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替⽶沙坦/氢氯噻嗪 40 mg/12.5 mg ⽚剂 替⽶沙坦/氢氯
噻嗪 80 mg/12.5 mg ⽚剂 替⽶沙坦/氢氯噻嗪 80 mg/25 
mg ⽚剂

替⽶沙坦/氢氯噻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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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替⽶沙坦/氢氯噻嗪，⽤途是什么
2. 服⽤替⽶沙坦/氢氯噻嗪前需要了解的事项
3. 如何服⽤替⽶沙坦/氢氯噻嗪
4. 可能的副作⽤
5. 替⽶沙坦/氢氯噻嗪如何储存
6. 包装内容及其他信息

⼀、什么是替⽶沙坦/氢氯噻嗪，⽤途是什么

替⽶沙坦/氢氯噻嗪是两种活性物质的组合，替⽶沙坦和氢氯噻嗪在⼀⽚⽚剂中。这两种物
质都有助于控制⾼⾎压。

- 替⽶沙坦属于⼀组称为⾎管紧张素 II 受体拮抗剂的药物。⾎管紧张素-II 是⼀种在您体内产⽣的
物质，它会导致您的⾎管变窄，从⽽增加您的⾎压。替⽶沙坦阻断⾎管紧张素 II 的作⽤，使⾎管
放松，⾎压降低。

- 氢氯噻嗪属于⼀组称为噻嗪类利尿剂的药物，可导致您的尿量增加，从⽽降低您的⾎压。

⾼⾎压如果不治疗，会损害多个器官的⾎管，有时会导致⼼脏病发作、⼼⼒衰竭或肾衰竭、中⻛或
失明。在损伤发⽣之前，通常没有⾼⾎压的症状。因此，定期测量⾎压以验证其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常重要。

替⽶沙坦/氢氯噻嗪（40 mg/12.5 mg，80 mg/12.5 mg）⽤于单独使⽤替⽶沙坦治疗⾎压
未得到充分控制的成⼈⾼⾎压（原发性⾼⾎压）。

替⽶沙坦/氢氯噻嗪（80 mg/25 mg）⽤于治疗⾼⾎压（原发性⾼⾎压）的⾎压未得到充分控
制的成⼈
替⽶沙坦/氢氯噻嗪80 mg/12.5 mg 或先前通过替⽶沙坦和氢氯噻嗪稳定的患者分别给予。

2. 服⽤替⽶沙坦/氢氯噻嗪前需要了解的事项

TITLE - TELMISARTAN + HCTZ / MICARDIS HCT MEDICATION PATIENT INFORMATION IN CHINESE

Source : Medicines Org UK

www.911globalmeds.com/buy-telmisartan-hydrochlorothiazide-dyazide-maxzide-online
https://www.medicines.org.uk/emc/files/pil.8603.pdf


不要服⽤替⽶沙坦/氢氯噻嗪：
- 如果您对替⽶沙坦或该药的任何其他成分过敏（列于第 6 节）。
- 如果您对氢氯噻嗪或任何其他磺胺类药物过敏。
- 如果您怀孕超过 3 个⽉。（怀孕早期最好避免使⽤替⽶沙坦/氢氯噻嗪——⻅怀

孕部分。）
如果您有严重的肝脏问题，例如胆汁淤积或胆道阻塞（胆汁从肝脏和胆囊引流的问
题）或任何其他严重的肝脏疾病。
如果您患有严重的肾脏疾病。
如果您的医⽣确定您的⾎液中钾含量低或钙含量⾼，并且治疗后不会好转。

如果您患有糖尿病或肾功能受损，并且您正在接受含有阿利吉仑的降⾎压药物治疗。

-

-
-

-

如果上述任何⼀项适⽤于您，请在服⽤替⽶沙坦/氢氯噻嗪之前告诉您的医
⽣或药剂师。

警告和注意事项
如果您患有或曾经患有以下任何病症或疾病，请在服⽤该药之前咨询您的医⽣：

- 低⾎压（低⾎压），如果您因脱⽔（体内⽔分流失过多）或由于利尿剂治疗（⽔⽚）、低盐
饮⻝、腹泻、呕吐或⾎液透析⽽导致缺盐，可能会发⽣低⾎压（低⾎压）。

肾脏疾病或肾脏移植。
肾动脉狭窄（⼀个或两个肾脏的⾎管变窄）。肝病。

⼼脏疾病。
糖尿病。
痛⻛。
醛固酮⽔平升⾼（体内的⽔和盐潴留以及各种⾎液矿物质的不平衡）。

系统性红斑狼疮（也称为“狼疮”或“SLE”）是⼀种⾝体免疫系统攻击⾝体的疾病。

- 活性成分氢氯噻嗪会引起异常反应，导致视⼒下降和眼痛。这些可能是眼睛⾎
管层积液（脉络膜积液）或眼压升⾼的症状，可能在服⽤替⽶沙坦/氢氯噻嗪
后数⼩时⾄数周内发⽣。如果不治疗，这可能导致永久性视⼒障碍。

-
-
-
-
-
-
-

-

在服⽤替⽶沙坦/氢氯噻嗪之前咨询您的医⽣：
-
- 如果您正在服⽤以下任何⼀种⽤于治疗⾼⾎压的药物： ○

ACE 抑制剂（例如依那普利、赖诺普利、雷⽶普利），特别是如果您有糖尿病相关
的肾脏问题。
阿利吉仑。○

您的医⽣可能会定期检查您的肾功能、⾎压和⾎液中电解质（例如钾）的含量。另⻅标
题“不要服⽤替⽶沙坦/氢氯噻嗪”下的信息。

如果您正在服⽤地⾼⾟。
如果您患有⽪肤癌或在治疗期间出现意外的⽪肤损伤。氢氯噻嗪治疗，特别是⻓期⼤剂量
使⽤，可能会增加某些类型的⽪肤癌和唇癌（⾮⿊⾊素瘤⽪肤癌）的⻛险。服⽤替⽶沙坦/
氢氯噻嗪时保护您的⽪肤免受阳光照射和紫外线照射

如果您过去在摄⼊氢氯噻嗪后出现呼吸或肺部问题（包括炎症或肺部积液）。如果您出现
任何严重的呼吸急促

-

-
-

-



或服⽤替⽶沙坦/氢氯噻嗪后呼吸困难，请⽴即就医。

如果您认为⾃⼰是（或可能成为 ) 怀孕。不建议在怀孕早期使⽤替⽶沙坦/氢氯噻嗪，如果您怀孕
超过 3 个⽉，则不得服⽤，因为如果在该阶段使⽤可能会对您的宝宝造成严重伤害（参⻅怀孕部
分）。

⽤氢氯噻嗪治疗可能会导致体内电解质失衡。体液或电解质失衡的典型症状包括⼝⼲、虚弱、嗜
睡、嗜睡、烦躁、肌⾁疼痛或痉挛、恶⼼（感觉恶⼼）、呕吐、肌⾁疲倦和异常快速的⼼率（超过
每分钟 100 次）。如果您遇到任何这些，您应该告诉您的医⽣。

您还应该告诉您的医⽣，如果您的⽪肤对阳光的敏感性增加，并且出现晒伤症状（如发红、瘙
痒、肿胀、起泡）的速度⽐正常情况更快。

如果进⾏⼿术或⿇醉，您应该告诉您的医⽣您正在服⽤替⽶沙坦/氢氯噻嗪。

替⽶沙坦/氢氯噻嗪在降低⿊⼈患者⾎压⽅⾯的效果可能较差。

⼉童和⻘少年
不建议在 18 岁以下的⼉童和⻘少年中使⽤替⽶沙坦/氢氯噻嗪。

其他药物和替⽶沙坦/氢氯噻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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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医⽣可能
需要更改这些其他药物的剂量或采取其他预防措施。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不得不停⽌服⽤其中
⼀种药物。这尤其适⽤于与替⽶沙坦/氢氯噻嗪同时服⽤的下列药物：

-
-

⽤于治疗某些类型抑郁症的含锂药物。
与低⾎钾（低钾⾎症）相关的药物，例如其他利尿剂（“⽔⽚”）、泻药（例如蓖⿇油）、
⽪质类固醇（例如泼尼松）、促肾上腺⽪质激素（⼀种激素）、两性霉素（⼀种抗真菌药
物）、甲氧苄啶（⽤于治疗⼝腔溃疡）、⻘霉素 G 钠（⼀种抗⽣素）和⽔杨酸及其衍⽣物。

可能增加⾎钾⽔平的药物，如保钾利尿剂、钾补充剂、含钾盐替代品、ACE 抑制剂、环
孢菌素（⼀种免疫抑制药物）和其他医药产品，如肝素钠（⼀种抗凝剂）。

受⾎钾⽔平变化影响的药物，如⼼脏药物（如地⾼⾟）或控制⼼律的药物（如奎尼丁、丙
吡胺、胺碘酮、索他洛尔）、⽤于精神障碍的药物（如硫利达嗪、氯丙嗪、左美丙嗪）和
其他药物，例如某些抗⽣素（例如司帕沙星、喷他脒）或某些治疗过敏反应的药物（例如
特⾮那定）。

治疗糖尿病的药物（胰岛素或⼝服药物，如⼆甲双胍）。消胆胺和考来替泊，⽤
于降低⾎脂⽔平的药物。
增加⾎压的药物，例如去甲肾上腺素。肌⾁放松药物，如
筒箭毒碱。
钙补充剂和/或维⽣素 D 补充剂。
抗胆碱能药物（⽤于治疗各种疾病的药物，如胃肠痉挛、膀胱痉挛、哮喘、晕⻋、肌⾁
痉挛、

-

-

-
-
-
-
-
-



帕⾦森病和作为⿇醉辅助剂），例如阿托品和⽐哌⽴登。⾦刚烷胺（⽤于治疗帕⾦森
病的药物，也⽤于治疗或预防某些由病毒引起的疾病）。

⽤于治疗⾼⾎压的其他药物、⽪质类固醇、⽌痛药（如⾮甾体抗炎药 [NSAID]）、治疗癌
症、痛⻛或关节炎的药物。如果您正在服⽤ ACE 抑制剂或阿利吉仑（另请参阅标题“不要
服⽤替⽶沙坦/氢氯噻嗪”和“警告和注意事项”下的信息）。

地⾼⾟。

-

-

-

-

替⽶沙坦/氢氯噻嗪可能会增加其他⽤于治疗⾼⾎压的药物或具有降压潜⼒的药物（如巴氯芬、氨
磷汀）的降压效果。此外，酒精、巴⽐妥类药物、⿇醉剂或抗抑郁药可能会加重低⾎压。站⽴
时，您可能会注意到这是头晕。如果您在服⽤替⽶沙坦/氢氯噻嗪时需要调整其他药物的剂量，您
应该咨询您的医⽣。

当您服⽤⾮甾体抗炎药（⾮甾体抗炎药，例如阿司匹林或布洛芬）时，替⽶沙坦/氢氯噻嗪
的作⽤可能会降低。

替⽶沙坦/氢氯噻嗪与⻝物和酒精
您可以在有或没有⻝物的情况下服⽤替⽶沙坦/氢氯噻嗪。在与医⽣交谈之前避免饮酒。酒精可
能会使您的⾎压下降更多和/或增加您头晕或感到头晕的⻛险。

怀孕和哺乳

怀孕
如果您认为⾃⼰（或可能）怀孕，您必须告诉您的医⽣。您的医⽣通常会建议您在怀孕前或在您知
道⾃⼰怀孕后⽴即停⽌服⽤替⽶沙坦/氢氯噻嗪，并建议您服⽤另⼀种药物来代替替⽶沙坦/氢氯噻
嗪。怀孕期间不建议使⽤替⽶沙坦/氢氯噻嗪，怀孕3个⽉以上不得服⽤，因为如果在怀孕3个⽉后
使⽤，可能会对宝宝造成严重伤害。

哺乳
如果您正在⺟乳喂养或即将开始⺟乳喂养，请告诉您的医⽣。不建议⺟乳喂养的⺟亲使⽤替⽶沙
坦/氢氯噻嗪，如果您想⺟乳喂养，您的医⽣可能会为您选择另⼀种治疗⽅法。

驾驶和使⽤机器
有些⼈在服⽤替⽶沙坦/氢氯噻嗪时会感到头晕或疲倦。如果您感到头晕或疲倦，请勿驾驶或操
作机器。

替⽶沙坦/氢氯噻嗪含有乳糖⼀⽔合物
如果您对某些糖类不耐受，请在服⽤此药物之前咨询您的医⽣。

3. 如何服⽤替⽶沙坦/氢氯噻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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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沙坦/氢氯噻嗪的推荐剂量为每天⼀⽚。尝试每天在同⼀时间服⽤平板电脑。您可以在有或没
有⻝物的情况下服⽤替⽶沙坦/氢氯噻嗪。⽚剂应与⼀些⽔或其他⾮酒精饮料⼀起吞服。重要的是
你



每天服⽤替⽶沙坦/氢氯噻嗪，直到您的医⽣另有说明。

如果您的肝脏不能正常⼯作，通常的剂量不应超过 40 毫克/12.5 毫克，每天⼀次。

如果您服⽤的替⽶沙坦/氢氯噻嗪过多
如果您不⼩⼼服⽤过多的药⽚，您可能会出现低⾎压和⼼跳加快等症状。也有报道称⼼跳缓慢、
头晕、呕吐、肾功能下降，包括肾功能衰竭。由于氢氯噻嗪成分，也可能出现显着的低⾎压和低
⾎钾，这可能导致恶⼼、嗜睡和肌⾁痉挛和/或与同时使⽤洋地⻩或某些抗⼼律失常药物相关的⼼
律不⻬治疗。⽴即联系您的医⽣、药剂师或最近的医院急诊科。

如果您忘记服⽤替⽶沙坦/氢氯噻嗪
如果您忘记服药，请不要担⼼。记住后⽴即服⽤，然后像以前⼀样继续。如果您⼀天没有服⽤平
板电脑，请在第⼆天服⽤正常剂量。不要服⽤双倍剂量以弥补忘记的个⼈剂量。

如果您对该药的使⽤还有其他疑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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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副作⽤可能很严重，需要⽴即就医：
如果您出现以下任何症状，您应该⽴即去看医⽣：脓毒症*（通常称为“⾎液中毒”），是⼀种全
⾝炎症反应的严重感染，⽪肤和黏膜迅速肿胀（⾎管性⽔肿）、起泡和⽪肤顶层脱⽪（中毒性表
⽪坏死松解症）；这些副作⽤很少⻅（可能影响多达 1,000 ⼈中的 1 ⼈）或频率未知（中毒性表
⽪坏死松解症），但⾮常严重，患者应停⽌服药并⽴即就医。如果不治疗这些影响，它们可能是
致命的。仅使⽤替⽶沙坦观察到脓毒症发病率增加，但不能排除替⽶沙坦/氢氯噻嗪。

替⽶沙坦/氢氯噻嗪可能的副作⽤：

常⻅的副作⽤ （可能影响多达⼗分之⼀的⼈）：头
晕。

不常⻅的副作⽤ （可能影响多达 100 ⼈中的 1 ⼈）：
⾎钾⽔平降低、焦虑、昏厥（晕厥）、刺痛感、针刺感（感觉异常）、旋转感（眩晕）、⼼跳加
快（⼼动过速）、⼼律失常、低⾎压、⾎液突然下降站⽴时的压⼒、呼吸急促（呼吸困难）、腹
泻、⼝⼲、胀⽓、背痛、肌⾁痉挛、肌⾁疼痛、勃起功能障碍（⽆法勃起或保持勃起）、胸痛、
⾎尿酸⽔平升⾼。

罕⻅的副作⽤ （可能影响多达千分之⼀的⼈）：
肺部炎症（⽀⽓管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种⾝体免疫系统攻击⾝体的疾病，导致关节疼痛、
⽪疹和发烧）的激活或恶化；喉咙痛，鼻窦发炎；感到悲伤（抑郁）、⼊睡困难（失眠）、视⼒
受损、呼吸困难、腹痛、便秘、腹胀（消化不良）、感觉恶⼼（呕吐）、胃部炎症（胃炎）、肝
功能异常（⽇本患者是更容易出现这种副作⽤）、⽪肤发红（红斑）、过敏反应（如瘙痒或⽪
疹）、出汗增多、荨⿇疹（荨⿇疹）、关节痛（关节痛）和四肢疼痛，



肌⾁痉挛、流感样疾病、疼痛、钠含量低、⾎中肌酐、肝酶或肌酸磷酸激酶⽔平升⾼。

使⽤其中⼀种成分报告的不良反应可能是替⽶沙坦/氢氯噻嗪的潜在不良反应，即使在使⽤该产品
的临床试验中未观察到。

替⽶沙坦
在单独服⽤替⽶沙坦的患者中，报告了以下额外的副作⽤：

不常⻅的副作⽤ （可能影响多达 100 ⼈中的 1 ⼈）：
上呼吸道感染（例如喉咙痛、鼻窦发炎、普通感冒）、尿路感染、红细胞缺乏（贫⾎）、⾼
钾⽔平、⼼率缓慢（⼼动过缓）、肾功能损害包括急性肾功能衰竭、虚弱、咳嗽.

罕⻅的副作⽤ （可能影响多达千分之⼀的⼈）：
⾎⼩板计数低（⾎⼩板减少症），某些⽩细胞增加
（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严重过敏反应（如过敏、过敏反应、药疹）、低⾎糖（糖尿病患
者）、胃部不适、湿疹（⼀种⽪肤病）、关节病、肌腱炎症、⾎红蛋⽩减少（⼀种⾎液蛋⽩
质），嗜睡。

⾮常罕⻅的副作⽤ （可能影响多达 10,000 ⼈中的 1 ⼈）：肺组织进⾏性瘢痕形成（间质性
肺病）**

* 该事件可能是偶然发⽣的，也可能与⽬前未知的机制有关。

* * 曾报告在服⽤替⽶沙坦期间出现肺组织进⾏性瘢痕形成的病例。然⽽，尚不清楚替⽶沙
坦是否是病因。

氢氯噻嗪
在单独服⽤氢氯噻嗪的患者中，报告了以下额外的副作⽤：

常⻅的副作⽤ （可能影响多达⼗分之⼀的⼈）：感
觉恶⼼（恶⼼），⾎镁⽔平低。

罕⻅的副作⽤ （可能影响多达千分之⼀的⼈）：
⾎⼩板减少，这会增加出⾎或瘀伤（由出⾎引起的⽪肤或其他组织中的⼩紫红⾊标记）、⾼
⾎钙⽔平、头痛的⻛险。

⾮常罕⻅的副作⽤ （可能影响多达 10,000 ⼈中的 1 ⼈）：
由于⾎液氯化物⽔平低，pH值升⾼（酸碱平衡紊乱）。

急性呼吸窘迫（症状包括严重的呼吸急促、发烧、虚弱和意识模糊）。

未知频率的副作⽤ （⽆法从现有数据估计频率）：唾液腺炎症，⾎液中细胞数量减少（甚⾄缺
乏），包括红细胞和⽩细胞计数低，严重过敏反应（例如超敏反应，过敏反应） )、⻝欲下降或丧
失、烦躁不安、头晕⽬眩、视⼒模糊或发⻩、视⼒下降和眼痛（可能是眼睛⾎管层积液（脉络膜积
液）或急性近视或锐⻆的迹象闭塞性⻘光眼）、⾎管炎症（⾎管炎坏死）、胰腺发炎、胃部不适、
⽪肤或眼睛发⻩（⻩疸）、狼疮样综合征（⼀种类似于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疾病，⾝体的免疫系统会
攻击⾝体）;⽪肤病，如⽪肤⾎管发炎、对阳光的敏感性增加、⽪疹、⽪肤发红、嘴唇、眼睛或嘴
巴起⽔泡、⽪肤和脱⽪、发烧（可能是多形性红斑的迹象）、虚弱、肾脏炎症或肾功能受损，尿液
中的葡萄糖（糖尿），发烧，



电解质平衡受损、⾎胆固醇⽔平⾼、⾎容量减少、⾎糖⽔平升⾼、难以控制⾎液/尿液中的葡萄糖
⽔平
诊断为糖尿病或⾎液中的脂肪、⽪肤癌和唇癌（⾮⿊⾊素瘤⽪肤癌）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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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通过⻩卡计划直接报告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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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沙坦/氢氯噻嗪如何储存

将此药放在⼉童看不到和够不到的地⽅。
在“EXP”后的纸箱或⽔泡上注明的有效期后，请勿使⽤该药。到期⽇是指该⽉的最后⼀天。

该药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温度储存条件。存放在原包装中，以防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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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替⽶沙坦/氢氯噻嗪包含
活性物质是替⽶沙坦和氢氯噻嗪。

每⽚含 40 毫克替⽶沙坦和 12.5 毫克氢氯噻嗪。每⽚含 80 毫克替⽶沙
坦和 12.5 毫克氢氯噻嗪。每⽚含有 80 毫克替⽶沙坦和 25 毫克氢氯噻
嗪。

其他成分是：
纤维素、微晶、乳糖⼀⽔合物、⽢露醇、氢氧化钠、葡甲胺、聚维酮 (K30)、硬脂酸镁、硬脂富⻢
酸钠、红⾊三氧化⼆铁 (E172) [适⽤于 40 mg/12.5 mg 和 80 mg/12.5 mg ⽚剂] 和⻩⾊三氧化⼆
铁氧化物 (E172) [适⽤于 80 毫克/25 毫克⽚剂]。

替⽶沙坦/氢氯噻嗪的外观和包装内容
40 毫克/12.5 毫克⽚剂：⼀侧为⽩⾊⾄灰⽩⾊，另⼀侧为红⾊，可能有斑点，双凸、双层、椭
圆形、未包⾐⽚剂，⻓约 13 毫⽶，宽约 6.2 毫⽶，凹有“T1”在红⾊的⼀⾯和在另⼀边平
原。
80 毫克/12.5 毫克⽚剂：⼀侧为⽩⾊⾄灰⽩⾊，另⼀侧为红⾊，可能有斑点，双凸、双层、椭圆
形、未包⾐⽚剂，⻓约 16.2 毫⽶，宽约 7.9 毫⽶，凹有“T2”在红⾊的⼀⾯和在另⼀边平原。

80 mg/25 mg ⽚剂：⼀侧为⽩⾊⾄灰⽩⾊，另⼀侧为⻩⾊，可能有斑点，双凸、双层、⻓⽅
形、未包⾐⽚剂，⻓约 16.2 毫⽶，宽约 7.9 毫⽶，凹有“T2”⻩⾊的⼀⾯和另⼀边的平原。

提供铝/铝泡罩包装，包含 14、28、30、56、60、84、90、98 或 100 ⽚。

并⾮所有包装尺⼨都可以销售。

上市许可持有⼈和制造商



上市许可持有⼈ Accord Healthcare 
Limited Sage House, 319 Pinner 
Road, North Harrow, Middlesex, 
HA1 4HF, United Kingdom

制造商
Accord Healthcare Limited, Sage 
house, 319 Pinner road, North Harrow, 
Middlesex HA1 4HF, United Kingdom

Accord Healthcare BV, 
Winthontlaan 200,
3526 KV 乌得勒⽀,
荷兰⼈

Accord Healthcare Polska Sp.z oo,
ul。Lutomierska 50,95-200 Pabianice, 波兰

该药品在 EEA 成员国以下列名称获得授权：

奥地利 替⽶沙坦/氢氯噻嗪 Accord 40 mg/12,5 mg, 80 mg/12,5 
mg, 80 mg/25 mg ⽚剂

德国 替⽶沙坦/氢氯噻嗪 Accord 40 mg/12,5 mg, 80 mg/12,5 
mg, 80 mg/25 mg ⽚剂

爱沙尼亚 替⽶沙坦/氢氯噻嗪协议
芬兰 替⽶沙坦/氢氯噻嗪 Accord 40 mg/12.5 mg, 80 mg/12.5 

mg, 80 mg/25 mg ⽚剂/⽚剂
爱尔兰 替⽶沙坦/氢氯噻嗪 40 mg/12.5 mg、80 mg/12.5 mg、80 mg/

25 mg ⽚剂
意⼤利 替⽶沙坦和碘氯噻嗪协议
拉脱维亚 替⽶沙坦/氢氯噻嗪 Accord 40 mg/12.5 mg、80 mg/12.5 

mg、80 mg/25 mg ⽚剂
⽴陶宛 替⽶沙坦/氢氯噻嗪 Accord 40 mg/12,5 mg, 80 mg/12,5 

mg, 80 mg/25 mg ⽚剂
荷兰 Telmisartan/Hydrochloorthiazide Accord 40 mg/12,5 mg, 80 

mg/12,5 mg, 80 mg/25 mg ⽚剂
波兰 特尔⽶登
团结的
王国

替⽶沙坦/氢氯噻嗪 40 mg/12.5 mg、80 mg/12.5 mg、80 mg/
25 mg ⽚剂

法国 替⽶沙坦/氢氯噻嗪 ACCORD 40 mg/12,5 mg, 80 mg/12,5 
mg, 80 mg/25 mg

本传单最后⼀次批准是在 12/2021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