型分析。此外，使⽤ ABPM 研究中收集的浓度进⾏了粗略类型的群体药代动⼒学分析。

来⾃正式群体药代动⼒学药效学分析的群体药代动⼒学参数与使⽤⾮隔室分析⽅法估计的那些相似。⾮⻢沙坦的群体药代动⼒学参数不受种族、性别
或肾⼩球滤过率 (GFR) 的显着影响。相反，体重、胆红素和年龄是显着的协变量。鉴于产⽣ 50% 的最⼤⾎压降低（即 EC50）的⻢沙坦浓度的个体间
变异性（BSV）很⼤（即 130 ‒ 140%），药代动⼒学参数的那些显着协变量不太可能影响⻢沙坦降压的程度。

因此，⽆需根据协变量调整⻢沙坦的剂量。在粗略的群体药代动⼒学分析中获得了类似的结果，即⾝⾼被确定为显着的协变量，但不需要根据⾝⾼调
整剂量。
这些结果⽀持这样的观点，即不需要根据个体的外在和内在因素调整⻢沙坦的剂量来治疗⾼⾎压患者。相反，基于治疗反应（即⾎压降低）的剂量调
整在临床环境中将更实⽤。

⺟乳喂养
不知道卡纳布是否®薄膜⾐⽚在⼈乳中排泄，但 Kanarb®薄膜⾐⽚在哺乳期⼤⿏的乳汁中排泄；因此，不建议使⽤ Kanarb®给哺乳⺟亲的薄膜包⾐⽚
剂。应决定是否停⽌护理或停⽌ Kanarb®薄膜⾐⽚，考虑到药物对⺟亲的重要性。

不良影响/不良影响
Kanarb的安全性®在接受 Kanarb 治疗的 406 名患者中评估了薄膜包⾐⽚剂®在 852 名原发性⾼⾎压患者中，60 ⾄ 120 毫克剂量范围的薄膜包⾐⽚剂持
续 4 ⾄ 12 周，这些患者参加了临床试验并符合安全性分析（即安全性数据库）的条件。有 85 名患者接受了 Kanarb®薄膜⾐⽚ 6 个⽉或更⻓时间。⼤
多数不良事件为轻度⾄中度、短暂的，发⽣率与剂量⽆关。最常报告的不良事件是头痛和头晕。不良反应总结如下（即，被认为与 Kanarb 确定相
关、可能相关或可能相关的不良事件®薄膜包⾐⽚剂），在 Kanarb 的临床试验中报告®薄膜包⾐⽚剂。

Kanarb 的不良反应®薄膜⾐⽚ ⽚剂1)在临床经验系统器官分类分类

⾮⻢沙坦的药效学特点
在⼀项体外研究中，发现⻢沙坦选择性地与 AT1 结合，这在⾮临床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这些发现也在 I 期和 IIa 期临床研究中得到证实，其中发现了 
ARB 特异性变化，例如⾎浆肾素活性 (PRA) 升⾼、AI 和 AII 浓度增加。此外，从 II 期和 III 期临床研究的结果已经很好地确定了这种作⽤机制与降⾎压
作⽤有关。

系统器官类
分类 频率2) 症状

神经系统疾病 常⻅的
罕⻅

头痛、头晕
晕厥、镇静、偏头痛

胃肠道疾病 罕⻅

罕⻅

消化不良、呕吐、恶⼼、上
腹痛临床前安全数据

在⼩⿏和⼤⿏中⼝服⻢沙坦⻓达 2 年未观察到致癌作⽤。最⼤测试剂量为 100 mg/kg/d（⼩⿏）和 1,000 mg/kg/d（⼤⿏），分别代表以 mg/m 为单
位的最⼤推荐⼈体剂量的 4 倍和 81 倍2基础，假设 60 公⽄受试者的⼝服剂量为 120 毫克/天。

未观察到致突变性或染⾊体畸变。
⾮⻢沙坦⼝服剂量⾼达 1,000 mg/kg/d 对雄性或雌性⼤⿏的⽣殖性能没有不良影响，包括⽣育⼒、早期胚胎发育、⺟体功能和新⽣⼉发育。同样，未
观察到致畸作⽤。

⼀般疾病和
管理站点条件 虚弱，异物感

肝酶升⾼（ALT升⾼3), 增加 AST4)), ⾎
⼩板计数减少, ⾎ CPK5) 增加调查 罕⻅

呼吸、胸和纵隔疾病 罕⻅ 咳嗽

适应症 肌⾁⻣骼和
结缔组织疾病 罕⻅ 肌⾁抽搐，

肌⾁⻣骼僵硬卡纳尔布®薄膜⾐⽚（⾮⻢沙坦钾三⽔合物）适⽤于治疗原发性⾼⾎压。 ⽪肤和⽪下
组织疾病 罕⻅

罕⻅
罕⻅

瘙痒，局部荨⿇疹

勃起功能障碍

推荐剂量 ⾎管疾病· 成⼈⾼⾎压
Kanarb的推荐初始剂量®薄膜⾐⽚是 60 毫克，每天⼀次，有或没有⻝物。如果⾎压没有被充分控制在 60 毫克，Kanarb 的剂量®薄膜包⾐⽚剂可以每
天⼀次增加到 120 毫克。如果可能，建议使⽤ Kanarb®薄膜包⾐⽚剂在⽩天（例如早晨）的同⼀时间服⽤。

Kanarb的降⾎压作⽤®薄膜⾐⽚在 2 周内基本出现，并且通常在治疗 8 ⾄ 12 周后达到最⼤程度的减少。
· ⽼年⼈使⽤
⽼年患者（年龄≤70岁）⽆需调整初始剂量
· 肾功能不全
轻度⾄中度肾功能不全（肌酐清除率 30 - 80 mL/min）的患者⽆需调整初始剂量。对于严重肾功能不全（肌酐清除率 < 30 mL/min），推荐初始剂量
为 30 mg，每天⼀次，⽽剂量不应超过 60 毫克。
· 肝功能损害
轻度肝功能不全患者⽆需调整初始剂量。卡纳尔布®不建议中度⾄重度肝功能不全的患者使⽤薄膜⾐⽚。

· ⼉科使⽤
Kanarb 的功效和安全性®薄膜⾐⽚剂尚未在 18 岁或以下的患者中建⽴。
· ⾎管内容量不⾜的患者（例如，接受⾼剂量利尿剂的患者）
对于⾎管内容量减少、有症状性低⾎压⻛险的患者，推荐初始剂量为 30 mg，每天⼀次。

⽣殖系统和乳腺疾病

1) 与相关的不良事件
2）很常⻅（≥1/10）；常⻅（≥1/100，< 1/10）；不常⻅（≥1/1,000，<1/100）；罕⻅（≥1/10,000，<1/1,000）；⾮常罕⻅（<1/10,000）；未知（使⽤可⽤信息时⽆法估
计）
3) ALT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4) AST =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5) CPK = 肌酸磷酸激酶

⻢沙坦钾（Kanarb®) lm 包⾐⽚剂是确定的、可能的或可能的

过量和治疗
没有关于 Kanarb 过量的数据®⽤于⼈体的薄膜包⾐⽚剂。药物过量最可能的表现是低⾎压和⼼动过速；副交感神经（迷⾛神经）刺激可能导致⼼动过
缓。如果出现症状性低⾎压，应给予⽀持治疗。不知道卡纳布是否®通过⾎液透析从⾎浆中去除薄膜包⾐⽚剂。

不相容性（仅⽤于注射）
不适⽤
储存情况
1）避光。不要在 30°C 以上储存。
2) 卡纳尔布®薄膜包⾐⽚剂应存放在⼉童⽆法触及的地⽅。
3) Kanarb 的重新包装®不推荐，因为它可能会导致⼀些意外的错误标签或对产品质量产⽣不利影响。管理⽅式/途径

⼝服。 剂型或介绍
禁忌症 60mg 薄膜⾐⽚：3 个⽔泡 x 10 ⽚。/ 盒 120mg 

薄膜⾐⽚：3 个⽔泡 x 10 ⽚。/ 盒⼦卡纳尔布®以下患者禁⽤薄膜⾐⽚： 1) 对本品任何成分过敏的患者

2) 怀孕或哺乳⺟亲[⻅怀孕⺟亲 (7.1) 和哺乳⺟亲 (7.2)]
3) ⾎液透析患者（在该⼈群中没有经验）
4) 中重度肝功能损害患者
5）肝胆梗阻患者
6) 正在服⽤阿利吉仑的糖尿病或肾受损患者 (GFR <60 mL/min) [⻅药物相互作⽤ (6)]
7) 正在服⽤⾎管紧张素转换酶 (ACE) 抑制剂的糖尿病肾病患者[⻅药物相互作⽤ (6)]。
8) 患有遗传性疾病的患者，例如半乳糖不耐症、拉普乳糖缺乏症或葡萄糖-半乳糖吸收不良（⾃ Kanarb®薄膜⾐⽚含有乳糖）

制造商或产品所有者的名称和地址
产品拥有者：
宝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ce Head 地址 : ⾸尔特别市钟路区昌庆宫路 136 号宝荣⼤厦 制造商

宝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安⼭⼯⼚地址 : 韩国京畿道安⼭市檀园区Neungan-ro 107, 109

警告和注意事项 产品注册持有⼈
直接作⽤于肾素⾎管紧张素系统的药物在妊娠中期和晚期给予孕妇时可能会对发育中的胎⼉造成伤害或死亡。因此，卡纳布®当检测到⼥性患者怀孕
时，应停⽤薄膜⾐⽚[⻅妊娠和哺乳]。

Zuellig Pharma 私⼈有限公司
No. 15, Persiaran Pasak Bumi, Section U8, Kawasan Perindustrian Bukit Jelutong 40150 Shah Alam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对驾驶员或操作机器的影响（如果需要）
尚未研究 Kanarb® 薄膜包⾐⽚剂对驾驶和机械操作的影响。但是，可能会出现嗜睡和头晕

说明书的修订⽇期
2021 年 4 ⽉ 21 ⽇

TITLE - FIMASARTAN / KANARB MEDICATION PATIENT INFORMATION IN CHINESE

Source : Myhealthbox

www.911globalmeds.com/buy-fimasartan-kanarb-online
https://myhealthbox.eu/en/view/3369404/e138869f1586e8e54efaddcebd809541/leafl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