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这些症状在⼀段时间后没有改善，如果您出现新症状或您担
⼼⾃⼰的症状，请咨询您的医⽣。

您的饮⻝和⽣活⽅式也可以帮助治疗 IBS： 您如何限制饮⻝取
决于 IBS 对您的影响。如果您发现某些⻝物会引起症状，那么
不吃它们是有道理的。⾼纤维饮⻝可能会有所帮助，但请咨询
您的药剂师以获取更多信息。

有些⼈发现学习放松可以帮助减轻他们的 IBS 症状。您可能会发
现每天留出⼀些时间来放松和轻轻放松会很有帮助。

2. 服⽤美⻉维林前需要了解的事项

不要服⽤美⻉维林：
如果您对美⻉维林或该药的任何其他成分过敏（在第 6 节
中列出）。

美⻉维林 135 毫克
薄膜⾐⽚

警告和注意事项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请在服⽤美⻉维林之前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 您出现了新的症状或您的症状变得更糟。

· 您有肝脏或肾脏问题本传单中的内容
1. Mebeverine 是什么以及它的⽤途
2. 服⽤美⻉维林前需要了解的事项
3. 如何服⽤美⻉维林
4. 可能的副作⽤
5. 如何储存美⻉维林
6. 包装内容及其他信息。

如果上述情况适⽤于您（或您不确定），请在服⽤此药前咨询您
的医⽣或药剂师。

其他药物和美⻉维林
不知道美⻉维林会与其他药物相互作⽤，但如果您正在服⽤、最
近服⽤或可能服⽤任何其他药物，您应该告诉您的医⽣或药剂
师。

1. Mebeverine 是什么以及它的⽤途 美⻉维林与酒精
您可以在服⽤美⻉维林 135 毫克薄膜包⾐⽚时饮酒。美⻉维林 135 毫克薄膜⾐⽚含有活性成分盐酸美⻉维林。这属于⼀

组称为解痉药的药物。

怀孕、哺乳和⽣育
如果您怀孕或哺乳，认为您可能怀孕或计划⽣育，请在服⽤此药
前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美⻉维林有助于放松胃肠道（肠道）的肌⾁。它⽤于肠易激综合征
和慢性结肠易激、痉挛性便秘、粘液性结肠炎和痉挛性结肠炎等类
似问题。

关于美⻉维林对孕妇的安全性信息有限。您的医⽣可能会建议您在
怀孕前或⼀旦您知道⾃⼰怀孕就停⽌服⽤美⻉维林。⺟乳喂养期间
不应使⽤美⻉维林。

肠易激综合征 (IBS) 是⼀种⾮常常⻅的疾病，会导致肠道或肠道
痉挛和疼痛。
肠道是⼀条⻓⻓的肌⾁管，⻝物通过它向下传递，以便消
化。如果肠道
进⼊痉挛并挤压得太紧，你会感到疼痛。这种药的作⽤⽅式是缓
解
IBS 的痉挛、疼痛和其他症状。

驾驶和使⽤机器
Mebeverine 不太可能影响您驾驶或使⽤机器的能⼒。

肠易激综合征 (IBS) 的主要症状包括：
美⻉维林含有乳糖
如果您的医⽣告诉您您对某些糖不耐受，请在服⽤该药物之前联系
您的医⽣。

· 胃痛和痉挛
· 持续腹泻，或便秘和腹泻交替出现

· 胀⽓（⻛）和胀⽓
· ⼩⽽硬的颗粒状或带状粪便（粪便） 美⻉维林含有钠

该药每⽚薄膜⾐⽚含少于 1 mmol 钠（23 mg），也就是说基本
上“不含钠”。这些症状可能因⼈⽽异。

TITLE - MEBEVERINE HCL / DUSPATALIN 
COLOSPA MEDICATION PATIENT 
INFORMATION IN CHINESE

Source : Medicines Org UK

www.911globalmeds.com/buy-mebeverine-hydrochloride-duspatalin-colospa-online
https://www.medicines.org.uk/emc/files/pil.2315.pdf


3. 如何服⽤美⻉维林 5. 如何储存美⻉维林

始终完全按照您的医⽣或药剂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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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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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试在饭前 20 分钟服⽤该药⽚ - 有些⼈发现他们在进⻝后
症状最为严重。⽤⽔吞服整个药⽚。不要咀嚼⽚剂。 将此药存放于30°C以下⼲燥处，避光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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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包括⽼⼈）：

· 推荐剂量为⼀粒，⼀⽇三次。 别拿每天超过三⽚。

· 如果您的症状有所改善，您服⽤的药⽚数量可能会减少。
6. 包装内容及其他信息

⼉童和⻘少年: 美⻉维林是不是推荐⽤于 18 岁以下的⼉童和⻘少
年。 什么美⻉维林包含

活性物质是盐酸美⻉维林。每个薄膜包⾐⽚含有 135 毫克盐酸美⻉
维林其他成分是：

微晶纤维素乳糖⼀⽔合物

聚维酮
滑⽯
硬脂酸镁
羟基⼄酸淀粉钠。

如果您服⽤的美⻉维林⽐您应该服⽤的多
如果您或其他⼈服⽤的美⻉维林⽚剂过多（过量），请联系您的
医⽣或医院急诊科⽴即地. 随⾝携带本传单和任何剩余的药⽚

如果您忘记服⽤美⻉维林
如果您忘记在正确的时间服⽤⼀剂美⻉维林薄膜包⾐⽚，请在记住
后⽴即服⽤，除⾮您的下⼀次服药时间快到了。不要服⽤双倍剂量
以弥补被遗忘的药⽚。 ⽚剂包⾐包括羟丙基甲基纤维素（E464）、⼆氧化钛

（E171）和聚⼄⼆醇。

如果您停⽌服⽤美⻉维林
即使您感觉好些，也不要在未咨询医⽣的情况下停⽌服⽤药⽚。

Mebeverine 的外观和包装内容 美⻉维林⽚剂是⼀侧标
有“MV135”的⽩⾊包⾐⽚剂。

如果您对该药的使⽤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该药有 12、15、18、20、21、28、30、56、60、84、90 和 
100 ⽚的塑料瓶或泡罩包装。并⾮所有包装尺⼨都可以销售。

4. 可能的副作⽤ 上市许可持有⼈： ⽶尔帕姆有限公司

战神座，奥德赛商业园西区路

Ruislip HA4 6QD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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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注意到以下情况停⽌服⽤药⽚并去看医⽣⽴即，或就近的
医院。
· 呼吸困难，⾯部、颈部、嘴唇、⾆头或喉咙肿胀（严重过

敏反应） 制造商：
APL Swift Services (Malta) Ltd, HF26, Hal 
Far Industrial Estate, Hal Far, 
Birzebbugia, BBG 3000,
⻢⽿他。

其他副作⽤：可能会发⽣过敏反应，例如⽪肤反应、⽪肤发炎
或发红、肿胀、荨⿇疹、瘙痒或⽪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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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未列出的任何副作⽤。 ⽶尔帕姆有限公司

战神座，
奥德赛商业园，
West End Road, Ruislip HA4 6QD, 
United Kingdom。

副作⽤报告
如果您有任何副作⽤，请咨询您的医⽣、药剂师或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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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hra.gov.uk/yellow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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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宣传单最后⼀次修订于 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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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传单：患者信息 这些症状可能因⼈⽽异。

美⻉维林 135 毫克膜-
包⾐⽚剂

如果这些症状在⼀段时间后没有改善，如果您出
现新症状或您担⼼⾃⼰的症状，请咨询您的医
⽣。盐酸美⻉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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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饮⻝和⽣活⽅式也可以帮助治疗 IBS：

您如何限制饮⻝取决于 IBS 对您的影响。如果您发
现某些⻝物会引起症状，那么不吃它们是有道理
的。⾼纤维饮⻝可能会有所帮助，但请咨询您的药
剂师以获取更多信息。

有些⼈发现学习放松可以帮助减轻他们的 IBS 症
状。您可能会发现每天留出⼀些时间来放松和轻轻
放松会很有帮助。

2. 服⽤美⻉维林前需要了解的事项

不要服⽤美⻉维林：
如果您对美⻉维林或该药的任何其他成分过敏
（在第 6 节中列出）。本传单中的内容

1. Mebeverine 是什么以及它的⽤途
2. 服⽤美⻉维林前需要了解的事项

3. 如何服⽤美⻉维林
4. 可能的副作⽤
5. 如何储存美⻉维林
6. 包装内容及其他信息。

警告和注意事项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请在服⽤美⻉维林之前咨询您的医⽣
或药剂师：
· 您出现了新的症状或您的症状变得更糟。

· 您有肝脏或肾脏问题1. Mebeverine 是什么以及它的⽤途
如果上述情况适⽤于您（或您不确定），请在服
⽤此药前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美⻉维林 135 毫克薄膜⾐⽚含有活性成分盐酸美⻉

维林。这属于⼀组称为解痉药的药物。
其他药物和美⻉维林 不知道美⻉维林会与其他药
物相互作⽤，但如果您正在服⽤、最近服⽤或可
能服⽤任何其他药物，您应该告诉您的医⽣或药
剂师。美⻉维林有助于放松胃肠道（肠道）的肌⾁。它

⽤于肠易激综合征和慢性结肠易激、痉挛性便
秘、粘液性结肠炎和痉挛性结肠炎等类似问题。

美⻉维林与酒精
您可以在服⽤美⻉维林 135 毫克薄膜包⾐⽚
时饮酒。

肠易激综合征 (IBS) 是⼀种⾮常常⻅的疾病，会
导致肠道或肠道痉挛和疼痛。

怀孕、哺乳和⽣育 如果您怀孕或哺乳，认为您可
能怀孕或计划⽣育，请在服⽤此药前咨询您的医
⽣或药剂师。

肠道是⼀条⻓⻓的肌⾁管，⻝物通过它向下传递，
以便消化。如果肠道痉挛并挤压得太紧，你就会感
到疼痛。该药的作⽤⽅式是缓解 IBS 的痉挛、疼痛
和其他症状。

关于美⻉维林对孕妇的安全性信息有限。您的
医⽣可能会建议您在怀孕前或⼀旦您知道⾃⼰
怀孕就停⽌服⽤美⻉维林。⺟乳喂养期间不应
使⽤美⻉维林。

肠易激综合征 (IBS) 的主要症状包括：

· 胃痛和痉挛
· 持续腹泻，或便秘和腹泻交替出现

· 胀⽓（⻛）和感觉臃肿
· ⼩⽽硬的颗粒状或带状粪便（粪便）

驾驶和使⽤机器
Mebeverine 不太可能影响您驾驶或使⽤机器的
能⼒。
美⻉维林含有乳糖
如果您的医⽣告诉您，您



对某些糖不耐受，请在服⽤此药物前联系您的医
⽣。

有关该药安全性的更多信息。

5. 如何储存美⻉维林
3. 如何服⽤美⻉维林 将此药放在⼉童看不到和够不到的地⽅。
始终完全按照您的医⽣或药剂师告诉您的⽅式服
⽤该药。如果您不确定，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
师。 在 EXP 后的纸箱或标签上注明的有效期后，请勿

使⽤该药。到期⽇是指该⽉的最后⼀天。
尝试在饭前 20 分钟服⽤该药⽚ - 有些⼈发现他们
在进⻝后症状最为严重。⽤⽔吞服整个药⽚。不
要咀嚼⽚剂。 将此药存放在30ºC以下⼲燥处，避光。

成⼈（包括⽼⼈）：
· 推荐剂量为每天 3 次，每次 1 ⽚。别拿每天

超过三⽚。

· 如果您的症状有所改善，您服⽤的药⽚
数量可能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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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和⻘少年: 美⻉维林是不是 推荐⽤于 18 岁以下
的⼉童和⻘少年。 什么美⻉维林包含 活性物质是盐酸美⻉维林。

每⽚薄膜⾐⽚含 135 mg 盐酸美⻉维林

其他成分是：微晶纤维素
乳糖⼀⽔合物

聚维酮
滑⽯
硬脂酸镁
羟基⼄酸淀粉钠。

如果您服⽤的美⻉维林⽐您应该服⽤的多 如果您
或其他⼈服⽤的美⻉维林⽚剂过多（过量），请联
系您的医⽣或医院急诊科 ⽴即地. 随⾝携带本传单
和任何剩余的药⽚

如果您忘记服⽤美⻉维林
如果您忘记在正确的时间服⽤⼀剂美⻉维林薄膜包
⾐⽚，请在记住后⽴即服⽤，除⾮您的下⼀次服药
时间快到了。不要服⽤双倍剂量以弥补被遗忘的药
⽚。

⽚剂包⾐包括羟丙基甲基纤维素（E464）、⼆
氧化钛（E171）和聚⼄⼆醇。

如果您停⽌服⽤美⻉维林
即使您感觉好些，也不要在未咨询医⽣的情况下
停⽌服⽤药⽚。

Mebeverine 的外观和包装内容

美⻉维林⽚剂是⼀侧标有“MV135”的⽩⾊
包⾐⽚剂。如果您对该药的使⽤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您的

医⽣或药剂师。 该药有 12、15、18、20、21、28、30、56、60、
84、90 和 100 ⽚的塑料瓶或泡罩包装。并⾮所有
包装尺⼨都可以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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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许可持有⼈： ⽶尔帕姆有限公

司
战神座，奥德赛商业园西区路

Ruislip HA4 6QD
英国

如果您注意到以下情况停⽌服⽤药⽚并去看医⽣⽴
即，或就近的医院。

· 呼吸困难，⾯部、颈部、嘴唇、⾆头或喉咙
肿胀（严重过敏反应）

制造商：
杰拉德实验室
巴利多伊尔⼯业区格兰奇路 35/36 
号
都柏林 13
爱尔兰

其他副作⽤：可能会发⽣过敏反应，例如⽪肤反
应、⽪肤发炎或发红、肿胀、荨⿇疹、瘙痒或⽪
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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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 本宣传单最后⼀次修订于 05/2018

副作⽤报告
如果您有任何副作⽤，请咨询您的医⽣、药剂师
或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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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mhra.gov.uk/yellowcard 通过报告副作
⽤，您可以帮助提供 1633179

LT1957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