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 →药物、草药和补充剂 → 拉莫三嗪

本⻚⽹址：https://medlineplus.gov/druginfo/meds/a695007.html

拉莫三嗪
发⾳为 (la moe' tri jeen)

重要警告：

拉莫三嗪可能会引起⽪疹，包括可能需要在医院治疗或导致永久性残疾或死亡的严重⽪疹。如果您正
在服⽤丙戊酸（Depakene）或双丙戊酸钠（Depakote），请告诉您的医⽣，因为将这些药物与拉莫
三嗪⼀起服⽤可能会增加您出现严重⽪疹的⻛险。如果您在服⽤拉莫三嗪或任何其他癫痫药物后出现
⽪疹，或者您对任何癫痫药物过敏，请告诉您的医⽣。

您的医⽣会让您开始服⽤低剂量的拉莫三嗪，然后逐渐增加您的剂量，每 1 ⾄ 2 周不超过⼀次。如果
您服⽤更⾼的起始剂量或⽐医⽣告诉您的剂量更快地增加剂量，您可能更容易出现严重的⽪疹。您的
第⼀剂药物可能包装在⼀个⼊⻔套件中，该套件将清楚地显⽰您在治疗的前 5 周内每天服⽤的适量药
物。随着剂量的缓慢增加，这将帮助您遵循医⽣的指⽰。⼀定要完全按照指⽰服⽤拉莫三嗪。不要多
吃或少吃，也不要⽐医⽣开的更频繁。

严重⽪疹通常在拉莫三嗪治疗的前 2 ⾄ 8 周内出现，但在治疗期间的任何时间都可能出现。如果您在
服⽤拉莫三嗪时出现以下任何症状，请⽴即就医：⽪疹；⽪肤起泡或脱⽪；⿇疹; 瘙痒; 或⼝腔或眼睛
周围的疼痛疮。

与您的医⽣讨论服⽤拉莫三嗪或给您的孩⼦服⽤拉莫三嗪的⻛险。服⽤拉莫三嗪的 2-17 岁⼉童⽐服
⽤该药的成年⼈更容易出现严重⽪疹。

当您开始使⽤拉莫三嗪治疗以及每次重新配药时，您的医⽣或药剂师都会给您制造商的患者信息表
（药物指南）。仔细阅读信息，如有任何问题，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您也可以访问美国⻝品和
药物管理局 (FDA) ⽹站

(http://www.fda.gov/Drugs/DrugSafety/ucm0857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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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da.gov/Drugs/DrugSafety/ucm085729.htm]) 或制造商的⽹站获取⽤药指南。

为什么要开这种药？

拉莫三嗪缓释（⻓效）⽚剂与其他药物⼀起⽤于治疗癫痫患者的某些类型的癫痫发作。除缓释⽚剂外，所
有类型的拉莫三嗪⽚剂（⽚剂、⼝腔崩解⽚剂和咀嚼⽚剂）均单独或与其他药物⼀起⽤于治疗癫痫或 
Lennox-Gastaut 综合征（⼀种导致癫痫发作和往往会导致发育迟缓）。除缓释⽚剂外，所有类型的拉莫三
嗪⽚剂也⽤于增加双相 I 型障碍（躁狂抑郁症；a导致抑郁发作、躁狂发作和其他异常情绪的疾病）。当⼈
们经历抑郁症或躁狂症的实际发作时，拉莫三嗪并未被证明有效，因此必须使⽤其他药物来帮助⼈们从这
些发作中恢复过来。拉莫三嗪属于⼀类称为抗惊厥药的药物。它通过减少⼤脑中的异常电活动起作⽤。

这个药应该怎么⽤？

拉莫三嗪有⽚剂、缓释⽚剂、⼝腔崩解⽚剂（溶于⼝中，⽆需⽔即可吞服）和可咀嚼分散⽚（可咀嚼或溶解
在液体中），可⼝服或不服⽤⻝物。缓释⽚剂每天服⽤⼀次。⽚剂、⼝腔崩解⽚和咀嚼分散⽚通常每天服⽤
⼀次或两次，但可以在治疗开始时每隔⼀天服⽤⼀次。仔细遵循处⽅标签上的说明，并请您的医⽣或药剂师
解释您不理解的任何部分。

还有其他药物的名称与拉莫三嗪的品牌名称相似。每次填写处⽅时，您都应该确保收到的是拉莫三嗪，⽽
不是类似的药物之⼀。确保您的医⽣给您的处⽅清晰易读。与您的药剂师交谈，以确保您服⽤的是拉莫三
嗪。收到药物后，将药⽚与制造商患者信息表中的图⽚进⾏⽐较。如果您认为您服⽤了错误的药物，请咨
询您的药剂师。除⾮您确定这是您的医⽣开的药，否则不要服⽤任何药物。

整⽚吞服⽚剂和缓释⽚剂；不要分裂、咀嚼或压碎它们。

如果您正在服⽤咀嚼分散⽚，您可以将它们整个吞下、咀嚼或将它们溶解在液体中。如果您咀嚼药⽚，请在
之后喝少量⽔或稀释的果汁来冲洗药物。要将⽚剂溶解在液体中，请将 1 茶匙 (5 mL) ⽔或稀释的果汁放⼊玻
璃杯中。将⽚剂放⼊液体中并等待 1 分钟以使其溶解。然后旋转液体并⽴即将其全部喝掉。不要尝试将单⽚
药⽚分开服⽤超过⼀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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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服⽤⼝腔崩解⽚，请将其放在⾆头上并在⼝中移动。等待⽚剂溶解，然后在有或没有⽔的情况下吞服。

如果您的药物采⽤泡罩包装，请在服⽤第⼀剂之前检查泡罩包装。如果任何⽔泡撕裂、破裂或不含药⽚，请
勿使⽤包装中的任何药物。

如果您正在服⽤另⼀种药物来治疗癫痫发作并改⽤拉莫三嗪，您的医⽣会逐渐减少您的其他药物剂量并逐渐
增加您的拉莫三嗪剂量。仔细遵循这些指⽰，如果您对每种药物应服⽤多少有疑问，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
师。

拉莫三嗪可以控制您的病情，但⽆法治愈。您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感受到拉莫三嗪的全部益处。即使您感
觉良好，也要继续服⽤拉莫三嗪。请勿在未咨询医⽣的情况下停⽌服⽤拉莫三嗪，即使您出现⾏为或情绪异
常变化等副作⽤。您的医⽣可能会逐渐减少您的剂量。如果您突然停⽌服⽤拉莫三嗪，您可能会出现癫痫发
作。如果您因任何原因停⽌服⽤拉莫三嗪，请勿在未咨询医⽣的情况下再次开始服⽤。

该药的其他⽤途

这种药物可⽤于其他⽤途；向您的医⽣或药剂师咨询更多信息。

我应该遵循什么特殊的预防措施？

在服⽤拉莫三嗪之前，
如果您对拉莫三嗪和任何其他药物过敏，请告诉您的医⽣和药剂师。或您将服⽤的拉莫三嗪⽚剂类型中
的任何成分。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或查看药物指南以获取成分列表。

告诉您的医⽣和药剂师您正在服⽤或计划服⽤哪些处⽅药和⾮处⽅药、维⽣素、营养补充剂和草药产品。
请务必提及“重要警告”部分中列出的药物以及阿扎那⻙与利托那⻙（Reyataz 与 Norvir）；丙吡胺
（Norpace）；洛匹那⻙与利托那⻙（Kaletra）；甲氨蝶呤（Rasuvo、Trexall、Trexup）；其他⽤于
癫痫发作的药物，例如卡⻢西平（Epitol、Tegretol 等）、奥卡西平（Oxtellar XR、Trileptal）、苯巴⽐
妥（Luminal、Solfoton）、苯妥英（Dilantin、Phenytek）和扑⽶酮（Mysoline）；普鲁卡因胺；⼄胺
嘧啶（达拉普林）；奎尼丁（Nuedexta）；利福平（Rifadin，Rimactane，在 Rifamate，Rifater）；
和甲氧苄啶（Primsol，在 Bactrim，Septra）。

告诉您的医⽣您是否正在使⽤⼥性激素药物，例如激素避孕药（避孕药、贴⽚、避孕环、注射剂、植⼊物
或宫内节育器）或激素替代疗法 (HRT)。在您服⽤拉莫三嗪期间开始或停⽌服⽤任何这些药物之前，请咨
询您的医⽣。如果您正在服⽤⼥性荷尔蒙药物，请告诉您的医⽣您在预期的⽉经期间是否有任何出⾎。

如果您患有或曾经患有⾃⾝免疫性疾病（⾝体攻击⾃⾝器官，导致肿胀和功能丧失），请告诉您的医⽣，
例如狼疮（⾝体攻击许多不同器官并导致各种症状的疾病） ; ⾎液疾病; 抑郁、情绪问题或⾃杀念头或⾏
为；⼼⼒衰竭、⼼律不⻬或其他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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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病; 或肾脏或肝脏疾病，或腹⽔（由肝脏疾病引起的胃肿胀）。

如果您怀孕或计划怀孕，请告诉您的医⽣。如果您在服⽤拉莫三嗪期间怀孕，请致电您的医⽣。

如果您正在哺乳，请告诉您的医⽣。如果您在接受拉莫三嗪治疗期间进⾏⺟乳喂养，您的宝宝可能会
在⺟乳中摄⼊⼀些拉莫三嗪。密切观察宝宝是否有异常嗜睡、呼吸中断或吸吮不良。

您应该知道这种药物可能会使您昏昏欲睡或头晕⽬眩。在您知道这种药物如何影响您之前，请勿驾驶汽
⻋或操作机器。

您应该知道，当您服⽤拉莫三嗪治疗癫痫、精神疾病或其他疾病时，您的⼼理健康可能会以意想不到的⽅
式发⽣变化，并且您可能会⾃杀（考虑伤害或⾃杀或计划或试图这样做）。在临床研究期间服⽤拉莫三嗪
等抗惊厥药治疗各种病症的少数成⼈和 5 岁及以上⼉童（约 500 ⼈中有 1 ⼈）在治疗期间出现⾃杀倾向。
其中⼀些⼈在开始服药⼀周后就出现了⾃杀念头和⾏为。如果您服⽤拉莫三嗪等抗惊厥药物，您的⼼理健
康可能会发⽣变化，但是，如果您的病情没有得到治疗，您的⼼理健康也可能会发⽣变化。您和您的医⽣
将决定服⽤抗惊厥药物的⻛险是否⼤于不服⽤药物的⻛险。如果您出现以下任何症状，您、您的家⼈或您
的护理⼈员应⽴即致电您的医⽣：惊恐发作；激动或不安; 新的或恶化的易怒、焦虑或抑郁；根据危险的
冲动⾏事；难以⼊睡或保持睡眠；攻击性、愤怒或暴⼒⾏为；躁狂症（疯狂、异常兴奋的情绪）；谈论或
考虑想要伤害⾃⼰或结束⾃⼰的⽣命；远离朋友和家⼈；专注于死亡和死亡；赠送珍贵的财产；或任何其
他不寻常的⾏为或情绪变化。

我应该遵循特殊的饮⻝说明吗？

除⾮您的医⽣另有说明，否则请继续您的正常饮⻝。

如果我忘记服药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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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跳过错过的服药并继续您的常规服药
计划。不要服⽤双倍剂量来弥补错过的剂量。

这种药物会引起副作⽤吗？

拉莫三嗪可能会引起副作⽤。如果这些症状中的任何⼀个严重或不会消失，请告诉您的医
⽣：

失去平衡或协调

双重视⼒

模糊的视野

眼睛⽆法控制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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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思考或集中注意⼒

说话困难

头痛

睡意

头晕

腹泻

便秘

⻝欲不振

减肥

胃灼热

恶⼼

呕吐

⼝⼲

胃、背部或关节疼痛

错过或痛苦的⽉经期

阴道肿胀、瘙痒或刺激

⾝体的⼀部分不受控制地颤抖

⼀些副作⽤可能很严重。如果您遇到以下任何症状或重要警告部分中描述的症状，请⽴即致电
您的医⽣：

⾯部、喉咙、⾆头、嘴唇和眼睛肿胀，吞咽或呼吸困难，声⾳嘶哑

癫痫发作更频繁、持续时间更⻓或与您过去的癫痫发作不同

头痛、发烧、恶⼼、呕吐、颈部僵硬、对光敏感、发冷、意识模糊、肌⾁疼痛、嗜睡

异常出⾎或瘀伤

发烧、⽪疹、淋巴结肿⼤、⽪肤或眼睛发⻩、腹痛、排尿疼痛或⾎尿、胸痛、肌⾁⽆⼒或疼痛、异常
出⾎或瘀伤、癫痫发作、⾏⾛困难、视⼒障碍或其他视⼒问题

喉咙痛、发烧、发冷、咳嗽、呼吸困难、⽿痛、红眼、尿频或尿痛或其他感染迹象

⼼跳加速、⼼跳跳过或缓慢、呼吸急促、头晕或昏厥

拉莫三嗪可能会引起其他副作⽤。如果您在服⽤这种药物时有任何异常问题，请致电您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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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遇到严重的副作⽤，您或您的医⽣可以在线向美国⻝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的 MedWatch 不良
事件报告计划发送报告
(http://www.fda.gov/Safety/MedWatch [http://www.fda.gov/Safety/MedWatch]) 或通过电话 (1-800-332-1088)。

我应该知道这种药物的储存和处置吗？

将这种药物放在它进来的容器中，紧紧关闭，并且放在⼉童接触不到的地⽅。将其存放在室温下，远离过
多的热量和湿⽓（不要放在浴室⾥）。

将所有药物放置在⼉童看不到和接触不到的地⽅很重要，因为许多容器（例如每周服⽤药丸的容器以及⽤于
滴眼液、⾯霜、贴⽚和吸⼊器的容器）不适合⼉童使⽤，⽽且幼⼉可以轻松打开它们。为保护幼⼉免受中
毒，请始终锁上安全帽，并⽴即将药物放在安全的位置——⼀个向上、远离、看不⻅和够不到的地⽅。
http://www.upandaway.org [http://www.upandaway.org]

不需要的药物应以特殊⽅式处理，以确保宠物、⼉童和其他⼈⽆法⻝⽤。但是，您不应该将这种药物冲⼊
⻢桶。相反，处置药物的最佳⽅式是通过药物回收计划。与您的药剂师交谈或联系您当地的垃圾/回收部
⻔，了解您所在社区的回收计划。请参阅 FDA 的药品安全处置⽹站（http://goo.gl/c4Rm4p [http://
goo.gl/c4Rm4p]) 如果您⽆权访问回收计划，请了解更多信息。

n 紧急情况/过量

如果服⽤过量，请拨打毒物控制热线 1-800-222-1222。信息也可在线获取https://www.poisonhelp.org/
help [https://www.poisonhelp.org/help]. 如果受害者已经昏倒、癫痫发作、呼吸困难或⽆法醒来，请⽴即
拨打 911 拨打紧急服务电话。

过量服⽤的症状可能包括：
失去平衡或协调

眼睛⽆法控制的运动

双重视⼒

癫痫发作增加

⼼律不⻬

意识丧失

昏迷

我应该知道其他信息吗？

与您的医⽣和实验室保持所有约会。您的医⽣可能会下令进⾏某些实验室测试，以检查您对拉莫三嗪的反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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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任何实验室检查之前，请告诉您的医⽣和实验室⼈员您正在服⽤拉莫三嗪。

不要让其他⼈服⽤您的药物。向您的药剂师询问有关重新配药的任何问题。

保留⼀份您正在服⽤的所有处⽅药和⾮处⽅药（⾮处⽅药）以及任何产品（如维⽣素、矿物质或其他膳⻝补
充剂）的书⾯清单⾮常重要。每次去看医⽣或住院时，您都应该携带这份清单。这也是在紧急情况下随⾝携
带的重要信息。

兰特名称
乳酸菌®

乳酸菌®光盘

乳酸菌®ODT

乳酸菌®XR

最后修订 - 2021 年 9 ⽉ 15 ⽇

了解如何引⽤此⻚⾯

美国卫⽣系统药剂师协会免责声明
AHFS®患者⽤药信息™。© 版权所有，2022。美国卫⽣系统药剂师协会®, 4500 East-West Highway, Suite 

900, Bethesda, ⻢⾥兰州。版权所有。复制
⽤于商业⽤途必须获得 ASHP 的授权。

国家医学图书馆 8600 Rockville Pike, Bethesda, MD 20894 美国卫⽣与公众服务部

美国国⽴卫⽣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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