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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蒽醌注射液
发⾳为 (mye toe zan' trone)

重要警告：

⽶托蒽醌只能在有使⽤化疗药物经验的医⽣的监督下给药。

⽶托蒽醌可能导致⾎液中⽩细胞数量减少。您的医⽣会在您治疗前和治疗期间定期下令进⾏实验室检查，以
检查您体内的⽩细胞数量是否减少。如果您出现以下任何症状，请⽴即就医：发烧、发冷、喉咙痛、咳嗽、
尿频或尿痛或其他感染迹象。

⽶托蒽醌注射液可能会在治疗期间的任何时间或治疗结束后的数⽉⾄数年内对您的⼼脏造成损害。这种⼼脏
损伤可能很严重，可能导致死亡，甚⾄可能发⽣在没有任何⼼脏病⻛险的⼈⾝上。在开始使⽤⽶托蒽醌治疗
之前，您的医⽣会检查您并进⾏某些测试，以检查您的⼼脏⼯作情况以及您是否表现出任何⼼脏问题的迹
象。如果您正在使⽤⽶托蒽醌注射液治疗多发性硬化症（MS；⼀种神经功能不正常，导致虚弱；⿇⽊；肌⾁
协调性丧失；以及视⼒、语⾔和膀胱控制问题），您的医⽣还将在每次注射⽶托蒽醌之前和完成治疗后每年
进⾏某些测试。这些测试可能包括⼼电图（ECG；记录⼼脏电活动的测试）和超声⼼动图（使⽤声波测量⼼
脏泵⾎能⼒的测试）。如果测试显⽰您的⼼脏泵⾎能⼒下降，您的医⽣可能会告诉您不应该服⽤这种药物。
如果您有或曾经有过任何类型的⼼脏病或胸部放射（X 射线）治疗，请告诉您的医⽣。如果您正在服⽤或曾
经接受过某些癌症化疗药物，如柔红霉素 (Cerubidine)、阿霉素 (Doxil)、表柔⽐星 (Ellence) 或伊达⽐星 
(Idamycin)，或者您曾经接受过⽶托蒽醌治疗，请告诉您的医⽣和药剂师过去。⼼脏损伤的⻛险可能取决于
⼀个⼈⼀⽣中给予的⽶托蒽醌总量，因此，如果您将这种药物⽤于 MS，您的医⽣可能会限制您接受的总剂
量。如果您出现以下任何症状，请⽴即就医：呼吸困难、胸痛、腿部或脚踝肿胀，或者⼼跳不规则或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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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蒽醌可能会增加患⽩⾎病（⽩细胞癌）的⻛险，尤其是当它以⾼剂量给药或与某些其他化疗药物⼀起
给药时。

与您的医⽣讨论使⽤⽶托蒽醌注射液的⻛险。

为什么要开这种药？

⽶托蒽醌注射液⽤于患有各种形式的多发性硬化症（MS；⼀种神经功能不正常的疾病，⼈们可能会出现虚弱、
⿇⽊、肌⾁协调丧失以及视⼒、语⾔和膀胱控制问题），包括以下：

复发缓解形式（症状不时发作的病程），或

进⾏性复发（病程偶尔复发），或

继发进展形式（复发更频繁的病程）。

⽶托蒽醌注射液也与类固醇药物⼀起使⽤，以减轻对其他药物没有反应的晚期前列腺癌患者的疼痛。⽶托蒽醌注
射液也与其他药物⼀起⽤于治疗某些类型的⽩⾎病。⽶托蒽醌注射液属于⼀类称为蒽⼆酮的药物。⽶托蒽醌通过
阻⽌免疫系统的某些细胞到达⼤脑和脊髓并造成损害来治疗 MS。⽶托蒽醌通过阻⽌癌细胞的⽣⻓和扩散来治疗
癌症。

这个药应该怎么⽤？

⽶托蒽醌注射液是⼀种液体，由医院或诊所的医⽣或护⼠静脉注射（进⼊静脉）。使⽤⽶托蒽醌注射液治疗 MS 
时，通常每 3 个⽉给药⼀次，持续约 2 ⾄ 3 年（共 8 ⾄ 12 剂）。当⽶托蒽醌注射液⽤于治疗前列腺癌时，通常
每 21 天给药⼀次。当⽶托蒽醌注射液⽤于治疗⽩⾎病时，您将根据您的病情以及您对治疗的反应继续接受这种
药物治疗。

如果您使⽤⽶托蒽醌注射液治疗 MS，您应该知道它可以控制 MS，但不能治愈它。即使您感觉良好，也要继续
接受治疗。如果您不想再接受⽶托蒽醌注射液治疗，请咨询您的医⽣。

如果您使⽤⽶托蒽醌注射液治疗 MS，请向您的药剂师或医⽣索取制造商为患者提供的信息副本。

该药的其他⽤途

⽶托蒽醌注射液有时也⽤于治疗⾮霍奇⾦淋巴瘤（NHL；始于通常抵抗感染的⽩细胞类型的癌症）。与您的医
⽣讨论使⽤这种药物治疗您的病情的⻛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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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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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遵循什么特殊的预防措施？

在使⽤⽶托蒽醌注射液之前，
如果您对⽶托蒽醌注射液、任何其他药物、亚硫酸盐或⽶托蒽醌注射液中的任何其他成分过敏，请告诉您的
医⽣和药剂师。向您的药剂师索取成分清单。

告诉您的医⽣和药剂师您正在服⽤或计划服⽤的其他处⽅药和⾮处⽅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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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医⽣可能需要改变您的药物剂量或仔细监测您的副作⽤。

如果您有或曾经有任何凝⾎问题、贫⾎（⾎液中的红细胞数量减少）或肝病，请告诉您的医⽣。

如果您怀孕或计划怀孕，请告诉您的医⽣。使⽤⽶托蒽醌注射液时不应怀孕。与您的医⽣讨论您在治疗期间可
以使⽤的有效避孕⽅法。如果您在使⽤⽶托蒽醌注射液时怀孕，请⽴即致电您的医⽣。⽶托蒽醌注射液可能会
伤害胎⼉。如果您使⽤⽶托蒽醌注射液治疗 MS，即使您使⽤避孕措施，您的医⽣也应在每次治疗前给您进⾏
妊娠试验。在每次治疗开始之前，您必须进⾏阴性妊娠试验。

如果您正在⺟乳喂养，请告诉您的医⽣。使⽤⽶托蒽醌注射液时不要⺟乳喂养。

如果您正在接受⼿术，包括⽛科⼿术，请告诉医⽣或⽛医您正在使⽤⽶托蒽醌注射液。

您应该知道⽶托蒽醌注射液是深蓝⾊的，每次注射后的⼏天内，您的眼睛的⽩⾊部分可能会出现轻微的蓝
⾊。它还可能在您服药后约 24 ⼩时内将您的尿液颜⾊变为蓝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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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法预约接受⼀剂⽶托蒽醌注射液，请⽴即致电您的医⽣。

这种药物会引起副作⽤吗？

⽶托蒽醌注射液可能会引起副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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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

呕吐

腹泻

便秘

胃灼热

⻝欲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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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和⾆头上的疮

流鼻涕或鼻塞

头发稀疏或脱落

指甲和脚趾甲周围或下⽅区域的变化

⽉经不调或⽉经不调

极度疲倦

弱点

头痛

背痛

⼀些副作⽤可能很严重。如果您遇到任何这些症状或重要警告部分中列出的症状，请⽴即致电
您的医⽣：

异常出⾎或瘀伤

⽪肤上的红⾊或紫⾊⼩点

⿇疹

瘙痒

⽪疹

吞咽困难

⽓促

昏厥

头晕

苍⽩的肤⾊

⽪肤或眼睛发⻩

癫痫发作

注射部位发红、疼痛、肿胀、灼热或蓝⾊变⾊

⽶托蒽醌注射液可能会引起其他副作⽤。如果您在接受这种药物治疗时有任何异常问题，请致电您的医⽣。

如果您出现严重的副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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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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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受害者已经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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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发作、呼吸困难或⽆法唤醒，请⽴即拨打 911 拨打紧急服务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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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医⽣会下令进⾏某些实验室测试，以检查您的⾝体对⽶托蒽醌注射
液的反应。

如果您对⽶托蒽醌注射液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您的药剂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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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万强®¶

其他名字
DHAD

¶ -该品牌产品已不再上市。可能有通⽤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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