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他夫定和拉⽶夫定⽚
RX只要

警告
单独或联合使⽤核苷类似物，包括司他夫定、拉⽶夫定和其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警告）时，已经报告了乳酸性酸中毒和伴有脂肪
变性的严重肝肿⼤，包括致命病例。

在接受司他夫定和去羟肌苷与其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联合治疗的孕妇中报告了致命的乳酸酸中毒。在怀孕期间应谨慎使⽤司他夫定和去
羟肌苷的组合，并且仅在潜在益处明显超过潜在⻛险时才推荐使⽤（参⻅警告和注意事项：怀孕）。

⽆论 1 级免疫抑制程度如何，当司他夫定是包括去羟肌苷（含或不含羟基脲）的组合⽅案的⼀部分时，在治疗期间发⽣了致命性和⾮
致命性胰腺炎，⽆论是初次治疗还是接受过治疗的患者（⻅警告）。

在同时感染了⼄型肝炎病毒 (HBV) 和 HIV 并已停⽤拉⽶夫定的患者中报告了⼄型肝炎的严重急性加重。对于停⽤拉⽶夫定并同时感染 
HIV 和 HBV 的患者，⾄少应在临床和实验室随访中密切监测肝功能。如果合适，可能需要开始抗⼄型肝炎治疗（⻅警告）。

描述
司他夫定和拉⽶夫定⽚剂⽤于⼝服给药。每⽚未包⾐⽚剂含有活性成分 40mg 司他夫定和 150mg 拉⽶夫定，以及⾮活性成分微晶纤维素、㬵态⽆⽔⼆氧化
硅、交联羧甲基纤维素钠、氧化铁红、聚维酮、硬脂酸镁和纯净⽔。

Stavudine (d4T) 是⼀种合成的胸苷核苷类似物，具有抗⼈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的活性。

拉⽶夫定 (3TC) 是⼀种合成的核苷类似物，具有抗 HIV-1 和 HBV 的活性。

司他夫定：司他夫定的化学名称是 2', 3'-didehydro-3'-deoxythymidine。司他夫定的结构式如下：

司他夫定是⼀种⽩⾊⾄类⽩⾊结晶固体，分⼦式 C10H12ñ2○4分⼦量为 224.22。司他夫定在 23°C 时在⽔中的溶解度约为 83 mg/mL，在丙⼆醇中的溶解度
约为 30 mg/mL。司他夫定在 23°C 时的正⾟醇/⽔分配系数为 0.144。

拉⽶夫定：拉⽶夫定的化学名称为(2R,cis)-4-amino-1-(2-hydroxymethyl-1,3-oxathiolan-5-yl)-(1H)-pyrimidin-2-one。拉⽶夫定是胞苷双脱氧类似物的 (-) 
对映异构体。拉⽶夫定也被称为 (-) 2', 3'-dideoxy, 3'-thiacytidine。它的分⼦式为C8H11ñ3○3S，分⼦量为 229.3。它具有以下结构式：

拉⽶夫定是⼀种⽩⾊⾄灰⽩⾊结晶固体，在 20°C 的⽔中溶解度约为 70 m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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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物学

⾏动机制

司他夫定：司他夫定是胸苷的核苷类似物，被细胞激酶磷酸化为活性代谢物司他夫定三磷酸。三磷酸司他夫定通过与天然底物三磷酸胸苷 (K) 竞争抑制 
HIV-1 逆转录酶 (RT) 的活性⼀世= 0.0083 ⾄ 0.032 µM）并在其掺⼊病毒 DNA 后导致 DNA 链终⽌。Stavudine triphosphate 抑制细胞 DNA 聚合酶 β 和 γ 并
显着降低线粒体 DNA 的合成。

拉⽶夫定：拉⽶夫定是⼀种合成的核苷类似物。在细胞内，拉⽶夫定被磷酸化为其活性的 5'-三磷酸代谢物拉⽶夫定三磷酸 (3TC-TP)。3TC -TP 的主要作⽤
⽅式是在将核苷酸类似物掺⼊病毒 DNA 后通过 DNA 链终⽌抑制 HIV-1 逆转录酶 (RT)。3TC -TP 是哺乳动物 DNA 聚合酶 α、β 和线粒体 DNA 聚合酶 γ 的弱
抑制剂。

体外 HIV 易感性

司他夫定：这体外在外周⾎单核细胞、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系中测量了司他夫定的抗病毒活性。抑制 HIV-1 复制所需的药物浓度 50%(IC50) 范围为 0.0009 
⾄ 4µM，针对 HIV-1 的实验室和临床分离株。在体外，司他夫定与⻬多夫定联⽤时表现出拮抗活性。司他夫定与阿巴卡⻙、去羟肌苷、替诺福⻙或扎西他滨
联合使⽤，表现出对协同抗 HIV-1 活性的叠加作⽤。测试浓度为 9-45 µM 的利巴⻙林可将司他夫定的抗 HIV-1 活性降低 2.5 ⾄ 5 倍。HIV-1 对司他夫定的体
外易感性与⼈类 HIV-1 复制抑制之间的关系尚未确定

拉⽶夫定：使⽤标准药敏试验在许多细胞系（包括单核细胞和新鲜⼈外周⾎淋巴细胞）中评估了拉⽶夫定对 HIV-1 的抗病毒活性。欧共体50值（50% 有效浓
度）在 0.003 ⾄ 15 μM（1 μM = 0.23 mcg/mL）的范围内。来⾃未接受过治疗且没有与耐药相关的突变的受试者的 HIV 给出了中值 EC50来⾃ Virco（来⾃ 
COLA40263 的 n = 93 个基线样本）的 0.426 μM（范围：0.200 到 2.007 μM）和来⾃ Monogram Biosciences（来⾃ ESS30009 的 n = 135 个基线样本）的 
2.35 μM（1.44 到 4.08 μM）。欧共体50在外周⾎单个核细胞中，拉⽶夫定对不同 HIV-1 进化枝 (AG) 的值范围为 0.001 ⾄ 0.120 μM，⽽对 HIV-2 分离株的值
范围为 0.003 ⾄ 0.120 μM。Ribavirin (50 μM) 将拉⽶夫定在 MT-4 细胞中的抗 HIV-1 活性降低 3.5 倍。在 HIV-1 感染的 MT-4 细胞中，拉⽶夫定与不同⽐例
的⻬多夫定组合表现出协同抗逆转录病毒活性。

反抗

司他夫定：已选择对司他夫定敏感性降低的 HIV-1 分离株体外(菌株特异性）并且也从接受司他夫定治疗的患者中获得。对 61 名接受⻓期（6-29 个⽉）司他
夫定单药治疗的患者的 HIV-1 分离株的表型分析表明，来⾃ 4 名患者的治疗后分离株表现出 IC50值⽐基线分离株的平均预处理敏感性⾼ 4 倍以上（范围 7 ⾄ 
16 倍）。其中，⼀名患者的 HIV-1 分离株含有与⻬多夫定耐药相关的突变 T215Y 和 K219E，⽽另⼀名患者的分离株则含有多核苷耐药相关的突变 Q151M。
未检测到来⾃其他两名患者的 HIV-1 分离株的 RT 基因突变。司他夫定易感性变化的遗传基础尚未确定。

拉⽶夫定：HIV-1 的拉⽶夫定抗性变体已被选择细胞培养物。基因型分析表明，抗性是由于 HIV-1 逆转录酶中密码⼦ 184 处的特定氨基酸取代将蛋氨酸残基
变为异亮氨酸或缬氨酸 (M 184 V/I)。

已从患者⾝上分离出对拉⽶夫定和⻬多夫定均耐药的 HIV-1 菌株。在对照临床试验中监测临床分离株对拉⽶夫定和⻬多夫定的敏感性。在接受拉⽶夫定单药
治疗或拉⽶夫定联合⻬多夫定联合治疗的患者中，⼤多数患者的 HIV-1 分离株在 12 周内对拉⽶夫定产⽣表型和基因型耐药。在⼀些基线时携带抗⻬多夫定
病毒的患者中，通过使⽤拉⽶夫定和⻬多夫定治疗 12 周，对⻬多夫定的表型敏感性恢复。拉⽶夫定加⻬多夫定的联合治疗延缓了导致对⻬多夫定耐药的突
变的出现。

HBV 聚合酶 YMDD 基序的突变与 HBV 对拉⽶夫定细胞培养物的敏感性降低有关。在对⾮ HIV 感染的慢性⼄型肝炎患者的研究中，在⼀些每天接受拉⽶夫定
治疗 6 个⽉或更⻓时间的患者中检测到带有 YMDD 突变的 HBV 分离株，这与治疗反应减弱的证据有关；在同时感染⼄型肝炎病毒的情况下，接受含拉⽶夫
定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 HIV 感染患者也报告了类似的 HBV 突变体（⻅注意事项）。

交叉电阻

司他夫定：已观察到 HIV-1 逆转录酶抑制剂之间的交叉耐药性。⼏项研究表明，⻓期司他夫定治疗可以选择和/或维持与⻬多夫定耐药相关的突变。具有⼀种
或多种⻬多夫定耐药相关突变（M41L、D67N、K70R、L210W、T215Y/F、K219Q/E）的 HIV-1 分离株在体外对司他夫定的敏感性降低

拉⽶夫定：拉⽶夫定耐药 HIV-1 突变体对去羟肌苷 (ddI) 和扎西他滨 (ddC) 具有交叉耐药性。在⼀些接受⻬多夫定联合去羟肌苷或扎西他滨治疗的患者中，
出现了对包括拉⽶夫定在内的多种逆转录酶抑制剂耐药的分离株。

临床药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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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药代动⼒学：
司他夫定和拉⽶夫定⽚：
当健康志愿者空腹服⽤时，联合⽚剂中司他夫定和拉⽶夫定的吸收速率和程度分别与 Zerit® 㬵囊和 Epivir® ⽚剂相似。尚未评估⻝物对司他夫定和拉⽶夫定
⽚的影响。

司他夫定：已在 HIV 感染的成⼈和⼉童患者中评估了司他夫定的药代动⼒学（表 1-3）。在 0.03 ⾄ 4mg/kg 的单剂量和多剂量后，⾎浆峰浓度 (Cmax) 和⾎
浆浓度-时间曲线下⾯积 (AUC) 与剂量成正⽐增加。每 6、8 或 12 ⼩时重复给药⼀次，没有明显的司他夫定蓄积。

吸收和⽣物利⽤度
司他夫定：⼝服后，司他夫定被迅速吸收，给药后 1 ⼩时内出现⾎浆峰浓度。给予司他夫定后的全⾝暴露与⽚剂或㬵囊剂或溶液剂相同。HIV感染成⼈中司
他夫定的稳态药代动⼒学参数⻅表1。

表 1：HIV 感染成⼈中司他夫定的稳态药代动⼒学参数

范围 司他夫定 40 mg BID 平
均值 ± SD (n=8)

曲线下⾯积 (ng·h/mL)⼀种 2568 ± 454
C最⼤限度（纳克/毫升） 536±146
C分钟（纳克/毫升） 8±9

⼀种从 0 到 24 ⼩时。
AUC = 24 ⼩时曲线下⾯积。C最⼤限度= 最⼤⾎浆浓
度。C分钟= ⾕或最低⾎浆浓度。

拉⽶夫定：HIV感染者⼝服拉⽶夫定后吸收迅速。12 名成年患者的绝对⽣物利⽤度为 150 毫克⽚剂的 86% ± 16%（平均值 ± SD）和⼝服溶液的 87% ± 
13%。9 名 HIV 感染者每天 2 次⼝服 2 mg/kg 后，⾎清拉⽶夫定峰浓度（C最⼤限度) 为 1.5 ± 0.5 mcg/mL（平均值 ± SD）。⾎浆浓度与时间曲线下⾯积 
(AUC) 和 C最⼤限度在 0.25 ⾄ 10 mg/kg 范围内与⼝服剂量成⽐例增加。12 名⽆症状的 HIV 感染患者 2 次⼝服 25 mg 拉⽶夫定的研究剂型，⼀次是禁⻝状态，
⼀次是与⻝物⼀起服⽤（1,099 kcal；75 克脂肪，34 克蛋⽩质，72 克碳⽔化合物）。进⻝状态下拉⽶夫定吸收较慢（T最⼤限度: 3.2 ± 1.3 ⼩时) 与禁⻝状态 
(T最⼤限度: 0.9 ± 0.3 ⼩时); C最⼤限度进⻝状态下⽐禁⻝状态下低 40% ± 23%（平均 SD）。在进⻝和禁⻝状态下，全⾝暴露量（AUC∞）没有显着差异；因
此，拉⽶夫定⽚剂和⼝服溶液可随餐服⽤或不随餐服⽤。在肾功能正常的HIV阳性⽆症状成⼈中，拉⽶夫定2mg/kg每天2次⼝服给药15天后，拉⽶夫定的蓄
积率为1.50。

分配

司他夫定：在 0.01 ⾄ 11.4 µg/mL 的浓度范围内，司他夫定与⾎清蛋⽩的结合可忽略不计。司他夫定在红细胞和⾎浆之间均匀分布。分布容积⻅表 2。

表 2：司他夫定在 HIV 感染成⼈中的药代动⼒学参数：⽣物利⽤度、分布和清除率
n范围 平均值±标准差

⼝服⽣物利⽤度 (%) 分布容
积 (L)⼀种
全⾝清除率 (mL/min)⼀种
表观⼝服清除率 (mL/min)b
肾清除率 (mL/min)a 消除半衰
期，IV 剂量 (h)⼀种
消除半衰期，⼝服剂量 (h)b
司他夫定的尿液回收率（剂量百分⽐）⼴告

86.4±18.2
46±21
594±164
560±182C
237 ± 98
1.15±0.35
1.6±0.23
42±14

25
44
44
113
39
44
8
39

⼀种静脉输注 1 ⼩时后。
b单次⼝服后。
C假设体重为70公⽄。
d超过 12-24 ⼩时。

拉⽶夫定：20 名患者静脉注射拉⽶夫定后表观分布容积为 1.3 ± 0.4 L/kg，表明拉⽶夫定分布于⾎管外空间。分布容积与剂量⽆关，与体重⽆关。拉⽶夫定
与⼈⾎浆蛋⽩的结合率很低（<36%）。体外研究表明，在 0.1 ⾄ 100 mcg/mL 的浓度范围内，与红细胞相关的拉⽶夫定量为 53% ⾄ 57%，并且与浓度⽆
关。

代谢/消除

司他夫定：司他夫定的代谢命运在⼈类中尚未阐明。⽆论给药途径如何，肾脏清除约占总清除率的 40%（表 2）。平均肾脏清除率⼤约是平均内源性肌酐清
除率的两倍，表明除了肾⼩球滤过之外还有活跃的肾⼩管分泌。其余 60% 的药物可能通过内源性途径消除。

Strides Arcolab 有限公司 2007



拉⽶夫定：拉⽶夫定的代谢是次要的消除途径。在⼈体中，唯⼀已知的拉⽶夫定代谢物是反式亚砜代谢物。6 名 HIV 感染成⼈在单次⼝服拉⽶夫定后 12 ⼩
时内，有 5.2% ± 1.4%（平均值 ± SD）的剂量以反式亚砜代谢物形式从尿中排出。该代谢物的⾎清浓度尚未确定。

⼤部分拉⽶夫定通过活性有机阳离⼦分泌物在尿液中以原形消除。9 名健康受试者单次⼝服 300 mg 拉⽶夫定，肾清除率为 199.7 ± 56.9 mL/min（平均值 
± SD）。在 20 名 HIV 感染患者中，单次静脉给药，肾清除率为 280.4 ± 75.2 mL/min（平均值 ± SD），占拉⽶夫定总清除率的 71% ± 16%（平均值 ± 
SD）。在 HIV 感染患者、HBV 感染患者或健康受试者给药后 24 ⼩时进⾏⾎清取样的⼤多数单剂量研究中，观察到的平均消除半衰期 (t½) 范围为 5 ⾄ 7 ⼩
时。在 HIV 感染患者中，总清除率为 398.5 ± 69.1 mL/min（平均值 ± SD）。在 0.25 ⾄ 10 mg/kg 的⼝服剂量范围内，⼝服清除率和消除半衰期与剂量和
体重⽆关。

⻝物对拉⽶夫定和司他夫定吸收的影响。

尚未在临床研究中评估⻝物对司他夫定和拉⽶夫定复⽅⽚剂吸收速度和程度的影响。因此，司他夫定拉⽶夫定复⽅⽚应在空腹条件下服⽤。

特殊⼈群的药代动⼒学

肾功能不全：

这种固定剂量组合⽆法调整司他夫定或拉⽶夫定的剂量。因此，不建议肌酐清除率患者服⽤司他夫定和拉⽶夫定⽚< 50 毫升.分钟。

肝功能损害
司他夫定：5 名继发于肝硬化（Child-Pugh 分级 B 或 C）的⾮ HIV 感染患者单次给药 40 mg 后，司他夫定的药代动⼒学没有改变。

拉⽶夫定：拉⽶夫定的药代动⼒学特性已在肝功能受损的成⼈中确定。药代动⼒学参数不因肝功能降低⽽改变；因此，肝功能受损的患者⽆需调整拉⽶夫定
的剂量。在存在失代偿性肝病的情况下，尚未确定拉⽶夫定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怀孕：请参阅注意事项：怀孕
没有关于怀孕期间司他夫定和拉⽶夫定药代动⼒学的数据。

哺乳⺟亲：⻅注意事项：哺乳⺟亲

司他夫定：尚⽆关于司他夫定在哺乳⺟亲中的药代动⼒学数据。尚不清楚司他夫定是否会从⺟乳中排出。

拉⽶夫定：从 20 名接受拉⽶夫定单药治疗（300 mg 每⽇两次）或联合治疗（150 mg 拉⽶夫定每⽇两次和 300 mg ⻬多夫定每⽇两次）的⺟亲获得的⺟乳
样品中，拉⽶夫定浓度可测量。

⼉科患者：
尚未在⼉科患者中研究司他夫定和拉⽶夫定⽚的药代动⼒学。由于它是⼀种固定剂量组合，⽆法针对该患者群体进⾏调整，因此不应将司他夫定和拉⽶夫定
⽚⽤于体重⼩于 60 公⽄或⼩于 12 岁的⼉科患者。

⽼年患者：
尚未在 65 岁以上的患者中研究司他夫定和拉⽶夫定⽚的药代动⼒学。

性别
司他夫定和拉⽶夫定：拉⽶夫定或司他夫定的药代动⼒学没有显着的性别差异。

种族
司他夫定和拉⽶夫定：拉⽶夫定或司他夫定的药代动⼒学没有显着的种族差异。

药物相互作⽤
尚未对司他夫定和拉⽶夫定复⽅⽚剂进⾏药物相互作⽤研究。

司他夫定：⻬多夫定竞争性抑制司他夫定的细胞内磷酸化。因此，应避免⻬多夫定与司他夫定联⽤。

体外数据表明，多柔⽐星和利巴⻙林在相关浓度下抑制司他夫定的磷酸化。

司他夫定不抑制主要的细胞⾊素 P450 亚型 CYP1A2、CYP2C9、CYP2C19、CYP2D6 和 CYP3A4；因此，通过这些途径代谢的药物不太可能发⽣临床上显着
的药物相互作⽤。

由于司他夫定不与蛋⽩质结合，预计不会影响蛋⽩质结合药物的药代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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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和表 4 总结了对 AUC 和 C 的影响最⼤限度，在史达夫定与去羟肌苷、拉⽶夫定和奈⾮那⻙联合给药后，有 95% 的置信区间 (CI)。未观察到有临床意义的
药代动⼒学相互作⽤。

表 3：与司他夫定的药物相互作⽤研究结果：共同给药的药物对
司他夫定等离⼦曲线下⾯积 和 C最⼤限度价值观

药品 司他夫定剂量 n⼀种 司他夫定的 AUC (95%
CI)

C最⼤限度司他夫定
(95% 置信区间)

去羟肌苷，100毫克
q12h 为期 4 天

40毫克 q12h 为 4
天

10 ↔ ↑17%

拉⽶夫定，150毫克
单剂量

40毫克 单剂量 18 ↔
(92.7-00.6%)

↑12% (100.3-126.1%)

奈⾮那⻙，750毫克 q8h
56天

30-40毫克 q12h 为
56 天

8 ↔ ↔

↑ 表⽰增加。

↔ 表⽰没有变化，或意思是 增加或减少<10%。

⼀种HIV感染者。

表 4：与司他夫定的药物相互作⽤研究结果：司他夫定对 Co-
给予药物⾎浆曲线下⾯积 和 C最⼤限度价值观

药品 司他夫定剂量 n⼀种 Co-的AUC
管理的

药物 (95% CI)

C最⼤限度的共同
给药的药物

(95% 置信区间)

去羟肌苷，100毫克 q12h 为
4天

40毫克 q12h 为期 4 天 10 ↔ ↔

拉⽶夫定，150毫克 单⾝的
剂量

40毫克 单剂量 18 ↔
(90.5-107.6%)

↔
(87.1-110.6%)

奈⾮那⻙，750毫克 q8h 为 56
天

30-40毫克 q12h 56 天 8 ↔ ↔

↔ 表⽰没有变化，或意思是 增加或减少<10%。

⼀种HIV感染者。

拉⽶夫定：在 12 名⽆症状 HIV 感染成年患者中，单剂量⻬多夫定（200 mg）联合多剂量拉⽶夫定（300 mg，每 12 ⼩时）未观察到拉⽶夫定或⻬多夫定药
代动⼒学有临床意义的改变。

在⼀项单中⼼、开放标签、随机、交叉研究中，拉⽶夫定和甲氧苄啶/磺胺甲恶唑 (TMP/SMX) 联合给药于 14 名 HIV 阳性患者。在交叉设计中，每位患者接
受了单次 300 mg 剂量的拉⽶夫定和 TMP 160 mg/SMX 800 mg 的治疗，每天⼀次，持续 5 天，同时给予拉⽶夫定 300 mg 和第五剂。TMP/SMX 与拉⽶夫定
联合给药导致拉⽶夫定 AUC 增加 43% ± 23%（平均值 ± SD），拉⽶夫定⼝服清除率降低 29% ± 13%，降低 30% ± 36%拉⽶夫定肾清除率。TMP 和 
SMX 的药代动⼒学特性未因与拉⽶夫定共同给药⽽改变。拉⽶夫定和扎西他滨可能会抑制彼此的细胞内磷酸化。所以，不推荐将拉⽶夫定与扎西他滨联合使
⽤。在⼀项对 19 名健康男性受试者的研究中，拉⽶夫定和⼲扰素 α 之间没有显着的药代动⼒学相互作⽤。

适应症和⽤法
司他夫定和拉⽶夫定⽚与其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联合⽤于治疗体重≥60 公⽄且年龄在 12 岁或以上的患者的 HIV-1 感染。

禁忌症
司他夫定和拉⽶夫定固定剂量复⽅⽚剂禁⽤于对⽚剂中所含任何成分有临床显着过敏反应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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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司他夫定和拉⽶夫定⽚不应与含有两种药物中任何⼀种的制剂同时给药。在开始与司他夫定和拉⽶夫定⽚联合治疗之前，应咨询所有正在考虑与司他夫定和
拉⽶夫定⽚联⽤的药物的完整处⽅信息。

司他夫定和拉⽶夫定：

乳酸性酸中毒/伴有脂肪变性的严重肝肿⼤：
单独或联合使⽤核苷类似物（包括司他夫定和其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时，已有乳酸酸中毒和伴有脂肪变性的严重肝肿⼤（包括致命病例）的报告。尽管在
前瞻性良好对照试验中尚未评估乳酸酸中毒的相对发⽣率，但纵向队列和回顾性研究表明，这种不常⻅的事件可能更常与含有司他夫定的抗逆转录病毒组合
有关。⼥性、肥胖和⻓期暴露于核苷可能是危险因素。据报道，在接受司他夫定和去羟肌苷与其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联合治疗的孕妇中出现了致命的乳酸酸
中毒。

对任何已知有肝病危险因素的患者使⽤司他夫定时应特别⼩⼼；然⽽，在没有已知危险因素的患者中也有乳酸酸中毒病例的报告。全⾝疲劳、消化系统症状
（恶⼼、呕吐、腹痛和突然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呼吸道症状（呼吸急促和呼吸困难）；或神经系统症状可能表明乳酸酸中毒综合征的发展。

任何出现提⽰症状性⾼乳酸⾎症、乳酸性酸中毒或明显肝毒性（即使没有明显的转氨酶升⾼也可能包括肝肿⼤和脂肪变性）的临床或实验室检查结果的患者
应暂停司他夫定治疗。

与基于⼲扰素和利巴⻙林的⽅案⼀起使⽤
体外研究表明，利巴⻙林可以降低嘧啶核苷类似物如司他夫定的磷酸化。虽然在 HIV/HCV 合并感染的患者中，当利巴⻙林与司他夫定共同给药时，没有发现
药代动⼒学或药效学（例如，HIV/HCV 病毒学抑制丧失）相互作⽤的证据。但在 HIV/HCV 中出现了肝功能失代偿（有些是致命的）合并感染的患者接受 HIV 
和⼲扰素和利巴⻙林联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接受⼲扰素联合或不联合利巴⻙林和司他夫定的患者应密切监测治疗相关毒性，尤其是肝功能失代偿。在医学
上应考虑停⽤司他夫定。⼲扰素、利巴⻙林的剂量减少或停药，

司他夫定
神经系统症状：
在接受包括司他夫定在内的联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患者中很少报告运动⽆⼒。⼤多数这些病例发⽣在乳酸酸中毒的情况下。运动⽆⼒的演变可能与格林-巴
利综合征（包括呼吸衰竭）的临床表现相似。停⽌治疗后症状可能会持续或恶化。

据报道，接受司他夫定治疗的患者出现周围神经病变，表现为⼿脚⿇⽊、刺痛或疼痛。患有晚期 HIV 疾病、有神经病变病史或同时接受神经毒性药物治疗
（包括去羟肌苷）的患者更常发⽣周围神经病变（⻅不良反应）。

肝功能损害和毒性：尚未在患有严重潜在肝病的 HIV 感染患者中确定司他夫定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联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期间，包括慢性活动性肝炎在内
的已存在肝功能障碍的患者发⽣肝功能异常的频率增加，包括严重和可能致命的肝脏不良事件，应根据标准做法进⾏监测。如果有证据表明此类患者的肝病
恶化，则必须考虑中断或停⽌治疗。

与单独使⽤司他夫定相⽐，使⽤司他夫定与去羟肌苷和羟基脲联合治疗的患者的肝毒性⻛险可能增加。在接受这种联合治疗的患者中发⽣了归因于肝毒性的
死亡。应密切监测接受这种联合治疗的患者的肝毒性迹象。

胰腺炎：

⽆论免疫抑制程度如何，当司他夫定作为联合⽅案的⼀部分时，⽆论免疫抑制程度如何，在初治和接受过治疗的患者中，⽆论免疫抑制程度如何，都曾发⽣
致命性和⾮致命性胰腺炎，该联合⽅案包括去羟肌苷联合或不联合羟基脲。怀疑胰腺炎的患者应暂停使⽤司他夫定和去羟肌苷（加或不加羟基脲）和任何其
他对胰腺有毒的药物。在确诊胰腺炎后重新使⽤司他夫定应特别谨慎并密切监测患者。新⽅案不应包含去羟肌苷或羟基脲。

拉⽶夫定
治疗后肝炎恶化：在⽤拉⽶夫定治疗慢性⼄型肝炎的⾮ HIV 感染患者的临床试验中，停⽤拉⽶夫定后出现肝炎恶化的临床和实验室证据。这些恶化主要通过
⾎清丙氨酸转氨酶 (ALT) 升⾼以及⼄型肝炎病毒 (HBV) DNA 的重新出现来检测。尽管⼤多数事件似乎是⾃限性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已经报告了死亡事件。在
同时感染 HIV 和 HBV 的患者中，从含拉⽶夫定的 HIV 治疗⽅案更改为不含拉⽶夫定的治疗⽅案后，从上市后的经验中报告了类似事件。与终⽌拉⽶夫定治
疗的因果关系尚不清楚。停⽌治疗后，应密切监测患者的临床和实验室随访⾄少数⽉。没有⾜够的证据来确定重新启动拉⽶夫定是否会改变治疗后肝炎恶化
的过程。

胰腺炎
对于既往有抗逆转录病毒暴露史、胰腺炎病史或其他发⽣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的⼉科患者，应谨慎使⽤拉⽶夫定。如果出现提⽰胰腺炎的临床体征、症状
或实验室异常，应⽴即停⽌使⽤拉⽶夫定治疗。（⻅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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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拉⽶夫定的产品之间的重要区别：
拉⽶夫定和司他夫定⽚剂含有⽐ EPIVIR-HBV ⽚剂和⼝服溶液更⾼剂量的相同活性成分（拉⽶夫定）。EPIVIR-HBV 是为慢性⼄型肝炎患者开发的。拉⽶夫定
和司他夫定⽚剂不应与 EPIVIR、EPIVIR-HBV、EPZICOM 或 TRIZIVIR® 同时给药。

防范措施

司他夫定和拉⽶夫定

免疫重建综合征：在接受联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包括司他夫定）治疗的患者中报告了免疫重建综合征。在联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初始阶段，免疫系统反
应的患者可能会对惰性或残留的机会性感染（如⻦分枝杆菌感染、巨细胞病毒、耶⽒肺孢⼦菌 (PCP) 或结核病）产⽣炎症反应，这可能需要进⼀步评估和治
疗。

脂肪再分配：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患者中观察到脂肪增⼤（⽔⽜驼峰）、外周消瘦、⾯部消瘦、乳房增⼤和“库欣样外观”。这些事件的机制和⻓期
后果⽬前尚不清楚。因果关系尚未确⽴。

肾功能受损患者：不建议将司他夫定和拉⽶夫定⽚⽤于 CrCL ≤ 50 mL/min 的患者或进⾏⾎液透析的患者。

如果需要调整剂量，不应服⽤司他夫定和拉⽶夫定⽚剂，因为该⽚剂含有拉⽶夫定和司他夫定的固定剂量组合。

拉⽶夫定：

HIV和⼄型肝炎病毒合并感染患者：
尚未确定拉⽶夫定⽤于治疗 HIV 和 HBV 双重感染患者的慢性⼄型肝炎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接受拉⽶夫定治疗慢性⼄型肝炎的⾮ HIV 感染患者中，已检测
到对拉⽶夫定耐药的 HBV 的出现，并且与治疗反应降低有关（更多信息参⻅ EPIVIR-HBV 包装插⻚）。

在同时感染⼄型肝炎病毒的情况下，接受含拉⽶夫定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 HIV 感染患者也报告了与对拉⽶夫定耐药相关的⼄型肝炎病毒变异体的出现。治
疗后肝炎恶化也有报道（⻅警告）。

患者信息

司他夫定和拉⽶夫定⽚：
司他夫定和拉⽶夫定⽚剂仅供⼝服。
应告知患者定期服⽤司他夫定和拉⽶夫定⽚剂并避免漏服的重要性。

应建议患者在禁⻝条件下服⽤司他夫定和拉⽶夫定⽚。

应告知患者，司他夫定和拉⽶夫定⽚不能治愈 HIV-1 感染，他们可能会继续患上与 HIV-1 感染相关的疾病，包括机会性感染。应该告知他们，这种联合疗法
尚未显⽰可以降低通过性接触或⾎液污染将 HIV-1 传播给他⼈的⻛险。

应建议患者在使⽤司他夫定和拉⽶夫定⽚时保持在医⽣的护理下。

应告知患者，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患者可能会发⽣体脂肪的重新分布或积累，⽬前尚不清楚这些疾病的原因和⻓期健康影响。

应告知患者每天按规定服⽤司他夫定和拉⽶夫定⽚。未经咨询医⽣，患者不应改变剂量。如果漏服⼀剂，患者应尽快服⽤下⼀剂。但是，如果跳过⼀个剂
量，患者不应将下⼀次剂量加倍。应建议患者向医⽣报告任何其他药物的使⽤情况。

司他夫定：应告知患者早期识别症状性⾼乳酸⾎症或乳酸酸中毒综合征症状的重要性，包括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腹部不适、恶⼼、呕吐、疲劳、呼吸困难
和运动⽆⼒。出现这些症状的患者应⽴即就医。可能需要停⽌治疗。

应指导接受司他夫定治疗的幼⼉的看护⼈发现和报告周围神经病变。

应告知患者，司他夫定的⼀个重要毒性是周围神经病变。患者应意识到周围神经病变表现为⼿脚⿇⽊、刺痛或疼痛，应向医⽣报告这些症状。应告知患者，
晚期 HIV 疾病或有周围神经病变病史的患者最常发⽣周围神经病变，如果出现毒性，可能需要停⽤司他夫定。

应告知患者，当司他夫定与其他具有相似毒性的药物联合使⽤时，不良事件的发⽣率可能⾼于单独使⽤司他夫定时。使⽤司他夫定和去羟肌苷联合治疗的患
者可能会增加胰腺炎的⻛险，这可能是致命的，有或没有羟基脲。应密切监测接受这种联合治疗的患者

Strides Arcolab 有限公司 2007



胰腺炎的症状。使⽤司他夫定与去羟肌苷和羟基脲联合治疗的患者可能会增加可能致命的肝毒性⻛险。应该避免这种组合。

应告知患者，司他夫定不能治愈 HIV 感染，他们可能会继续患上与 HIV 感染相关的疾病，包括机会性感染。应建议患者在使⽤司他夫定时保持在医⽣的护理
下。应告知他们，尚未证明司他夫定治疗可降低通过性接触或⾎液污染将 HIV 传播给他⼈的⻛险。应告知患者，⽬前尚不清楚司他夫定的⻓期影响。

应告知患者，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患者可能会发⽣体脂肪的重新分布或积累，⽬前尚不清楚这些疾病的原因和⻓期健康影响。

应告知患者遵守任何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案的重要性，包括那些含有司他夫定的治疗⽅案。

拉⽶夫定：
应告知患者，司他夫定和拉⽶夫定⽚剂含有更⾼剂量的与 EPIVIR-HBV ⽚剂和⼝服溶液相同的活性成分（拉⽶夫定）。如果决定将拉⽶夫定纳⼊ HIV 和 
HBV 双重感染患者的 HIV 治疗⽅案，则应使⽤司他夫定和拉⽶夫定⽚（⾮ EPIVIR-HBV）中拉⽶夫定的配⽅和剂量。

应告知合并感染 HIV 和 HBV 的患者，当停⽤拉⽶夫定治疗时，某些情况下肝脏疾病会恶化。应建议患者与他们的医⽣讨论治疗⽅案的任何变化。应告知患
者，⽬前尚不清楚拉⽶夫定的⻓期影响。

应建议⽗⺟或监护⼈监测⼉科患者胰腺炎的体征和症状。

药物相互作⽤
司他夫定
司他夫定的磷酸化。因此，应避免⻬多夫定与司他夫定联⽤。
体外数据表明，在相关浓度下，多柔⽐星和利巴⻙林也能抑制司他夫定的磷酸化。这些体外相互作⽤的临床意义尚不清楚。因此，应谨慎使⽤司他夫定与这
些药物中的任何⼀种。（⻅警告。）

⻅临床药理学：药物相互作⽤）⻬多夫定可能竞争性抑制细胞内

拉⽶夫定：拉⽶夫定主要通过活性有机阳离⼦分泌物从尿中消除。应考虑与同时给药的其他药物相互作⽤的可能性，特别是当它们的主要消除途径是通过有
机阳离⼦转运系统（例如甲氧苄啶）的主动肾脏分泌时。

TMP 160 mg/SMX 800 mg 每天⼀次已显⽰可将拉⽶夫定的暴露量 (AUC) 增加 43%（⻅临床药理学）。不建议改变这两种药物的剂量。没有关于⾼剂量 
TMP/SMX（例如⽤于治疗卡⽒肺孢⼦菌肺炎的药物）对拉⽶夫定药代动⼒学影响的信息。没有关于与其他具有类似于拉⽶夫定肾脏清除机制的药物相互作
⽤的数据。

拉⽶夫定和扎西他滨可能会抑制彼此的细胞内磷酸化。因此，不推荐将拉⽶夫定与扎西他滨联合使⽤。

致癌、诱变、⽣育能⼒受损
司他夫定：在⼩⿏和⼤⿏的 2 年致癌性研究中，司他夫定在产⽣暴露量 (AUC) 分别是推荐临床剂量下⼈体暴露量的 39 倍和 168 倍的剂量下是⾮致癌性的。
⼩⿏和⼤⿏的良性和恶性肝肿瘤以及雄性⼤⿏的恶性膀胱肿瘤在推荐临床剂量下⼈体暴露量的 250（⼩⿏）和 732（⼤⿏）倍发⽣。

司他夫定在 Ames、⼤肠杆菌回复突变或 CHO/HGPRT 哺乳动物细胞正向基因突变试验中，⽆论有⽆代谢激活，均⽆致突变性。司他夫定在体外⼈淋巴细胞
裂解和⼩⿏成纤维细胞试验以及体内⼩⿏微核试验中产⽣了阳性结果。在体外试验中，司他夫定提⾼了⼈淋巴细胞染⾊体畸变的频率（浓度为 25 ⾄ 250 µg/
mL，⽆代谢激活）并增加了⼩⿏成纤维细胞中转化灶的频率（浓度为 25 ⾄ 2500 µg/mL ，有和没有代谢激活）。在体内微核试验中，以 600 ⾄ 2000 mg/
kg/天的剂量向⼩⿏⼝服司他夫定 3 天后，他在⻣髓细胞中具有致裂性。

在暴露的⼤⿏中没有观察到⽣育⼒受损的证据（基于 C最⼤限度) ⾼达 1 mg/kg/天的临床剂量后观察到的 216 倍。

拉⽶夫定：⽤拉⽶夫定在⼩⿏和⼤⿏中进⾏的⻓期致癌性研究显⽰，在 HIV 感染推荐治疗剂量下，在⼈类暴露量⾼达 10 倍（⼩⿏）和 58 倍（⼤⿏）时，没
有证据表明有致癌潜⼒。拉⽶夫定在微⽣物致突变性筛选或体外细胞转化试验中没有活性，但在使⽤培养的⼈淋巴细胞的细胞遗传学试验和⼩⿏淋巴瘤试验
中显⽰出较弱的体外致突变活性。然⽽，拉⽶夫定在⼤⿏⼝服剂量⾼达 2,000 mg/kg 时未显⽰体内基因毒性活性，产⽣的⾎浆⽔平是⼈类 HIV 感染推荐剂量
的 35 ⾄ 45 倍。在⼀项⽣殖性能研究中，拉⽶夫定以⾼达 4,000 mg/kg/天的剂量给予⼤⿏，产⽣的⾎浆⽔平是⼈类的 47 ⾄ 70 倍，

怀孕
妊娠 C 类

司他夫定和拉⽶夫定都归⼊ C 类。没有对孕妇进⾏充分和良好对照的研究。仅当潜在益处⼤于潜在⻛险时，才应在怀孕期间使⽤司他夫定和拉⽶夫定⽚剂。

司他夫定：已经在暴露于暴露的⼤⿏和兔⼦中进⾏了⽣殖研究（基于 C最⼤限度) 分别是临床剂量 1 mg/kg/天时的 399 倍和 183 倍，并且没有发现有致畸性的
证据。⼤⿏在⼈体暴露 399 倍时，胎⼉常⻅⻣骼变异（胸⻣未⻣化或不完全⻣化）的发⽣率增加，⽽在⼈体暴露 216 倍时未观察到影响。在⼈体暴露量的 
216 倍时注意到了轻微的植⼊后损失，在⼈体暴露量的⼤约 135 倍时注意到没有影响。在⼈类暴露量的 399 倍时，早期⼤⿏新⽣⼉死亡率（出⽣⾄ 4 ⽇龄）
增加，⽽在⼈类暴露量的⼤约 135 倍时，新⽣⼉的存活率不受影响。⼀项对⼤⿏的研究表明，司他夫定通过胎盘传递给胎⼉。胎⼉组织中的浓度约为⺟体⾎
浆中浓度的⼆分之⼀。动物繁殖研究并不总是能预测⼈类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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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对孕妇使⽤司他夫定的充分和良好对照的研究。仅当潜在益处证明潜在⻛险合理时，才应在怀孕期间使⽤司他夫定。

据报道，在接受司他夫定和去羟肌苷与其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联合治疗的孕妇中出现了致命的乳酸酸中毒。⽬前尚不清楚妊娠是否会增加接受核苷类似物治
疗的⾮妊娠个体发⽣乳酸酸中毒/肝脂肪变性综合征的⻛险（⻅警告：乳酸酸中毒/伴有脂肪变性的严重肝肿⼤）。在怀孕期间应谨慎使⽤司他夫定和去羟肌
苷的组合，并且仅在潜在益处明显超过潜在⻛险时才推荐使⽤。照顾接受司他夫定的 HIV 感染孕妇的卫⽣保健提供者应警惕乳酸酸中毒/肝脂肪变性综合征
的早期诊断。

拉⽶夫定：C 类妊娠。在⼤⿏和兔⼦中进⾏了⽣殖研究，⼝服剂量分别⾼达 4,000 mg/kg/day 和 1,000 mg/kg/day，产⽣的⾎浆⽔平⾼达成⼈ HIV 剂量的约 
35 倍。未观察到拉⽶夫定致畸的证据。在与在⼈类中观察到的暴露⽔平相似的暴露⽔平下，在兔⼦中观察到早期胚胎致死的证据，但在暴露⽔平⾼达⼈类 
35 倍的⼤⿏中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效应。对怀孕⼤⿏和兔⼦的研究表明，拉⽶夫定通过胎盘传递给胎⼉。

在南⾮进⾏的 2 项临床研究中，对从妊娠第 38 周开始接受拉⽶夫定的孕妇样本进⾏了药代动⼒学测量（10 名妇⼥接受了 150 mg 每⽇两次与⻬多夫定联合
治疗，10 名妇⼥接受了拉⽶夫定 300 mg 每⽇两次联合治疗）其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或从妊娠第 36 周开始（16 名妇⼥接受拉⽶夫定 150 毫克每⽇两次与
⻬多夫定联合治疗）。这些研究的设计或动⼒并⾮提供疗效信息。拉⽶夫定在孕妇中的药代动⼒学与出⽣后和⾮妊娠成⼈中的相似。⺟体、新⽣⼉和脐带⾎
清样本中的拉⽶夫定浓度⼀般相似。在⾃然破膜后采集⽺⽔样本的⼀组受试者中，拉⽶夫定的⽺⽔浓度范围为 1.2 ⾄ 2.5 mcg/mL（150 mg，每天两次）和 
2.1 ⾄ 5.2 mcg/mL（300 mg，每天两次）并且通常⼤于⺟体⾎清⽔平的 2 倍。有关这些研究中有限的晚期妊娠安全信息，请参阅不良反应部分。仅当潜在
益处⼤于⻛险时，才应在怀孕期间使⽤拉⽶夫定

哺乳⺟亲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建议感染艾滋病毒的⺟亲不要⺟乳喂养婴⼉，以避免产后传播艾滋病毒。由于艾滋病毒传播的可能性和哺乳婴⼉的严重不良反应的可能
性，如果⺟亲正在接受司他夫定和拉⽶夫定⽚剂，则应指导她们不要进⾏⺟乳喂养。

司他夫定：对哺乳期⼤⿏的研究表明，司他夫定可从乳汁中排出。虽然尚不清楚司他夫定是否会从⼈乳中排出，但司他夫定可能对哺乳婴⼉产⽣不良影响。

拉⽶夫定：⼀项对哺乳期⼤⿏给予 45 mg/kg 拉⽶夫定的研究表明，⽜奶中的拉⽶夫定浓度略⾼于⾎浆中的浓度。拉⽶夫定也在⼈乳中排泄。从 20 名接受拉
⽶夫定单药治疗（300 mg 每⽇两次）或联合治疗（150 mg 拉⽶夫定每⽇两次和 300 mg ⻬多夫定每⽇两次）的⺟亲获得的⺟乳样品中，拉⽶夫定浓度可测
量。

⼉科使⽤
尚未在⼉科患者中研究司他夫定和拉⽶夫定⽚的药代动⼒学。由于它是⼀种固定剂量组合，⽆法针对该患者群体进⾏调整，因此不应将司他夫定和拉⽶夫定
⽚⽤于体重⼩于 60 公⽄或⼩于 12 岁的⼉科患者。

⽼年⼈使⽤：
Stavudine 和 Lamivudine 的临床研究没有包括⾜够数量的 65 岁及以上患者，以确定他们的反应是否与年轻患者不同。⼀般⽽⾔，⽼年患者的剂量选择应
谨慎，以反映肝、肾或⼼功能下降以及伴随疾病或其他药物治疗的频率更⾼。由于司他夫定和拉⽶夫定⽚是固定剂量组合，因此不应为需要减少剂量或有肾
功能不全且 CrCL <50 mL/min 的患者开具处⽅。

司他夫定
因为⽼年患者肾功能下降的可能性更⼤，监测肾功能可能是有⽤的。

在针对晚期 HIV 感染患者的单⼀疗法扩⼤使⽤计划中，15/40 (38%) 的⽼年患者接受 40 mg 每天两次和 8/51 (16%) 的⽼年患者接受 20 mg 两次观察到周围
神经病变或周围神经病变症状⽇常。在参加扩⼤访问计划的⼤约 12,000 名患者中，30% 接受 40 mg 每⽇两次的患者和 25% 接受 20 mg 每⽇两次的患者出
现周围神经病或周围神经病症状。应密切监测⽼年患者周围神经病变的体征和症状。

不良反应
使⽤ Stavudine 和 Lamivudine ⽚剂时，可能会出现使⽤ Stavudine 和 Lamivudine 报告的不良事件。司他夫定和拉⽶夫定的不良事件报告如下。

司他夫定：
使⽤司他夫定与其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联合治疗的患者发⽣了致命的乳酸酸中毒。疑似乳酸性酸中毒的患者应⽴即暂停司他夫定治疗。对于确诊乳酸性酸中
毒的患者，应考虑永久停⽤ stavudien。

司他夫定治疗很少与运动⽆⼒相关，主要发⽣在乳酸酸中毒的情况下。如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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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应停⽤司他夫定。

司他夫定治疗也与周围感觉神经病变有关，这种病变可能很严重，与剂量有关，并且在接受神经毒性药物治疗（包括去羟肌苷）治疗的患者、晚期 HIV 感染
患者或之前经历过的患者中更常⻅周围神经病。

应监测患者是否出现神经病变，通常表现为脚部或⼿部⿇⽊、刺痛或疼痛。如果及时停⽌治疗，司他夫定相关的周围神经病变可能会消退。在某些情况下，
停⽌治疗后症状可能会暂时恶化。如果症状完全消退，患者可以耐受⼀半剂量的恢复治疗（⻅⽤法⽤量）。如果恢复后神经病变复发，应考虑永久停⽤司他
夫定。

当司他夫定与其他具有相似毒性的药物联合使⽤时，不良事件的发⽣率可能⾼于单独使⽤司他夫定时。使⽤司他夫定和去羟肌苷联合治疗的患者，⽆论是否
使⽤羟基脲，胰腺炎、周围神经病变和肝功能异常的发⽣率更⾼。使⽤司他夫定与去羟肌苷和羟基脲联合治疗的患者可能更频繁地发⽣致命性胰腺炎和肝毒
性（⻅警告和注意事项）。

表 5 提供了在对照单药治疗研究中接受司他夫定（司他夫定）的成年患者中发⽣的选定临床不良事件。

表 5：单药治疗研究中选定的临床不良事件
百分 （％）
司他夫定b
(40 毫克每⽇两次) 
(n=412)

⻬多夫定
(200 毫克，每天 3 次) 
(n=402)

不良事件

⼀种任何严重程度，⽆论与研究药物的关系如何。
b司他夫定治疗的中位持续时间 = 79 周；⻬多夫定治疗的中位持续时间 = 53 周。头痛

腹泻
54
50

49
44

周围神经病学
症状/神经病 52 39

⽪疹
恶⼼和呕吐

40
39

35
44

在⼀项对照单药治疗研究中，接受司他夫定治疗的 412 名成年患者中有 3 名观察到胰腺炎。
表 6 提供了在两项对照联合研究中接受司他夫定的抗逆转录病毒初治成年患者中发⽣的选定临床不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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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在 START 1 和 START 2 中选择的临床不良事件b研究（联合治疗）
百分 （％）
开始 1 开始 2b
司他夫定 +
拉⽶夫定 +
茚地那⻙
(n=100C)

⻬多夫定 +
拉⽶夫定 +

司他夫定 +
去羟肌苷 +

⻬多夫定 +
拉⽶夫定 +不良事件 茚地那⻙

(n=102)
茚地那⻙
（n = 102C)

茚地那⻙
(n=103)

⼀种任何严重程度，⽆论与研究⽅案的关系如何。
bSTART 2 在 205 名未接受过治疗的患者中⽐较了两种三联⽅案。患者接受司他夫定（40 mg，每天两次）加去羟肌苷加茚地那⻙或⻬多夫定加拉⽶夫定加
茚地那⻙。
C司他夫定治疗持续时间 = 48 周。恶⼼

腹泻
头痛
⽪疹
呕吐

43
34
25
18
18

63
16
26
13
33

53
45
46
30
30

67
39
37
18
35

周围神经病学
症状/神经病 8 7 21 10

在对照临床研究和上市后报告中，在使⽤司他夫定加去羟肌苷治疗的患者中观察到导致死亡的胰腺炎，⽆论是否使⽤羟基脲。

表 10 提供了在对照单⼀疗法研究（研究 AI455-019）中报告的选定实验室异常。

表 7：单药治疗研究中选定的成⼈实验室异常⼀，⼄

百分 （％）
司他夫定
(40 毫克每⽇两次) 
(n=412)

⻬多夫定
(200 毫克，每天 3 次) 
(n=402)

范围

⼀种为进⾏实验室评估的患者提供的数据。
b司他夫定治疗的中位持续时间 = 79 周；⻬多夫定治疗的中位持续时间 = 53 周。ULN = 正常上限。

AST (SGOT) (>5.0 x ULN) 
ALT (SGPT) (>5.0 x ULN) 淀
粉酶 (≥1.4 x ULN)

11
13
14

10
11
13

在临床实践中观察
在批准使⽤司他夫定期间发现了以下事件。因为它们是来⾃未知规模的⼈⼝⾃愿报告的，所以⽆法估计频率。之所以选择纳⼊这些事件，是因为它们的严重
性、报告频率、与司他夫定的因果关系或这些因素的组合。

⾝体作为⼀个整体-腹痛、过敏反应、寒战/发烧和体脂的重新分布/积累（参⻅注意事项：脂肪重新分布）。

消化系统疾病-厌⻝症。
外分泌腺疾病‒胰腺炎，包括致命病例（⻅警告）]。 ⾎液系统疾病-贫⾎、⽩细胞减少、⾎
⼩板减少和⼤红细胞增多症。
肝脏-乳酸酸中毒和肝脂肪变性和肝脂肪变性（⻅警告），肝炎和肝功能衰竭。 肌⾁⻣骼-肌痛。

神经系统-失眠，严重的运动⽆⼒（最常⻅于乳酸性酸中毒，⻅警告）。

拉⽶夫定：艾滋病毒临床试验：

成年⼈：与⻬多夫定相⽐，拉⽶夫定 150 mg 每天 2 次加⻬多夫定 200 mg 每天 3 次治疗期间发⽣率≥5% 的选定临床不良事件列于表 8。

表 8：硒选择的临床不良事件（≥四项对照临床试验（A3001、A3002、B3001、B3002）中的 5% 频率）
拉⽶夫定 150 毫克
每天两次
加⻬多夫定
(n = 251)

⻬多夫定 *
(n = 230)不良事件

⾝体作为⼀个整体
头痛
不适和疲劳
发烧或发冷

35%
27%
10%

27%
2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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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
恶⼼
腹泻
恶⼼，呕吐
厌⻝和/或⻝欲下降 腹痛

腹部绞痛
消化不良

33%
18%
13%
10%
9%
6%
5%

29%
22%
12%
7%
11%
3%
5%

神经系统
神经病
失眠和其他睡眠障碍 头晕

抑郁症

12%
11%
10%
9%

10%
7%
4%
4%

呼吸
鼻腔体征和症状 咳嗽 20%

18%
11%
13%

⽪肤
⽪疹 9% 6%

肌⾁⻣骼
肌⾁⻣骼疼痛
肌痛
关节痛

12%
8%
5%

10%
6%
5%

* ⻬多夫定单药治疗或⻬多夫定联合扎西他滨。

接受拉⽶夫定 300 mg 每天⼀次或拉⽶夫定 150 mg 每天两次（在 EPV 20001 和 EPV 40001 的 3 种药物联合⽅案中）的患者报告的临床不良事件的类型和频
率相似。两个治疗组最常⻅的不良事件是恶⼼、头晕、疲劳和/或不适、头痛、多梦、失眠和其他睡眠障碍，以及⽪疹。

在对照临床试验 EPV20001、NUCA3001、NUCA3002、NUC3002 和 B3007 中，接受拉⽶夫定治疗的 2,613 名成年患者中有 9 名（0.3%）观察到胰腺炎。

治疗期间观察到的选定实验室异常总结在表 9 中。

表 9：四项 24 周替代终点研究（A3001、A3002、B3001、B3002）和⼀项临床终点研究 (B3007) 中成⼈选定实验室异常的频率

24 周替代终点研究* 临床终点
学习*

拉⽶夫定
⻬多夫定

加 拉⽶夫定
加上电流
治疗

安慰剂
⽬前的治疗‡

加
测试
（⻔限等级） ⻬多夫定†

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
（<750/mm3)
⾎红蛋⽩ (<8.0 g/dL)
⾎⼩板 (>5.0 x ULN) 
ALT (>5.0 x ULN) 
AST(>5.0 x ULN)
胆红素 (2.5 x ULN) 淀粉
酶 (<2.0 x ULN)

7.2% 5.4% 15% 13%

2.9%
0.4%
3.7%
1.7%
0.8%
4.2%

1.8%
1.3%
3.6%
1.8%
0.4%
1.5%

2.2%
2.8%
3.8%
4.0%
ND
2.2%

3.4%
3.8%
1.9%
2.1%
ND
1.1%

* 研究的中位持续时间为 12 个⽉。
†⻬多夫定单药治疗或⻬多夫定联合扎西他滨。
‡⽬前的治疗是⻬多夫定、⻬多夫定加去羟肌苷或⻬多夫定加

扎西他滨。
ULN = 正常上限 ND = 未完成

在妊娠最后⼏周开始单独给予拉⽶夫定或与⻬多夫定联⽤的⼩型⾮对照研究中，报告的不良事件包括贫⾎、尿路感染以及分娩并发症。在上市后的经验中，
有报道称在怀孕期间接受拉⽶夫定联合其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妇⼥出现肝功能异常和胰腺炎。与其他 HIV 感染患者相⽐，孕妇与拉⽶夫定相关的不良事件
⻛险是否有所改变尚不清楚。

在接受拉⽶夫定单独或与其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联合治疗的抗逆转录病毒核苷经验的⼉科患者中观察到胰腺炎在某些情况下是致命的。在⼀项开放标签剂量
递增研究 (A2002) 中，14 名患者 (14%) 在接受拉⽶夫定单药治疗时发⽣胰腺炎。其中三名患者死于胰腺炎并发症。在第⼆项开放标签研究 (A2005) 中，12 
名患者 (18%) 患上了胰腺炎。在 ACTG300 研究中，随机接受拉⽶夫定联合⻬多夫定的 236 名患者未观察到胰腺炎 本研究中，在停⽤去羟肌苷单药治疗后接
受开放标签拉⽶夫定联合⻬多夫定和利托那⻙的 1 名患者中观察到胰腺炎。

慢性⼄型肝炎患者的拉⽶夫定：慢性⼄型肝炎的临床试验使⽤的拉⽶夫定剂量（每天 100 毫克）低于⽤于治疗 HIV 的剂量。与安慰剂相⽐，拉⽶夫定最常⻅
的不良事件是⽿、鼻和咽喉感染（25% 对 21%）；不适和疲劳（24% 对 28%）；和头痛（21% 对 21%）。使⽤拉⽶夫定报告的最常⻅的实验室异常是 
ALT 升⾼、⾎清脂肪酶升⾼、CPK 升⾼和治疗后肝功能检查升⾼。还报道了在拉⽶夫定治疗期间出现的 HBV 病毒突变体，与药物敏感性降低和治疗反应降
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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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实践中观察到：除了临床试验报告的不良事件外，在批准使⽤拉⽶夫定期间还发现了以下事件。因为它们是来⾃未知规模的⼈⼝⾃愿报告的，所以⽆
法估计频率。由于这些事件的严重性、报告频率或与拉⽶夫定的潜在因果关系，这些事件被选中。

⾝体作为⼀个整体：⾝体脂肪的重新分布/积累。 消化：⼝腔
炎。
内分泌和代谢：⾼⾎糖。 ⼀般的：弱点。

⾎液和淋巴：贫⾎（包括纯红细胞再⽣障碍和治疗中进展的严重贫⾎）、淋巴结肿⼤、脾肿⼤。 肝脏和胰腺：乳酸性酸中毒和肝脂肪变性、胰腺炎、⼄型
肝炎治疗后恶化。 超敏反应：过敏反应，荨⿇疹。

肌⾁⻣骼：肌⾁⽆⼒、CPK 升⾼、横纹肌溶解。 紧张的：感觉异常，周围
神经病变。 呼吸系统：呼吸⾳异常/喘息。 ⽪肤：脱发、⽪疹、瘙痒。

药物过量
司他夫定：⽤推荐⽇剂量的 12 ⾄ 24 倍治疗成⼈的经验表明没有急性毒性。慢性过量的并发症包括周围神经病变和肝毒性。可以通过⾎液透析去除司他夫
定；司他夫定的平均 ± SD ⾎液透析清除率为 120 ± 18 mL/min。尚未研究是否通过腹膜透析消除司他夫定。

拉⽶夫定：拉⽶夫定没有已知的解毒剂。报告⼀例成⼈服⽤拉⽶夫定 6 克；没有发现临床体征或症状，⾎液学检查保持正常。在 ACTG300 中报告了两例⼉
科药物过量  的病例。1例为单剂量7mg/kg的拉⽶夫定；第⼆个案例涉及使⽤ 5 mg/kg 的拉⽶夫定，每天两次，持续 30 天。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注意到临
床体征或症状。由于通过（4 ⼩时）⾎液透析、连续⾮卧床腹膜透析和⾃动腹膜透析去除的拉⽶夫定量可忽略不计，因此尚不清楚连续⾎液透析是否会在拉
⽶夫定过量事件中提供临床益处。如果发⽣过量，应监测患者，并根据需要应⽤标准⽀持治疗。

剂量和给药
成年⼈：体重≥60kg 成⼈的推荐⼝服剂量为空腹条件下每天两次，⼀次服⽤ 40mg 司他夫定和 150mg 拉⽶夫定联合⽚剂。

⼉科：

⼀⽚司他夫定和拉⽶夫定⽚剂（40 毫克/ 150 毫克)对于体重 > 60 公⽄和 > 12 岁的患者，每天两次在禁⻝条件下服⽤。

剂量调整：

对于需要调整剂量的患者，例如肾功能降低（肌酐清除率≤50 ml/min）和出现剂量限制性不良事件的患者，不应开出司他夫定和拉⽶夫定⽚。此外，不应
为需要 mg/kg 给药⽅案的患者开司他夫定和拉⽶夫定⽚。

供应⽅式
司他夫定 40mg 和拉⽶夫定 150mg 固定剂量复⽅⽚剂，是⼀种浅粉⾊⾄粉红⾊圆形平斜边⽚剂，⼀侧刻有 LS40，另⼀侧刻有平⾯。60 ⽚装在⼀个 50 毫
升的 HDPE 容器中，该容器由⼀个带有可撕下防篡改条的按扣盖封闭。

贮存：
司他夫定和拉⽶夫定：
30岁以下存放°C. 避光。让所有药物远离⼉童。

印度班加罗尔 STRIDES ARCOLAB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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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信息⼿册 司他夫定和拉⽶夫定
⽚

通⽤名：司他夫定和拉⽶夫定（STA vue deen 和 lah MIH vue deen）。每⽚含 150 毫克
拉⽶夫定和 40 毫克司他夫定

什么是司他夫定和拉⽶夫定⽚？
司他夫定和拉⽶夫定⽚剂与其他药物联合⽤于治疗⼈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这种病毒会导致艾滋病（获
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司他夫定和拉⽶夫定⽚是⼀种称为核苷逆转录酶抑制剂 (NRTI) 的抗 HIV 药物。它们的作⽤是减少体内 
HIV 的⽣⻓。司他夫定和拉⽶夫定的这种组合不能治愈艾滋病毒或艾滋病。⽬前没有治愈艾滋病毒感染
的⽅法。即使在服⽤司他夫定和拉⽶夫定⽚剂时，您仍可能继续患有与 HIV 相关的疾病，包括由其他产
⽣疾病的⽣物体引起的感染。继续定期看医⽣。

司他夫定和拉⽶夫定⽚剂不能防⽌感染 HIV 的⼈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为了保护他⼈，您必须继续采取
预防措施，防⽌他⼈接触您的⾎液和其他体液。

谁不应该服⽤司他夫定和拉⽶夫定⽚？
体重低于 60 公⽄（132 磅）的⼈不应服⽤史达夫定和拉⽶夫定复⽅⽚剂，因为这些⽚剂不包含适合这
些⼈的正确剂量的药物。

如果您对其任何成分（包括其活性成分、司他夫定和拉⽶夫定）过敏，请勿服⽤司他夫定和拉⽶夫定
⽚。您的医⽣或药剂师可以告诉您有关⾮活性成分的信息。

· 在您从严重的⾎液问题、乳酸性酸中毒、严重的肝脏反应等副作⽤中恢复后不要重新开始服
药，直到您
医⽣建议。

· 如果您服⽤某些其他药物，请勿服⽤这些药物。（有关药物清单，请参阅“应避
免使⽤的其他药物”。）

如果您认为您有过敏反应，请告诉您的医⽣。

我应该如何服⽤司他夫定和拉⽶夫定⽚？我应该如何存储它？
这种药物应完全按照医⽣的指⽰服⽤，具体取决于体重、肾脏和肝功能以及您可能与其他药物产⽣的任
何副作⽤。如果您不理解这些说明，请让您的药剂师、护⼠或医⽣向您解释。司他夫定和拉⽶夫定⽚应
与⼀整杯⽔⼀起服⽤，不要进⻝。如果您错过剂量，请尽快服⽤。如果是下⼀次服药的时间，请跳过错
过的服药并继续您的定期服药。不要服⽤双倍剂量

司他夫定和拉⽶夫定⽚剂通常每天服⽤ 1 次（每 12 ⼩时⼀次）。在室温下将史达夫定和拉⽶夫定⽚剂
存放在密闭容器中，远离热源和⼉童接触不到的地⽅。请勿将本药存放在潮湿的地⽅，并避光保存。

这种药物应定期服⽤。

如果有⼈服⽤过量的司他夫定和拉⽶夫定⽚，我该怎么办？ 如果您怀疑您或其他⼈服⽤过量的司他夫定
和拉⽶夫定⽚，请⽴即寻求医疗帮助。联系医⽣或毒物控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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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司他夫定和拉⽶夫定⽚时可以服⽤其他药物吗？

其他药物可能会与这种药物相互作⽤，导致效果降低和/或副作⽤。在治疗期间服⽤任何其他处⽅药或⾮
处⽅药（包括维⽣素、矿物质和草药产品）之前，请咨询您的医⽣和药剂师。

怀孕和哺乳怎么样（⺟乳喂养 ng)?

只有在与您的医⽣交谈后，才能在怀孕期间使⽤史达夫定和拉⽶夫定⽚剂。如果您在服⽤史达夫定和拉
⽶夫定⽚时怀孕或计划怀孕，请告诉您的医⽣。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 (CDC) 建议感染 HIV 的⺟亲不要进⾏⺟乳喂养，以降低将 HIV 感染传染给婴⼉的⻛
险以及哺乳婴⼉发⽣严重不良反应的可能性。因此，不要在服⽤司他夫定和拉⽶夫定⽚时不给婴⼉哺
乳。

司他夫定和拉⽶夫定⽚可能有哪些副作⽤？

司他夫定和拉⽶夫定⽚的不良反应是：

· 乳酸性酸中毒，⾎液中乳酸严重升⾼，肝脏严重肿⼤，有时包括肝脏炎症（疼痛和肿胀）和肝功能衰
竭，可导致死亡。乳酸酸中毒的症状可能包括：

· 恶⼼、呕吐或异常或意外的胃部不适；
· 感到⾮常虚弱和疲倦；
· ⽓促;
· 胳膊和腿⽆⼒。

如果您注意到这些症状或您的⾝体状况突然发⽣变化，请停⽌服⽤史达夫定和拉⽶夫定⽚并⽴即给您打
电话。⼥性（包括孕妇）、超重患者和⻓期服⽤核苷类药物的⼈更容易出现乳酸性酸中毒。司他夫定和
拉⽶夫定⽚、去羟肌苷和羟基脲的组合可能会增加肝损伤的⻛险，这可能会导致死亡。如果您正在服⽤
这种组合，如果您正在服⽤史达夫定和拉⽶夫定⽚并且有⼤量饮酒史或肝脏疾病，您的医⽣应该密切监
测您的肝功能。

·周围神经病变是⼀种⼿脚神经疾病。如果您感到脚和/或⼿⿇⽊、刺痛、灼热或疼痛，请⽴即告诉您的
医⽣。

· 胰腺炎是⼀种危险的胰腺炎症。它可能导致死亡。如果您出现胃痛、恶⼼或呕吐和/或发烧，请⽴即告
诉您的医⽣。

· 如果您出现以下任何严重副作⽤，请停⽌服⽤司他夫定和拉⽶夫定的组合并寻求紧急医疗护理或⽴即
通知您的医⽣：

过敏反应（呼吸困难；喉咙闭合；嘴唇、⾆头或⾯部肿胀；或荨⿇疹）；

肌⾁疼痛或虚弱；或者
周围神经病变（神经损伤），可能导致⿇⽊、刺痛或疼痛。

其他不太严重的副作⽤可能更可能发⽣。如果您遇到以下情况，请继续服⽤这种药物并咨询您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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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轻度恶⼼、呕吐、腹泻或⻝欲下降；头痛;

头晕;
失眠;
⾝体脂肪的重新分布（⼿臂、腿部和⾯部的脂肪减少，颈部、胸部和躯⼲周围的脂肪增
加）。
⽪疹
发烧或发冷

○
○

在⼀些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患者中也观察到了体脂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包括上背部和颈部（“⽔
⽜驼峰”）、乳房和躯⼲周围的脂肪量增加。腿部、⼿臂和⾯部的脂肪流失也可能发⽣。⽬前尚不清楚
这些疾病的原因和⻓期健康影响

如果您的医⽣因任何副作⽤⽽要求您停⽌使⽤司他夫定和拉⽶夫定⽚，在您从这些副作⽤中恢复后，不
要在没有医⽣建议的情况下重新开始使⽤司他夫定和拉⽶夫定。

通知您的医⽣
在服⽤司他夫定和拉⽶夫定的组合之前，请告诉您的医⽣您是否

·
·
·

有肾脏疾病；
有肝病；
患有或患有肝炎；

·
·
·

重量⼩于 132 磅（60 公⽄）。胰腺炎

周围神经病史（⿇⽊和刺痛感）

· 如果是的你怀孕了。司他夫定和拉⽶夫定复⽅⽚是 FDA 妊娠类别 C。这意味着尚不清楚拉⽶夫定
和司他夫定的组合是否会对未出⽣的婴⼉有害。在怀孕期间治疗 HIV/AIDS 以降低感染婴⼉的⻛险⾮常
重要。与您的医⽣讨论您的治疗⽅案。

· 如果您是⺟乳喂养.. ⽬前尚不清楚司他夫定和拉⽶夫定是否会进⼊⺟乳，以及它可能对哺乳婴⼉产
⽣什么影响。为防⽌病毒传播给未感染的婴⼉，建议 HIV 阳性的⺟亲不要⺟乳喂养。

· 不要错过剂量。如果您忘记了剂量，请在记住后⽴即服⽤错过的剂量。但是，如果快到下⼀次服药的
时间了，请跳过错过的服药，只服⽤下⼀次定期服药。

· 不要除⾮您的医⽣另有指⽰，否则请服⽤双倍剂量的这种药物。
· 如果您错过太多剂量，请联系您的医⽣。
· 如果您怀疑您服⽤了过多这种药物，请⽴即联系您当地的毒物控制中⼼或急诊室。

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遵循医⽣关于⾼⻛险活动的指⽰，例如⽆保护的性⾏为和共⽤针头。这种药物不能治愈艾滋病毒或艾滋
病，在使⽤这种药物治疗期间，您仍然可以将病毒传播给他⼈。

避免饮酒。酒精可能会增加胰腺和/或肝脏受损的⻛险。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建议感染艾滋病毒的⺟亲不要⺟乳喂养，这样她们就不会通过⺟乳将艾滋病毒传染
给婴⼉。向您的医⽣询问喂养婴⼉的最佳⽅法。

⼀般信息
有时会出于患者信息⼿册中列出的⽬的以外的⽬的开药。不要将这种药物⽤于未开处⽅的情况。不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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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药物分发给其他⼈，即使他们的病情与您相同。这可能会伤害他们。

本患者信息⼿册总结了有关司他夫定和拉⽶夫定复⽅⽚剂的最重要信息。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请咨
询您的医⽣。您可以向药剂师或医⽣询问有关这些药物的信息。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 Strides 
Arcolab Ltd
⽐莱卡哈利，奥普。IIMB
班纳加塔路，
班加罗尔 ‒ 560076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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