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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传单：⽤⼾信息
WHOPAR 第 3 部分

供应商提交的
SRA 批准的⽂本Exlutena 0,5毫克⽚剂

烯雌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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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产⼠或药剂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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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产⼠或药剂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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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Exlutena 是什么以及它的⽤途
服⽤ Exlutena 之前您需要了解的内容
你如何服⽤ Exlutena
可能的副作⽤
如何储存 Exlutena
包装内容和其他信息

1. Exlutena 是什么以及它的⽤途

Exlutena ⽤于预防意外怀孕。如果正确服⽤ Exlutena（没有丢失药⽚），怀孕的⻛险⾮常低。

Exlutena 含有少量的⼀种⼥性性激素，即孕激素lynestrenol。出于这个原因，Exlutena 被称为迷你药
丸。与复合药丸相反，迷你药丸不含雌激素。Exlutena 通过以下⽅式抑制受孕：

· 通过增加宫颈粘液的粘度来防⽌精⼦细胞进⼊⼦宫，从⽽减少精⼦的渗透。

· ⼤部分（70% 的⼥性）没有排卵。

与联合药丸相⽐，不耐受雌激素的⼥性和哺乳期⼥性可以使⽤ Exlutena。缺点是阴道流⾎可能不定期
发⽣。您也可能根本没有任何出⾎。

2. 服⽤ Exlutena 前需要了解的事项

不要服⽤ Exlutena

如果您有或曾经有下列任何⼀种情况，请不要服⽤ Exlutena。如果其中任何⼀项适⽤于您，请在
开始使⽤ Exlutena 之前告诉您的医⽣/助产⼠。您可能会得到建议使⽤⾮激素避孕⽅法。

· 如果您有⾎栓形成。⾎栓形成是在⾎管[例如腿部（深静脉⾎栓形成）或肺（肺栓塞）]中形成⾎
块。
· 如果您有⻩疸（⽪肤发⻩）或严重的肝病。
· 如果您患有或曾经患有对性类固醇敏感的肿瘤，例如某些类型的乳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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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有任何不明原因的阴道出⾎。
· 如果您对Exlutena 的活性物质或任何其他成分过敏。

如果上述任何⼀种情况是第⼀次出现、在使⽤ Exlutena 时恶化或复发，您应该联系您的医⽣/助产
⼠。

警告和注意事项

在本传单中，描述了您应该停⽌使⽤ Exlutena 或 Exlutena 的可靠性可能会降低的⼏种情况。在这
种情况下，您不应该发⽣性⾏为，或者您应该采取额外的⾮激素避孕措施，例如使⽤避孕套或其他
屏障⽅法。不要使⽤节奏或温度的⽅法。这些⽅法可能不可靠，因为 Exlutena 会改变⽉经周期中发
⽣的温度和宫颈粘液的通常变化。

与所有激素避孕药⼀样，Exlutena 不能预防 HIV 感染 (AIDS) 或任何其他性传播疾病。

在使⽤ Exlutena 之前您需要了解什么？
如果在下列任何⼀种情况下使⽤ Exlutena，您可能需要密切观察。您的医⽣/助产⼠会向您解释该怎么
做。因此，如果其中任何⼀项适⽤于您，请在开始使⽤ Exlutena 之前告诉您的医⽣/助产⼠：

· 您患有或曾经患有乳腺癌；
· 您患有肝癌；
· 您有⾎栓形成；
· 您患有糖尿病；
· 您在⼦宫外怀孕（异位妊娠）；
· 您曾经或曾经有过输卵管感染或⼿术；
· 您患有癫痫症；
· 您患有肺结核；
· 您有⾼⾎压；
· 您有或曾经有过⻩褐斑（⽪肤上的⻩褐⾊⾊素斑，尤其是⾯部）；如果是这样，请避免过多暴露
在阳光或紫外线下。

如果上述任何⼀种情况是第⼀次出现、在使⽤ Exlutena 时恶化或复发，您应该
联系您的医⽣/助产⼠。

避孕药和乳腺癌
⽆论是否服⽤⼝服避孕药（“避孕药”），每位⼥性都有患乳腺癌的⻛险。服⽤避孕药的⼥性⽐不服
⽤避孕药的同龄⼥性患乳腺癌的⼏率略⾼。当⼥性停⽌服⽤避孕药时，⻛险会逐渐降低，因此停药10
年后⻛险与从未服⽤过避孕药的⼥性相同。乳腺癌在 40 岁以下很少⻅，但随着⼥性年龄的增⻓，⻛险
会增加。因此，如果⼥性年龄较⼤，诊断出的额外乳腺癌数量会更⾼。⼥性服⽤避孕药的时间并不重
要。

每 10 000 名服⽤避孕药⻓达 5 年但在 20 岁前停⽌服⽤的⼥性中，除了正常情况下的 4 例外，在停药后⻓
达 10 年内发现的乳腺癌病例不到 1 例在这个年龄段确诊。同样，在服⽤避孕药⻓达 5 年但在 30 岁时停
⽌服⽤的 10 000 名妇⼥中，除了通常诊断出的 44 例病例外，还会有 5 例额外病例。在服⽤避孕药⻓达 5 
年但在 40 岁时停⽌服⽤的 10 000 名⼥性中，除了通常诊断出的 160 例病例外，还会有 20 例额外病例。

在服⽤避孕药的⼥性⾝上发现的乳腺癌似乎⽐在不服⽤避孕药的⼥性⾝上发现的乳腺癌更不可能扩散。
⽬前尚不清楚乳腺癌⻛险的差异是否是由避孕药引起的。可能是⼥性接受了更频繁的检查，从⽽更早地
发现了乳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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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丸和⾎栓形成（⾎凝块）
⾎栓形成是⾎凝块的形成，它可能会阻塞⾎管。腿部深静脉有时会发⽣⾎栓形成（深静脉⾎栓形成）。如
果这种凝块从形成它的静脉中分离出来，它可能会到达并阻塞肺动脉，从⽽导致所谓的肺栓塞。结果，可
能会发⽣致命的情况。深静脉⾎栓形成是罕⻅的。⽆论您是否服⽤避孕药，它都会发展。如果您怀孕，也
可能发⽣这种情况。

服⽤避孕药的⼈患⾎栓形成的⻛险⾼于不服⽤药物的⼈。据信，使⽤ Exlutena 等仅含孕激素的药丸的
⻛险低于使⽤同样含有雌激素的药丸（复⽅药丸）的⻛险。如果您发现可能有⾎栓形成的迹象，您应该
⽴即去看医⽣。（也可以看看 '你什么时候应该联系你的医⽣？'）

卵巢囊肿
在使⽤微型药丸期间，卵巢中可能会出现充满液体的⼩囊。这些被称为卵巢囊肿。它们通常会⾃⾏消失。
有时它们会引起轻微的腹痛。只有极少数情况下，它们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

精神疾病
⼀些使⽤荷尔蒙避孕药（包括 Exlutena）的⼥性报告了抑郁或情绪低落。抑郁症可能很严重，有时
可能会导致⾃杀念头。如果您出现情绪变化和抑郁症状，请尽快联系您的医⽣以获得进⼀步的医疗
建议。

其他药物和 Exlutena
⼀些药物可能会阻⽌ Exlutena 正常⼯作。这些包括⽤于治疗癫痫（例如扑⽶酮、苯妥英、巴⽐妥类药
物、卡⻢西平、奥卡西平、托吡酯、⾮尔氨酯）、结核病（例如利福平）和 HIV 感染（例如利托那⻙、
奈⾮那⻙）或其他传染病（灰⻩霉素）的药物)，⽤于胃部不适的医⽤⽊炭和草药圣约翰草(贯叶连翘)主
要⽤于治疗抑郁情绪。Exlutena 也可能⼲扰其他药物的作⽤。

如果您正在服⽤或最近服⽤过任何其他药物或草药产品，即使是⾮处⽅药，请告知您的医⽣/助产⼠
或药剂师。您的医⽣/助产⼠可以告诉您是否需要采取额外的避孕措施，如果需要，需要多⻓时间。

怀孕和哺乳

怀孕
怀孕或认为⾃⼰可能怀孕的妇⼥不得使⽤ Exlutena。

哺乳
Exlutena 不会影响⺟乳的数量或质量。少量（⺟亲摄⼊量的 0.14%）活性物质会进⼊⺟乳，没有迹象
表明对婴⼉有任何⻛险。如果您想在哺乳期间使⽤ Exlutena，请告诉您的医⽣/助产⼠。

驾驶和使⽤机器 没有观察到
效果。

Exlutena 含有乳糖
Exlutena 含有乳糖。如果您不耐受某些糖，请在开始使⽤ Exlutena 之前联系您的医⽣/助产⼠。

你应该什么时候联系你的医⽣？

定期检查
当您使⽤ Exlutena 时，您的医⽣/助产⼠会告诉您返回进⾏定期检查。⼀般来说，这些检查的
频率和性质将取决于您的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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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请尽快联系您的医⽣/助产⼠：
· 您注意到可能有⾎栓形成的迹象（例如，双腿剧烈疼痛或肿胀、胸部不明原因的疼痛、呼吸困难、
异常咳嗽，尤其是当您咳⾎时）；
· 您突然出现严重的胃痛或看起来有⻩疸（表明可能有肝脏问题）；
· 您感到乳房有肿块；
· 您的腹部下部或胃部突然或剧烈疼痛（可能表明宫外孕，这是⼦宫外怀孕）；

· 您将被固定（例如卧床）或进⾏⼿术；⾄少提前四个星期咨询您的医⽣；

· 您有异常的⼤量阴道出⾎；
· 您怀疑⾃⼰怀孕了。

上述情况和症状在本传单的其他地⽅进⾏了更详细的描述和解释。

3. 如何服⽤ Exlutena

何时以及如何服⽤⽚剂？

Exlutena 包装包含 28 ⽚。在包装的背⾯，⼀周中的⽇⼦印在箔纸上，它们之间印有箭头。每天对应⼀粒
药⽚。每次您开始⼀包新的 Exlutena 时，请在顶⾏服⽤⼀⽚药⽚。如果您在星期三开始，您必须从标有 
WED 的顶⾏取出平板电脑。继续每天服⽤⼀粒，直到空包，始终遵循箭头指⽰的⽅向。通过查看包装背
⾯，您可以轻松检查您是否已服⽤⽇常平板电脑。每天⼤约在同⼀时间服⽤您的平板电脑。⽤⽔将每⽚整
⽚吞服。在使⽤ Exlutena 期间您可能会出现⼀些出⾎，但您必须继续照常服⽤您的药⽚。当⼀个包是空
的，

开始您的第⼀包 Exlutena

·如果您在过去⼀个⽉内没有使⽤任何激素避孕药
在⽉经出⾎的第⼀天服⽤第⼀⽚。取⼀个标有⼀周中那⼀天的平板电脑。Exlutena 将⽴即起作⽤，⽆
需使⽤额外的避孕⽅法。
您也可以在周期的第 2-5 天开始，但在这种情况下，请确保在前 7 天还使⽤其他避孕⽅法（例
如避孕套）。

·如果您改⽤复⽅⼝服避孕药 (COC)、阴道环或透⽪贴剂 您可以在从当前药丸包装中取出最后⼀⽚药⽚
后的第⼆天开始服⽤ Exlutena，或者在去除阴道环或贴⽚的当天（这意味着没有药⽚、环或贴⽚的⼀
周）。如果您⽬前的药⽚包还包含⾮活性药⽚，您可以在服⽤最后⼀⽚活性药⽚后的第⼆天开始使⽤ 
Exlutena（如果您不确定这是哪⼀种，请咨询您的医⽣/助产⼠或药剂师）。如果您遵循这些说明，则
⽆需使⽤其他避孕⽅法。

·如果您更换另⼀种仅含孕激素的药丸（迷你药丸）
您可以随时停⽌服⽤并⽴即开始服⽤ Exlutena。您⽆需采取额外的避孕措施。

·如果您更换了注射剂或植⼊剂或释放孕激素的宫内节育器 (IUD)
当您的下⼀次注射到期或您的植⼊物或宫内节育器被取出当天开始使⽤ Exlut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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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刚⽣了孩⼦
如果您刚⽣完孩⼦，您的医⽣/助产⼠可能会告诉您等到您的第⼀个正常时期之后再开始服⽤ 
Exlutena。有时可以更早开始。您的医⽣/助产⼠会为您提供建议。

·如果你刚刚流产或堕胎 您的医⽣/助产⼠会
为您提供建议。

如果服⽤过多的 Exlutena ⽚剂

没有关于⼀次服⽤过多 Exlutena ⽚剂会产⽣严重有害影响的报道。可能出现的症状是恶⼼、呕吐，
在年轻⼥孩中，还有轻微的阴道流⾎。

如果您忘记服⽤ Exlutena

如果你是不到3⼩时在服⽤⽚剂的后期，Exlutena 的可靠性得以维持。记住后⽴即服⽤错过的药⽚，并
在平时服⽤下⼀⽚药⽚。

如果你是超过3⼩时在服⽤⽚剂的后期，Exlutena 的可靠性可能会降低。您错过的连续药⽚越多，避孕效
果降低的⻛险就越⾼。记住后⽴即服⽤最后⼀颗错过的药⽚，并在平时服⽤下⼀⽚药⽚。在接下来的 7 
天服⽤⽚剂时使⽤额外的保护措施（例如避孕套）。如果您在服⽤药⽚的第⼀周漏服了⼀颗或多⽚药
⽚，并且在漏服药⽚的前⼀周发⽣了性⾏为，则有可能怀孕。向您的医⽣/助产⼠寻求建议。

如果您患有胃肠道疾病（例如呕吐、严重腹泻）

如果您在服⽤ Exlutena ⽚剂后 3-4 ⼩时内呕吐或服⽤医⽤⽊炭或出现严重腹泻，则活性成分可能尚未
完全吸收。遵循与错过平板电脑相同的建议。

如果您有意外出⾎

在使⽤ Exlutena 期间，阴道出⾎可能不定期发⽣。这可能只是轻微的染⾊或出⾎，看起来很像⽉经出
⾎。您也可能根本没有出⾎。不规则出⾎并不表明 Exlutena 的避孕保护作⽤降低。⼀般来说，您⽆需采
取任何⾏动；继续服⽤Exlutena。但是，如果出⾎量很⼤或时间过⻓，请咨询您的医⽣/助产⼠。

如果您停⽌服⽤ Exlutena

您可以随时停⽌服⽤ Exlutena。如果您因为想怀孕⽽停⽌，通常建议您等到⾃然期后再尝试怀
孕。
如果您对本药品有其他疑问，请联系您的医⽣/助产⼠或药剂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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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使⽤避孕药有关的严重不良影响在“什么时候需要特别注意 Exlutena？请仔细阅读本节，并在适当
的情况下咨询您的医⽣/助产⼠。

Exlutena 或激素避孕药的使⽤者报告的其他副作⽤通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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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超过 100 个⽤⼾）：不规则出⾎、⽉经不调、乳房胀痛、乳房疼痛、乳房分泌物、体重增加、头
痛、偏头痛、恶⼼、腹痛、⽪疹、荨⿇疹、疼痛的蓝红⾊⽪疹（结节性红斑）、⻩褐斑（⽪肤上的褐⾊斑
块）⽪肤）、体液潴留、抑郁情绪、情绪变化和性欲下降。

不太常⻅（不到 100 个⽤⼾中的 1 个）：隐形眼镜不耐受、呕吐、腹泻、阴道分泌物和乳房增⼤。

稀有（不到 1000 个⽤⼾中的 1 个）：体重减轻，过敏，性欲增加。

如果任何副作⽤变得严重，或者如果您发现本宣传单中未列出的任何副作⽤，请告诉您的医⽣或药剂师。

副作⽤报告
如果您有任何副作⽤，请咨询您的医⽣/助产⼠或药剂师。这包括本传单中未列出的任何可能的副作⽤。
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式直接报告副作⽤

* . 通过报告副作⽤，您可以帮助提供有关此安全性的更多信息
国家报告制度列⼊

附录五
药物。

5. 如何储存 Exlutena

将此药放在⼉童接触不到的地⽅。

在 Utg.dat 后纸箱上注明的有效期后，请勿使⽤该药。结束⽇期是指该⽉的最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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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内容和其他信息

Exlutena包含什么

- 活性物质是lynestrenol（孕激素）0,5毫克。
- 其他成分是⻢铃薯淀粉、⽀链淀粉、⼀⽔乳糖（约 43 毫克）和硬脂酸镁。

Exlutena 的外观和包装内容

⼀个泡罩包装包含 28 个⽩⾊圆形药⽚。
⽚剂的⼀侧编码为 TT2，背⾯编码为 ORGANON*。每个纸箱包含 3 个泡罩包装。

上市许可持有⼈和制造商

上市许可持有⼈ Merck Sharp 
& Dohme BV Box 581

2003 年 PC 哈勒姆
荷兰⼈
制造商
NV欧加农
邮政信箱 20
NL-5340 BH 奥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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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nestrenol 0.5mg ⽚剂 (Merck 
Sharp & Dohme BV) RH017

WHOPAR 第 3 部分
供应商提交的

SRA 批准的⽂本

2019 年 9 ⽉

荷兰⼈

更多信息可从以下渠道获得： Merck Sharp 
& Dohme (瑞典) AB Box 45192

104 30 斯德哥尔摩
电话：077-570 04 88

本传单最后批准于 2019-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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