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鲁佩克
（⾮那雄胺）
⽚剂，1 毫克
描述

普鲁佩克®（⾮那雄胺），⼀种合成的 4-氮杂类固醇化合物，是类固醇类型的特异性抑制剂⼆ 5α-还原酶，⼀
种将雄激素睾酮转化为 5α-⼆氢睾酮 (DHT) 的细胞内酶。

⾮那雄胺是 4-azaandrost-1-ene-17-carboxamide，ñ-(1,1-⼆甲基⼄基)-3-氧代-,(5α,17β)-。⾮那雄胺的经
验公式是C23H36ñ2○2其分⼦量为372.55。其结构式为：

这

⾮那雄胺是⼀种⽩⾊结晶粉末，熔点接近 250°C。它易溶于氯仿和低级醇溶剂，但实际上不溶于⽔。

⽤于⼝服给药的 PROPECIA ⽚剂是薄膜包⾐⽚剂，含有 1 mg ⾮那雄胺和以下⾮活性成分：⼀⽔乳糖、微晶纤
维素、预㬵化淀粉、羟基⼄酸淀粉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羟丙基纤维素 LF、⼆氧化钛、硬脂酸镁、滑⽯粉、多
库酯钠、⻩⾊三氧化⼆铁和红⾊三氧化⼆铁。

临床药理学

⾮那雄胺是⼀种竞争性和特异性的 Type 抑制剂⼆5α-还原酶，⼀种将雄激素睾酮转化为 DHT 的细胞内酶。在
⼩⿏、⼤⿏、猴⼦和⼈类中发现了两种不同的同⼯酶：⼀世和⼆、这些同⼯酶中的每⼀种在组织和发育阶段都有
差异表达。在⼈类中，类型⼀世5α-还原酶主要存在于⼤部分⽪肤区域的⽪脂腺中，包括头⽪和肝脏。类型⼀世
5α-还原酶负责⼤约三分之⼀的循环 DHT。⽅式⼆5α-还原酶同⼯酶主要存在于前列腺、精囊、附睾、⽑囊以及肝
脏中，负责三分之⼆的循环 DHT。

在⼈类中，⾮那雄胺的作⽤机制是基于其优先抑制类型⼆ 同⼯酶。使⽤天然组织（头⽪和前列腺），体外检
查⾮那雄胺抑制任⼀同⼯酶的潜⼒的结合研究揭⽰了对⼈类类型的 100 倍选择性⼆5α-还原酶过型⼀世同⼯酶
（IC50= 500 和 4.2 nM 类型⼀世和⼆、分别）。对于这两种同⼯酶，⾮那雄胺的抑制伴随着抑制剂还原为⼆氢⾮
那雄胺并与 NADP+ 形成加合物。酶复合物的周转缓慢（t1/2该类型⼤约需要 30 天⼆酶复合物和 14 天的类型⼀世
复杂的）。

⾮那雄胺对雄激素受体没有亲和⼒，并且没有雄激素、抗雄激素、雌激素、抗雌激素或孕激素作⽤。类型抑
制⼆5α-还原酶阻断睾酮向 DHT 的外周转化，导致⾎清和组织 DHT 浓度显着降低。⾮那雄胺可迅速降低⾎清 
DHT 浓度，⼝服 1 毫克⽚剂后 24 ⼩时内可抑制 65%。与基线相⽐，睾酮和雌⼆醇的平均循环⽔平增加了约 
15%，但仍处于⽣理范围内。

在患有男性型脱发（雄激素性脱发）的男性中，秃顶的头⽪包含⼩型化的⽑囊，与多⽑头⽪相⽐，DHT 的含
量增加。服⽤⾮那雄胺会降低这些男性的头⽪和⾎清 DHT 浓度。这些减少对⾮那雄胺治疗效果的相对贡献尚未确
定。通过这种机制，⾮那雄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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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中断了那些具有遗传倾向的患者发⽣雄激素性脱发的关键因素。

⼀项为期 48 周的安慰剂对照研究旨在通过光敏图评估 PROPECIA 对顶点秃发中总和活跃⽣⻓（⽣⻓期）头⽪
⽑发的影响，招募了 212 名患有雄激素性脱发的男性。在基线和 48 周时，在 1 厘⽶的范围内获得总和⽣⻓期⽑
发计数2头⽪的⽬标区域。接受 PROPECIA 治疗的男性的总⽑发数量和⽣⻓期⽑发数量分别从基线增加 7 根和 18 
根，⽽接受安慰剂治疗的男性分别减少了 10 根和 9 根⽑发。⽑发数量的这些变化导致总⽑发数量有 17 根⽑发
（p<0.001）和⽣⻓期⽑发数量有 27 根⽑发（p<0.001）的组间差异，并且⽣⻓期⽑发的⽐例从 62% 提⾼到接受 
PROPECIA 治疗的男性基线为 68%。 药代动⼒学

吸收
在⼀项针对 15 名健康年轻男性受试者的研究中，根据曲线下⾯积 (AUC) 相对于静脉内 (IV) 参考值的⽐率，⾮

那雄胺 1-mg ⽚剂的平均⽣物利⽤度为 65%（范围 26-170%）剂量。在以 1 mg/天（n=12）给药后的稳态下，
最⼤⾮那雄胺⾎浆浓度平均为 9.2 ng/mL（范围，4.9-13.7 ng/mL），并在给药后 1 ⾄ 2 ⼩时达到；曲线下⾯积
(0-24 ⼩时)为 53 ng·hr/mL（范围，20-154 ng·hr/mL）。⾮那雄胺的⽣物利⽤度不受⻝物影响。

分配
平均稳态分布容积为 76 升（范围，44-96 升；n=15）。⼤约 90% 的循环⾮那雄胺与⾎浆蛋⽩结合。多次给

药后，⾮那雄胺有⼀个缓慢的积累阶段。

已发现⾮那雄胺可穿过⾎脑屏障。
已经测量了 35 名服⽤⾮那雄胺 1 毫克/天、持续 6 周的男性的精液⽔平。在 60%（21

35) 的样本中，⾮那雄胺⽔平⽆法检测 (<0.2 ng/mL)。平均⾮那雄胺⽔平为 0.26 ng/mL，测得的最⾼⽔平为 1.52 
ng/mL。使⽤测量的最⾼精液⽔平并假设每天从 5 毫升射液中 100% 吸收，⼈体通过阴道吸收的暴露量将⾼达每
天 7.6 纳克，这⽐发育⽆影响剂量的暴露量低 750 倍恒河猴的异常和对男性循环 DHT ⽔平没有影响的⾮那雄胺 
(5 μg) 剂量的 650 倍（⻅注意事项，怀孕）。 代谢

⾮那雄胺在肝脏中⼴泛代谢，主要通过细胞⾊素 P450 3A4 酶亚家族。已鉴定出两种代谢物，即叔丁基侧链单
羟基化和单羧酸代谢物，它们的 5α-还原酶抑制活性不超过⾮那雄胺的 20%。

排泄
在健康年轻受试者（n=15）中静脉输注后，⾮那雄胺的平均⾎浆清除率为 165 mL/min（范围，70-279 mL/

min）。⾎浆中的平均终末半衰期为 4.5 ⼩时（范围，3.3-13.4 ⼩时；n=12）。⼝服剂量后14⼈中的 C-⾮那雄胺 
(n=6)，平均 39%（范围，32-46%）的剂量以代谢物的形式从尿中排出；57%（范围，51-64%）从粪便中排
出。

平均终末半衰期在 18-60 岁的男性中约为 5-6 ⼩时，在 70 岁以上的男性中约为 8 ⼩时。

特殊⼈群
⼉科：尚未在<18 岁的患者中研究⾮那雄胺的药代动⼒学。 性别：PROPECIA 不适⽤于⼥性。

⽼年病学：⽼年⼈⽆需调整剂量。虽然⽼年⼈中⾮那雄胺的消除率降低，但这些发现没有临床意义。也可以看看
药代动⼒学、排泄, 和注意事项,⽼年⼈使⽤部分。

种族：种族对⾮那雄胺药代动⼒学的影响尚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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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患者⽆需调整剂量。在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中，肌酐清除率范围为 9.0 ⾄ 55 mL/min，
单次给药后 AUC、最⼤⾎浆浓度、半衰期和蛋⽩质结合14C-⾮那雄胺与在健康志愿者中获得的相似。肾功能不全
患者的代谢物尿排泄减少。这种减少与粪便排泄代谢物的增加有关。肾功能不全患者的⾎浆代谢物浓度显着升⾼
（基于总放射性 AUC 增加 60%）。然⽽，肾功能正常的男性接受⾼达 80 mg/天的 12 周⾮那雄胺的耐受性良
好，这些患者对代谢物的暴露可能要⼤得多。

肝功能不全：尚未研究肝功能不全对⾮那雄胺药代动⼒学的影响。由于⾮那雄胺在肝脏中⼴泛代谢，因此在肝功
能异常患者中使⽤ PROPECIA 时应谨慎。

药物相互作⽤(另请参阅注意事项，药物相互作⽤)
尚未发现具有临床意义的药物相互作⽤。⾮那雄胺似乎不影响与细胞⾊素 P450 相关的药物代谢酶系统。已在

⼈体中测试的化合物包括安替⽐林、地⾼⾟、普萘洛尔、茶碱和华法林，未发现有临床意义的相互作⽤。

平均 (SD) 药代动⼒学参数
健康男性（18-26 岁）

意思是 （±标清）

n=15
⽣物利⽤度 65% (26-170%)*
清除率 (mL/min) 165 (55)
分布容积 (L) 76 (14)
* 范围

平均 (SD) ⾮隔室药代动⼒学参数
在多次服⽤ 1 毫克/天后

健康男性（19-42 岁）
意思是 （±标清）

(n=12)
曲线下⾯积（ng·⼩时/毫升） 53 (33.8)
峰浓度 (ng/mL) 9.2 (2.6)
达峰时间（⼩时） 1.3 (0.5)
半条命（⼩时）* 4.5 (1.6)
* ⾸剂值；所有其他参数都是最后剂量值

临床研究
男性研究

PROPECIA 的疗效在 18 ⾄ 41 岁患有轻度⾄中度雄激素性脱发（男性型脱发）的男性（88% ⾼加索⼈）中得
到证实。为了预防可能会混淆这些研究中对⽑发⽣⻓评估的脂溢性⽪炎，所有男性，⽆论是接受⾮那雄胺治疗还
是安慰剂治疗，都被要求使⽤特定的含药焦油洗发⽔（露得清 T/Gel®*洗发⽔）在研究的前 2 年。

共有三项为期 12 个⽉的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研究。两个主要终点是头发数量和患者⾃我评估；两个次要
终点是研究者评估和照⽚评级。此外，还收集了有关性功能（基于⾃我管理的问卷）和⾮头⽪体⽑⽣⻓的信息。
这三项研究是在 1879 名患有轻度⾄中度脱发但不完全脱发的男性中进⾏的。其中两项研究招募了主要患有轻度
⾄中度头顶脱发的男性（n = 1553）。第三名男性在前中部头⽪区域有轻度⾄中度脱发，有或没有顶点秃顶（n = 
326）。

男性顶点秃头研究
在完成两个顶点秃发试验的前 12 个⽉的男性中，1215 ⼈选择继续进⾏双盲、安慰剂对照、12 个⽉的延⻓研

究。有 547 名男性在初始研究和第⼀次延⻓期（⻓达 2 年的治疗）和 60 名男性中接受了 PROPECIA

*强⽣公司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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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时期接受安慰剂。延⻓研究继续进⾏了 3 年，其中 323 名服⽤ PROPECIA 的男性和 23 名服⽤安慰剂的男
性进⼊了研究的第五年。

为了评估停⽌治疗的效果，有 65 名男性在最初的 12 个⽉内接受了 PROPECIA，随后在前 12 个⽉的延⻓期内
接受了安慰剂。其中⼀些男性继续进⾏额外的扩展研究，并转回使⽤ PROPECIA 治疗，其中 32 名男性进⼊了研
究的第五年。最后，有 543 名男性在最初的 12 个⽉内接受安慰剂治疗，随后在前 12 个⽉的延⻓期内接受 
PROPECIA。其中⼀些男性继续接受 PROPECIA 的额外扩展研究，有 290 名男性进⼊研究的第五年（⻅下图）。

通过对有代表性的活动性脱发区域进⾏照⽚放⼤来评估头发数量。在这两项针对头顶秃发男性的研究中，接
受 PROPECIA 治疗的男性在 6 个⽉和 12 个⽉时头发数量显着增加，⽽接受安慰剂治疗的男性则从基线开始显着
脱发。在 12 个⽉时，在 1 英⼨直径的圆圈（5.1 cm2）。服⽤ PROPECIA 的男性头发数量保持⻓达 2 年，导致同
⼀区域内治疗组之间的头发数量差异为 138 根（p<0.001，PROPECIA [n=433] 与安慰剂 [n=47]）。在接受 
PROPECIA 治疗的男性中，与基线相⽐，头发数量的最⼤改善是在头 2 年内实现的。尽管最初的改善之后是缓慢
下降，但在 5 年的研究中，头发数量⼀直保持在基线以上。此外，由于安慰剂组的下降速度更快，治疗组之间的
差异在整个研究中也持续增加，导致 277 根头发的差异（p<0.001，PROPECIA [n=219] 与安慰剂 [n=15 ]) 5 年
（⻅下图）。

从安慰剂转换为 PROPECIA 的患者 (n=425) 在最初的 12 个⽉安慰剂期结束时头发数量减少，随后在使⽤ 
PROPECIA 治疗 1 年后头发数量增加。最初随机分配到 PROPECIA 的男性在治疗 1 年后观察到的头发数量增加
（⽐原始基线增加 56 根头发）要少（⽐原始基线增加 91 根头发）。尽管与开始治疗时相⽐，这两组的⽑发数量
增加相当，但在最初的研究中开始接受 PROPECIA 治疗的患者获得了更⾼的绝对⽑发数量。这⼀优势在剩余的 3 
年研究中得以保持。

在 12 个⽉时，安慰剂组 58% 的男性进⼀步脱发（定义为头发数量与基线相⽐的任何减少），⽽接受 
PROPECIA 治疗的男性为 14%。在接受⻓达 2 年治疗的男性中，安慰剂组 72% 的男性出现脱发，⽽接受 
PROPECIA 治疗的男性中有 17% 出现脱发。5 年时，安慰剂组 100% 的男性出现脱发，⽽接受 PROPECIA 治疗
的男性为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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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次⻔诊就诊时，通过⾃我管理的问卷获得患者⾃我评估，其中包括关于他们对头发⽣⻓、脱发和外观的
看法的问题。这种⾃我评估表明，在接受 PROPECIA 治疗的男性中，头发数量增加、脱发减少以及外观得到改
善。与安慰剂相⽐，早在 3 个⽉时就出现了总体改善（p<0.05），并在 5 年内保持改善。

研究⼈员评估基于 7 点量表，评估每次患者就诊时头⽪⽑发的增加或减少。该评估显⽰，与安慰剂相⽐，早
在 3 个⽉时，接受 PROPECIA 治疗的男性头发⽣⻓显着增加（p<0.001）。在 12 个⽉时，研究⼈员将 65% 的接
受 PROPECIA 治疗的男性评为⽑发⽣⻓增加，⽽安慰剂组为 37%。在 2 年时，研究⼈员认为，接受 PROPECIA 
治疗的男性中有 80% 的⼈⽑发⽣⻓增加，⽽接受安慰剂治疗的男性中有 47% 的⼈⽑发⽣⻓增加。在 5 年时，研
究⼈员将 77% 的接受 PROPECIA 治疗的男性评为⽑发⽣⻓增加，⽽接受安慰剂治疗的男性为 15%。

⼀个独⽴⼩组根据头⽪⽑发的增加或减少，使⽤与研究者评估相同的 7 点量表，以不知情的⽅式对头部的标
准化照⽚进⾏评分。在 12 个⽉时，接受 PROPECIA 治疗的男性中有 48% 增加，⽽接受安慰剂治疗的男性中有 
7% 增加。在 2 年时，66% 的接受 PROPECIA 治疗的男性表现出⽑发⽣⻓增加，⽽接受安慰剂治疗的男性则为 
7%。在 5 年时，48% 接受 PROPECIA 治疗的男性表现出⽑发⽣⻓增加，42% 被评为没有变化（与基线相⽐没有
进⼀步明显的脱发进展），与基线相⽐，10% 被评为脱发. 相⽐之下，接受安慰剂治疗的男性中有 6% 表现出⽑
发⽣⻓增加， 顶点秃发研究的其他结果

参与两项顶点秃发试验的患者⾃⾏填写性功能问卷，以检测性功能的更细微变化。在第 12 个⽉，在 4 个领域
中的 3 个（性兴趣、勃起和对性问题的感知）中发现了有利于安慰剂的统计学显着差异。然⽽，在对性⽣活的总
体满意度问题上没有发现显着差异。

在两项顶点秃发研究中的⼀项中，患者被问及⾮头⽪体⽑的⽣⻓情况。PROPECIA 似乎不影响⾮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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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头⽪区域脱发男性的研究
⼀项为期 12 个⽉的研究旨在评估 PROPECIA 对前中部头⽪区域脱发的男性的疗效，该研究还表明，与安慰剂

相⽐，头发数量显着增加。头发数量的增加伴随着患者⾃我评估、研究者评估和基于标准化照⽚的评级的改善。
头发计数是在前中部头⽪区域获得的，不包括双颞后退区域或前发际线。

男性临床研究总结
临床研究是在 18 ⾄ 41 岁患有轻度⾄中度雄激素性脱发的男性中进⾏的。所有接受 PROPECIA 或安慰剂治疗

的男性都接受了焦油基洗发⽔（露得清 T/Gel®*洗发⽔）在研究的前 2 年。使⽤ PROPECIA 治疗的患者早在 3 个
⽉就看到临床改善，并导致头⽪⽑发数量和⽑发再⽣的净增加。在⻓达 5 年的临床研究中，⽤ PROPECIA 治疗减
缓了安慰剂组中观察到的脱发的进⼀步进展。⼀般来说，治疗组之间的差异在整个 5 年的研究中持续增加。

男性临床数据的种族分析
在对头顶秃发的两项研究的综合分析中，⾼加索⼈ (n=1185) 中与基线相⽐的平均头发数量变化为 91 对 -19 

根头发（PROPECIA 与安慰剂），⿊⼈（n=84）中为 49 对 -27 根头发，亚洲⼈有 53 对 -38 根头发（n=17），西
班⽛裔⼈有 67 对 5 根头发（n=45），其他种族有 67 对 -15 根头发（n=20）。患者的⾃我评估显⽰，接受 
PROPECIA 治疗的种族群体都有所改善，但⿊⼈男性的额发际线和顶点的满意度除外，他们总体上是满意的。

⼥性研究
在⼀项涉及 137 名患有雄激素性脱发的绝经后妇⼥接受 PROPECIA (n=67) 或安慰剂 (n=70) 治疗 12 个⽉的研

究中，⽆法证明有效性。与安慰剂组相⽐，接受 PROPECIA 治疗的⼥性在头发数量、患者⾃我评估、研究者评估
或标准化照⽚评分⽅⾯没有改善（⻅适应症和使⽤⽅法）。

适应症和⽤法

PROPECIA适⽤于治疗男性型脱发（雄激素性脱发）仅限男性. 安全性和有效性在 18 ⾄ 41 岁的男性中得到证
实，其头顶和前中头⽪区域有轻度⾄中度脱发（⻅临床药理学，临床研究）。

尚未确定在双时衰退中的功效。
PROPECIA不适⽤于⼥性（⻅临床药理学, 临床研究和禁忌症）。

PROOPECIA 不适⽤于⼉童（⻅注意事项，⼉科使⽤）。

禁忌症
PROPECIA在以下情况下是禁忌的：
怀孕。⼥性在怀孕或可能怀孕时禁⽤⾮那雄胺。由于 II 型 5α-还原酶抑制剂能够抑制睾酮转化为 DHT，⾮那

雄胺可能导致接受⾮那雄胺的孕妇的男性胎⼉的外⽣殖器异常。如果在怀孕期间使⽤此药，或在服⽤此  药期间发
⽣怀孕，应告知孕妇对男性胎⼉的潜在危害。（另⻅警告，⼥性接触 - 男性胎⼉的⻛险；和注意事项，患者信息
和怀孕.) 在雌性⼤⿏中，怀孕期间服⽤低剂量的⾮那雄胺会导致雄性后代的外⽣殖器出现异常。

对这种药物的任何成分过敏。

警告
PROOPECIA 不适⽤于⼉科患者（⻅适应症和使⽤⽅法；和注意事项，⼉科使⽤) 或⼥性（另⻅警告，⼥性接

触 - 男性胎⼉的⻛险；注意事项，患者信息和怀孕;以及如何供应，储存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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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接触 - 男性胎⼉的⻛险
由于⾮那雄胺吸收的可能性以及随后对男性胎⼉的潜在⻛险，⼥性在怀孕或可能怀孕时不应处理压碎或破损

的 PROPECIA ⽚剂。PROPECIA ⽚剂有包⾐，在正常处理过程中会防⽌与活性成分接触，前提是⽚剂没有破碎或
压碎。（另⻅禁忌症；注意事项，患者信息和怀孕;以及如何供应，储存和处理.)

防范措施
⼀般的

由于⾮那雄胺在肝脏中⼴泛代谢，因此在肝功能异常患者中使⽤ PROPECIA 时应谨慎。

患者信息
由于⾮那雄胺吸收的可能性以及随后对男性胎⼉的潜在⻛险，⼥性在怀孕或可能怀孕时不应处理压碎或破损

的 PROPECIA ⽚剂。PROPECIA ⽚剂有包⾐，在正常处理过程中会防⽌与活性成分接触，前提是⽚剂没有破碎或
压碎。（另⻅禁忌症；警告，⼥性接触 - 男性胎⼉的⻛险；注意事项，怀孕;以及如何供应，储存和处理。)

医⽣应指导患者及时报告乳房的任何变化，例如肿块、疼痛或乳头溢液。已报告乳房变化，包括乳房增⼤、
压痛和肿瘤（⻅不良反应）。

另⻅患者包装插⻚。
医⽣应指导他们的患者在开始使⽤ PROPECIA 治疗之前阅读患者说明书，并在每次更新处⽅时再次阅读，以

便他们了解患者有关 PROPECIA 的当前信息。

药物/实验室测试相互作⽤
⾮那雄胺对⽪质醇、促甲状腺激素或甲状腺素的循环⽔平没有影响，也不影响⾎浆脂质谱（例如，总胆固

醇、低密度脂蛋⽩、⾼密度脂蛋⽩和⽢油三酯）或⻣矿物质密度。在⾮那雄胺的研究中，未检测到⻩体⽣成素 
(LH)、卵泡刺激素 (FSH) 或催乳素有临床意义的变化。在健康志愿者中，⾮那雄胺治疗并未改变 LH 和 FSH 对促
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反应，表明下丘脑-垂体-睾丸轴没有受到影响。

在对 18-41 岁男性进⾏ PROPECIA（⾮那雄胺，1 mg）的临床研究中，⾎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的平
均值从基线时的 0.7 ng/mL 降⾄第 12 个⽉时的 0.5 ng/mL。 ，在与 PROSCAR（⾮那雄胺，5 mg）的临床研究
中，当⽤于患有良性前列腺增⽣ (BPH) 的⽼年男性时，PSA ⽔平降低了约 50%。PROSCAR 的其他研究表明，在
存在前列腺癌的情况下，它也可能导致⾎清 PSA 降低。在评估接受⾮那雄胺治疗的男性时，应考虑这些发现以正
确解释⾎清 PSA。在 PROPECIA 期间，任何确认的 PSA ⽔平从最低点升⾼都可能表明存在前列腺癌，应仔细评
估，即使对于未服⽤ 5α-还原酶抑制剂的男性，这些值仍在正常范围内。不依从 PROPECIA 治疗也可能影响 PSA 
检测结果。

药物相互作⽤
尚未发现具有临床意义的药物相互作⽤。⾮那雄胺似乎不影响与细胞⾊素 P450 相关的药物代谢酶系统。已在

⼈体中测试的化合物包括安替⽐林、地⾼⾟、普萘洛尔、茶碱和华法林，未发现有临床意义的相互作⽤。

其他伴随治疗：尽管没有进⾏特定的相互作⽤研究，但在临床研究中，⾮那雄胺剂量为 1 mg 或更多与对⼄酰
氨基酚、⼄酰⽔杨酸、α-受体阻滞剂、镇痛药、⾎管紧张素转换酶 (ACE) 抑制剂、抗惊厥药、苯⼆氮卓类药物、
β 受体阻滞剂、钙-通道阻滞剂、⼼脏硝酸盐、利尿剂、H2拮抗剂、HMG-CoA 还原酶抑制剂、前列腺素合成酶抑
制剂（也称为⾮甾体抗炎药）和喹诺酮类抗感染药，但没有临床显着不良相互作⽤的证据。

致癌、突变、⽣育⼒受损
在 Sprague-Dawley ⼤⿏接受剂量⾼达雄性 160 mg/kg/天和雌性 320 mg/kg/天的⾮那雄胺的为期 24 个⽉的

研究中，没有观察到致癌作⽤的证据。这些剂量

7

参考编号：2932096



在⼤⿏中分别产⽣了 888 和 2192 倍于在接受推荐⼈⽤剂量 1 mg/天的⼈中观察到的全⾝暴露量。所有暴露计算
均基于计算的 AUC(0-24 ⼩时)动物和平均 AUC(0-24 ⼩时)男性 (0.05 μg·hr/mL)。

在⼀项为期 19 个⽉的 CD-1 ⼩⿏致癌性研究中，有统计学意义（p≤0.05) 在剂量为 250 mg/kg/天（⼈类暴露
量的 1824 倍）时观察到睾丸间质细胞腺瘤的发病率增加。在⼩⿏中，剂量为 25 mg/kg/天（⼈体暴露量的 184 
倍，估计），在⼤⿏中，剂量为≥40 mg/kg/天（⼈体暴露量的 312 倍）观察到间质细胞增⽣的发⽣率增加。在
⽤⾼剂量⾮那雄胺治疗的两种啮⻮动物中，已经证明 Leydig 细胞的增殖变化与⾎清 LH ⽔平升⾼（⽐对照⾼ 2 ⾄ 
3 倍）之间存在正相关。⼤⿏或⽝接受⾮那雄胺 20 mg/kg/天和 45 mg/kg/天（分别为⼈体暴露量的 240 和 2800 
倍）治疗 1 年或⼩⿏以 2.5 mg/kg/天的剂量（估计为⼈类暴露量的 18.4 倍）治疗 19 个⽉。

未观察到致突变性的证据体外细菌诱变试验、哺乳动物细胞诱变试验或在体外碱洗脱法。在⼀个体外染⾊体
畸变试验，使⽤中国仓⿏卵巢细胞，染⾊体畸变略有增加。在⼀个 体内在⼩⿏染⾊体畸变试验中，致癌性研究中
确定，在最⼤耐受剂量为 250 mg/kg/天（⼈类暴露量的 1824 倍）的⾮那雄胺下，未观察到与治疗相关的染⾊体
畸变增加。

在性成熟雄性兔中，以 80 mg/kg/天（⼈类暴露量的 4344 倍）的⾮那雄胺治疗⻓达 12 周，未观察到对⽣育
能⼒、精⼦数量或射精量的影响。在接受 80 mg/kg/天⾮那雄胺（⼈类暴露量的 488 倍）治疗的性成熟雄性⼤⿏
中，治疗 6 或 12 周后对⽣育能⼒没有显着影响；然⽽，当治疗持续⻓达 24 或 30 周时，⽣育⼒、繁殖⼒明显下
降，并且相关的精囊和前列腺重量显着下降。所有这些影响在停⽌治疗 6 周内都是可逆的。在⼤⿏或兔中未观察
到药物对睾丸或交配性能的影响。⾮那雄胺治疗⼤⿏的⽣育⼒下降是继发于其对辅助性器官（前列腺和精囊）的
影响，导致⽆法形成精栓。精栓对⼤⿏的正常⽣育能⼒⾄关重要，但与⼈类⽆关。 怀孕

致畸作⽤：妊娠类别 X
⻅禁忌症。
PROPECIA 不适⽤于⼥性。
在妊娠第 6-20 天以 100 μg/kg/天⾄ 100 mg/kg/天的剂量（估计为⼈体暴露量的 1-684 倍）向妊娠⼤⿏施⽤

⾮那雄胺，导致 3.6到 100% 的雄性后代。当在≥30 μg/kg/天（估计为⼈体暴露量的 0.2 倍）并在给予⾮那雄胺
时缩短肛⻔⽣殖器距离≥3 μg/kg/天（估计为⼈体暴露量的 0.02 倍）。可以在雄性⼤⿏中诱导这些作⽤的关键时
期被定义为妊娠的第 16-17 天。上述变化是属于类型类药物的预期药理作⽤⼆5α-还原酶抑制剂，与报道的患有 
Type 遗传缺陷的男婴中的抑制剂相似⼆5α-还原酶。在暴露于任何剂量的⾮那雄胺的雌性后代中未观察到异常在
⼦宫内.

在第⼀代⼦代中未观察到发育异常（F1) 由⾮那雄胺治疗的雄性⼤⿏（80 mg/kg/天；⼈类暴露量的 488 倍）
与未治疗的雌性⼤⿏交配产⽣的雄性或雌性后代。在妊娠晚期和哺乳期给予⾮那雄胺 3 mg/kg/天（估计为⼈体暴
露量的 20 倍）导致 F 的⽣育⼒略有下降1雄性后代。在雌性后代中没有观察到影响。

在暴露于⾮那雄胺的兔胎中没有观察到畸形的证据在⼦宫内 从妊娠第 6-18 天开始，剂量⾼达 100 mg/kg/天
（根据体表⾯积⽐较，推荐⼈⽤剂量 1 mg/天的 1908 倍）。然⽽，预计不会对雄性⽣殖器产⽣影响，因为兔⼦
在⽣殖系统发育的关键时期没有暴露。

这在⼦宫内在恒河猴（妊娠 20-100 天）中评估了胚胎和胎⼉发育期间⾮那雄胺暴露的影响，恒河猴是⼀种⽐
⼤⿏或兔⼦更能预测⼈类发育的物种。给怀孕的猴⼦静脉注射⾮那雄胺，剂量⾼达 800 ng/天（⾄少是孕妇⾮那
雄胺最⾼估计暴露量的 25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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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每天服⽤ 1 毫克的男性精液，基于体表⾯积⽐较）导致男性胎⼉没有异常。为确认恒河猴模型与⼈类胎⼉发
育的相关性，给怀孕的猴⼦⼝服 2 mg/kg/天剂量的⾮那雄胺会导致雄性胎⼉的外⽣殖器异常。在男性胎⼉中未观
察到其他异常，在任何剂量的⼥性胎⼉中均未观察到与⾮那雄胺相关的异常。

哺乳⺟亲
PROPECIA 不适⽤于⼥性。
不知道⾮那雄胺是否在⼈乳中排泄。 ⼉科使⽤

PROPECIA 不适⽤于⼉科患者。
在⼉科患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确定。 ⽼年⼈使⽤

⽤ PROPECIA 进⾏的临床疗效研究不包括 65 岁及以上的受试者。根据⾮那雄胺 5 mg 的药代动⼒学，⽼年⼈
对于 PROPECIA ⽆需调整剂量（⻅临床药理学，药代动⼒学）。然⽽，PROPECIA 在⽼年⼈中的疗效尚未确定。

不良反应
PROPECIA（⾮那雄胺 1 mg）治疗男性型脱发的临床研究

在为期 12 个⽉的 PROPECIA 的三项对照临床试验中，1.4% 服⽤ PROPECIA 的患者（n=945）因被认为可
能、可能或肯定与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停药（安慰剂组为 1.6%；n =934）。

被报告为可能、可能或肯定与药物相关的临床不良反应≥1% 接受 PROPECIA 或安慰剂治疗的患者⻅表 1。

表格1
第 1 年 PROPECIA（⾮那雄胺 1 mg）的药物相关不良反应（%）

男性型脱发
普鲁佩克

N=945
安慰剂
N=934

性欲下降 1.8 1.3

勃起功能障碍 1.3 0.7

射精障碍
（射精量减少）

1.2
(0.8)

0.7
(0.4)

由于与药物有关的性不良经历⽽停药 1.2 0.9

对临床不良反应的综合分析显⽰，在使⽤ PROPECIA 治疗期间，945 名男性中有 36 名（3.8%）报告了⼀种
或多种这些不良反应，⽽接受安慰剂治疗的 934 名男性中有 20 名（2.1%）报告了这些不良反应（p=0.04）。由
于这些副作⽤⽽停⽌使⽤ PROPECIA 治疗的男性和⼤多数继续治疗的男性中出现了缓解。上述每种不良经历的发
⽣率均下降⾄≤到 PROPECIA 治疗的第五年为 0.3%。

在⼀项对健康男性每⽇ 1 mg ⾮那雄胺的研究中，在治疗 48 周后观察到射精量中位数减少了 0.3 mL (-11%)，
⽽安慰剂组减少了 0.2 mL (‒8%)。另外两项研究表明，与安慰剂相⽐，5 倍于 PROPECIA 剂量（每天 5 毫克）的
⾮那雄胺在射精量⽅⾯产⽣了约 0.5 毫升（-25%）的显着减少，但在停⽌治疗后这是可逆的。

在 PROPECIA 的临床研究中，⾮那雄胺治疗患者的乳房触痛和增⼤、超敏反应和睾丸疼痛的发⽣率与安慰剂
治疗的患者没有差异.

PROPECIA（⾮那雄胺 1 mg）的上市后经验
乳房压痛和增⼤；沮丧; 过敏反应，包括⽪疹、瘙痒、荨⿇疹以及嘴唇和⾯部肿胀；睾丸疼痛; 和男性乳腺

癌。由于这些反应是由数量不确定的⼈群⾃愿报告的，因此并不总是能够可靠地估计频率或建⽴与药物暴露的因
果关系。看PROSCAR 的对照临床试验和⻓期开放扩展研究®(⾮那雄胺 5 mg) 治疗良性前列腺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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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CAR 的对照临床试验和⻓期开放扩展研究®（⾮那雄胺 5 毫克）治疗良性前列腺增⽣

在⼀项为期 4 年的对照临床研究 PROSCAR ⻓期疗效和安全性研究 (PLESS) 中，对 3040 名 45 ⾄ 78 岁的有症
状的前列腺增⽣和前列腺肥⼤的患者进⾏了为期 4 年的安全性评估 (1524 PROSCAR 5 毫克/天和 1516 安慰
剂）。3.7%（57 名患者）接受 PROSCAR 5 mg 治疗和 2.1%（32 名患者）接受安慰剂治疗，由于与性功能相关
的不良反应⽽停⽌治疗，这是最常报告的不良反应。

表 2 列出了研究者认为可能、可能或肯定与药物相关的唯⼀临床不良反应，PROSCAR 的发⽣率是≥在 4 年的
研究中，1% 和⾼于安慰剂。在研究的第 2-4 年中，治疗组之间阳痿、性欲下降和射精障碍的发⽣率没有显着差
异。

表 2
与药物有关的不良经历普洛斯卡 （⾮那雄胺5毫克 )

良性前列腺增⽣症
第⼀年

(%)
2、3 和 4 年级*

(%)
⾮那雄胺，5 毫克 安慰剂 ⾮那雄胺，5

毫克
安慰剂

阳痿 8.1 3.7 5.1 5.1
减少
性欲

6.4 3.4 2.6 2.6

减少
体积
射精

3.7 0.8 1.5 0.5

射精
紊乱

0.8 0.1 0.2 0.1

胸部
放⼤

0.5 0.1 1.8 1.1

胸部
压痛

0.4 0.1 0.7 0.3

⽪疹 0.5 0.2 0.5 0.1
* 2-4 年合并
N = 1524 和 1516，分别为⾮那雄胺与安慰剂

1 年、安慰剂对照、III 期 BPH 研究和 PROSCAR 5 mg 和 PLESS 的 5 年开放扩展中的不良经验相似。

没有证据表明使⽤ PROSCAR 5 mg 治疗持续时间增加会增加不良反应。药物相关性不良经历的新报告随着治
疗时间的延⻓⽽减少。

⽬前尚不清楚⻓期使⽤⾮那雄胺与男性乳腺肿瘤之间的关系。在⼀项纳⼊ 3047 名男性的 4 ⾄ 6 年安慰剂和⽐
较对照研究中，接受 PROSCAR 治疗的男性中有 4 例乳腺癌，但未接受 PROSCAR 治疗的男性中没有病例。在另
⼀项纳⼊ 3040 名男性的为期 4 年的安慰剂对照研究中，接受安慰剂治疗的男性中有 2 例乳腺癌病例，但接受 
PROSCAR 治疗的男性中没有报告病例。

在⼀项为期 7 年的安慰剂对照试验中，招募了 18,882 名健康男性，其中 9060 ⼈拥有可⽤于分析的前列腺穿
刺活检数据。在 PROSCAR 组中，280 名 (6.4%) 男性患有前列腺癌，针刺活检检测到 Gleason 评分为 7-10，⽽
安慰剂组为 237 名 (5.1%) 男性。在本研究中诊断出的前列腺癌总数中，⼤约 98% 被归类为囊内（T1 或 T2 
期）。这些发现的临床意义尚不清楚。此信息来⾃⽂献（Thompson IM、Goodman PJ、Tangen CM 等。⾮那
雄胺对前列腺癌发展的影响。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2003;349:213-22) 供医⽣在按指⽰使⽤ PROSCAR 时考虑。
PROSCAR 未被批准⽤于降低患前列腺癌的⻛险。

药物过量
在临床研究中，单剂量⾮那雄胺⾼达 400 mg 和多剂量⾮那雄胺⾼达 80 mg/天，持续三个⽉未导致不良反

应。在获得进⼀步的经验之前，不推荐针对⾮那雄胺过量的特定治疗⽅法。

在雄性和雌性⼩⿏中观察到单次⼝服剂量 1500 mg/m 的显着致死率2

(500 mg/kg) 和雌性和雄性⼤⿏单次⼝服剂量为 2360 mg/m2(400 毫克/公⽄) 和 5900 毫克/平⽅⽶2（1000 毫克/
公⽄），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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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和给药

推荐剂量为每天⼀次⼝服 1 毫克。PROPECIA 可在⽤餐或不
⽤餐时服⽤。
⼀般来说，在观察到益处之前，需要每天使⽤三个⽉或更⻓时间。建议继续使⽤以维持益处，应定期重新评

估。停⽌治疗会在 12 个⽉内逆转效果。

供应⽅式
No. 6642 — PROPECIA ⽚剂，1 mg，是棕褐⾊、⼋⻆形、薄膜包⾐凸⽚，⼀侧带有“程式化 P”标志，另⼀

侧带有 PROPECIA。它们提供如下：
国家数据中⼼0006-0071-31 使⽤单位 30 瓶（含⼲燥剂） 国家数据中⼼
0006-0071-54反渗透磷AK®- 使⽤单位 90 瓶（带⼲燥剂）。 储存和处理

在室温 15-30°C (59-86°F) 下储存。保持容器密闭并防⽌受潮。由于⾮那雄胺吸收的可能性以及随后对男性胎
⼉的潜在⻛险，⼥性在怀孕或可能怀孕时不应处理压碎或破损的 PROPECIA ⽚剂。PROPECIA ⽚剂有包⾐，

在正常处理过程中可防⽌与活性成分接触，前提是⽚剂没有破碎或压碎。（⻅警告，⼥性接触 - 男性胎⼉的⻛
险；和注意事项，患者信息和 怀孕。)

2010 年 12 ⽉发布

美国专利号：5,547,957；5,57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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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佩克®
（⾮那雄胺）⽚剂，1 mg 关
于 PROPECIA 的患者信息®(
亲⼩便）

通⽤名称：⾮那雄胺
（鳍-AS-tur-eyeed）

普鲁佩克®仅供男⼠使⽤。

在您开始服⽤ PROPECIA 之前，请阅读本传单。此外，每次更新处⽅时，请阅读 PROPECIA 随附的信息，以防万
⼀发⽣任何变化。请记住，本传单不能代替与您的医⽣的仔细讨论。当您开始服药和定期检查时，您和您的医⽣
应该讨论 PROPECIA。

PROPECIA 是做什么⽤的？

PROPECIA ⽤于治疗男性头顶和前中头⽪区域的脱发。

PROPECIA 供以下⽤⼾使⽤仅限男性并且应该不是供妇⼥或⼉童使⽤。

什么是男性型脱发？

男性型脱发是⼀种常⻅的情况，男性头⽪上的头发会变薄。通常，这会导致发际线后退和/或头顶秃顶。这些变化
通常在 20 多岁的男性中逐渐开始。

医⽣认为男性型脱发是由遗传引起的，并且取决于荷尔蒙的影响。医⽣将这种类型的脱发称为雄激素性脱发。

临床研究结果：

在 12 个⽉的时间⾥，医⽣研究了 1800 多名 18 ⾄ 41 岁的轻度⾄中度持续脱发的男性。在这些男性中，⼤约 
1200 名头顶脱发的男性参加了额外的延伸研究，总研究时间⻓达五年。⼀般来说，服⽤ PROPECIA 的男性会保
持或增加可⻅头⽪⽑发的数量，并在第⼀年注意到他们的头发有所改善。与研究开始相⽐，改善在剩余的治疗年
限中得以维持。未服⽤ PROPECIA 的男性的头发数量继续减少。

在⼀项研究中，患者被问及体⽑的⽣⻓情况。PROPECIA 似乎不会影响头⽪以外的头发。

PROOPECIA 对我有⽤吗？

对于⼤多数男性来说，PROPECIA 在治疗的第⼀年会增加头⽪⽑发的数量，有助于填充头⽪薄或秃顶的区域。此
外，服⽤ PROPECIA 的男性可能会注意到脱发速度减缓。虽然结果会有所不同，但通常您将⽆法重新⻓出您失去
的所有头发。没有⾜够的证据表明 PROPECIA 可⽤于治疗头部两侧颞区发际线后退。

随着时间的推移，男性型脱发逐渐发⽣。平均⽽⾔，健康的头发每个⽉只⻓出⼤约半英⼨。因此，需要时间才能
看到任何效果。

您可能需要每天服⽤ PROPECIA 三个⽉或更⻓时间才能看到服⽤ PROPECIA 的益处。如果您继续服⽤，
PROPECIA 只能⻓期有效。如果药物在 12 个⽉内对您⽆效，则进⼀步治疗不太可能有益。如果您停⽌服⽤ 
PROPECIA，您可能会在停⽌治疗后的 12 个⽉内失去您获得的头发。您应该与您的医⽣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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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CIA 对治疗绝经后妇⼥雄激素性脱发引起的脱发⽆效。⼥性不应服⽤ PROPECIA。

我应该如何服⽤ PROPECIA？ 按照

医⽣的指⽰。

· 每天⼝服⼀粒。

· 您可以在有或没有⻝物的情况下服⽤ PROPECIA。

· 如果您忘记服⽤ PROPECIA，请不是 多拿⼀块平板电脑。像往常⼀样服⽤下⼀个平板电脑。

PROPECIA 将不是 如果您每天服⽤⼀次以上，则⼯作得更快或更好。

谁应该不是 服⽤普鲁佩西亚？

· PROPECIA ⽤于治疗男性型脱发仅限男性并且不应该由⼥性服⽤（⻅关于 PROPECIA 和怀孕的警告）。

· ⼉童不应服⽤ PROPECIA。

· 任何对任何成分过敏的⼈。

关于 PROPECIA 和怀孕的警告。

· 怀孕或可能怀孕的⼥性：

- 不得使⽤ PROPECIA

- 不应处理压碎或破碎的 PROPECIA ⽚剂。

如果怀有男婴的妇⼥通过吞咽或通过⽪肤吸收 PROPECIA 中的活性成分，可能会导致男婴性器官异常。如果孕妇
接触到 PROPECIA 中的活性成分，应咨询医⽣。PROPECIA ⽚剂有包⾐，在正常处理过程中可防⽌与活性成分
接触，前提是⽚剂没有破碎或压碎。

PROPECIA 可能产⽣的副作⽤是什么？

像所有处⽅产品⼀样，PROPECIA 可能会引起副作⽤。在临床研究中，PROPECIA 的副作⽤并不常⻅，并且不会
影响⼤多数男性。少数男性经历了某些性副作⽤。这些男性报告了以下⼀项或多项：对性的渴望减少；难以勃
起；并且，精液量减少。这些副作⽤中的每⼀种都发⽣在不到 2% 的男性⾝上。这些副作⽤在停⽌服⽤ 
PROPECIA 的男性中消失了。在⼤多数继续服⽤ PROPECIA 的男性中，它们也消失了。

在⼀般使⽤中，已报告以下情况： 乳房触痛和增⼤；沮丧; 过敏反应，包括⽪疹、瘙痒、荨⿇疹和嘴唇和⾯部肿
胀；射精问题；睾丸疼痛; 并且，在极少数情况下，男性乳腺癌。您应该⽴即向您的医⽣报告您乳房的任何变
化，例如肿块、疼痛或乳头溢液。及时告诉您的医⽣这些或任何其他不寻常的副作⽤。

· PROPECIA 可以影响⽤于筛查前列腺癌的称为 PSA（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的⾎液检测。如果您进⾏了 PSA 测
试，您应该告诉您的医⽣您正在服⽤ PROPECIA。因为 PROPECIA 降低 PSA ⽔平，所以您的医⽣需要仔细
评估 PSA ⽔平的变化。应仔细评估随访 PSA ⽔平从最低点的任何增加，即使测试结果仍在未服⽤ PROPECIA 
的男性的正常范围内。如果您没有服⽤，您还应该告诉您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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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使⽤ PROPECIA，因为这可能会影响 PSA 测试结果。有关更多信息，请咨询您的医⽣。

储存和处理。

将 PROPECIA 保存在原始容器中并保持容器密闭。将其存放在室温下⼲燥的地⽅。PROPECIA ⽚剂有包⾐，在正
常处理过程中可防⽌与活性成分接触，前提是⽚剂没有破碎或压碎。

不要将您的 PROPECIA ⽚剂交给任何⼈。它只为您开具。将 PROPECIA 和所有药物放在⼉童接触不到的地⽅。

本传单提供了有关 ProOPECIA 的信息摘要。如果在阅读本传单后您有任何问题或不确定，请咨询您的医⽣、药
剂师或医疗保健提供者。

1-888-637-2522，周⼀⾄周五，上午 8:30 ⾄晚上 7:00（东部时间）。

www.propecia.com

2010 年 12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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