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CA-DURABOLIN
（癸酸诺⻰）

药物名称
德卡-Durabolin(癸酸诺⻰注射液）

分⼦式：C28H44○3

化学名称： 3-oxo-estr-4-en-17β-yl decanoate
分⼦量：428.7 Cas。编号：360-70-3

Deca-Durabolin 是⼀种⽤于肌⾁注射的雄激素油性制剂。

描述

癸酸诺⻰是⼀种⽩⾊⾄乳⽩⾊结晶粉末。它⼏乎不溶于⽔，但易溶于氯仿、⼄醇、⼄醚、不挥发油和酯类。

Deca-Durabolin 装在 1 ml 预装注射器中，其中含有 1 ml 淡⻩⾊油状液体。

作品

每毫升 Deca-Durabolin 含有 50 毫克的活性成分癸酸诺⻰。该产品还含有构成体积的⾮活性成分苯甲醇
（0.1 ml）和花⽣油。

药理

药效学特性

Deca-Durabolin 是⼀种可注射的合成代谢制剂。药理活性物质是诺⻰。癸酸酯赋予制剂注射后约三周的作⽤
持续时间。

诺⻰在化学上与雄性激素有关。与睾酮相⽐，它具有增强的合成代谢和降低的雄激素活性。这已在动物⽣物
测定中得到证实，并通过受体结合研究得到解释。诺⻰的低雄激素性在临床使⽤中得到证实。在⼈体中，
Deca-Durabolin 已被证明可以积极影响钙代谢并增加⻣质疏松症的⻣量。据报道，在患有播散性乳腺癌的⼥
性中，Deca-Durabolin 可在数⽉内产⽣客观消退。此外，Deca-Durabolin 具有节氮作⽤。这种对蛋⽩质代
谢的影响已通过代谢研究确定，并在存在蛋⽩质缺乏的情况下⽤于治疗，例如在慢性衰弱疾病期间以及在⼤
⼿术和严重创伤之后。

TITLE - NANDROLONE DECANOATE / DECA-DURABOLIN MEDICATION PATIENT 
INFORMATION IN CHINESE

Source : GP2U Telehealth

www.911globalmeds.com/buy-nandrolone-decanoate-deca-metadec-online
https://gp2u.com.au/static/pdf/D/DECA-DURABOLIN-PI.pdf


Deca-Durabolin 作为特定疗法和饮⻝措施以及肠外营养的辅助辅助剂。

在推荐剂量下，雄激素作⽤（例如男性化）相对不常⻅。诺⻰缺乏与肝功能障碍和胆汁淤积的发
⽣相关的 C17α-烷基。

药代动⼒学特性

吸收
癸酸诺⻰从注射部位缓慢释放到⾎液中，半衰期为 6 天。

分配
在⾎液中，酯迅速⽔解为半衰期为⼀⼩时或更短的诺⻰。诺⻰的⽔解、分布和消除的组合过程具有⼤约 4 ⼩
时的平均半衰期。

代谢和排泄
诺⻰由肝脏代谢。19-去甲雄酮、19-去甲肾上腺素和 19-去甲表雄酮已被鉴定为尿液中的代谢物。⽬前尚
不清楚这些代谢物是否具有药理作⽤。

适应症

· 急性肾功能衰竭、慢性肾功能不全和慢性肾功能衰竭贫⾎。
· ⽤于不能⼿术的乳腺癌的姑息治疗。
· ⻣质疏松症（禁⽌使⽤雌激素治疗）。
· 再⽣障碍性贫⾎。
· ⻓期使⽤⽪质类固醇治疗的患者。

禁忌症

· 怀孕。
· 哺乳期。
· 男性已知或疑似前列腺癌或乳腺癌。
· 对活性物质、癸酸诺⻰或任何赋形剂（包括花⽣油）过敏。因此，对花⽣和⼤⾖过敏的患者禁

⽤ Deca-Durabolin（参⻅防范措施）。

· 肾病或肾炎的肾病期。
· 胆红素排泄受损的肝病。
· ⼼⼒衰竭。

防范措施

· 不应超过推荐剂量。
· 如果出现男性化迹象，应考虑停⽌治疗。
· 如果患者受到肝素的影响，则不应给予 Deca-Durabolin 注射液。

· 良性前列腺肥⼤患者应谨慎使⽤合成代谢类固醇。
· 很少有关于肝细胞肿瘤和肝紫癜与⻓期雄激素合成代谢类固醇治疗相关的报道。

· Deca-Durabolin 每毫升溶液含有 100 毫克苯甲醇，不得给予 3 岁以下⼉童，包括早产⼉或新⽣
⼉。苯甲醇可能在婴⼉和 3 岁以下⼉童中引起毒性反应和过敏反应。

· 没有关于在⼉童中使⽤ Deca-Durabolin 的⾜够数据。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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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a-Durabolin 含有花⽣油，已知对花⽣过敏的患者不应服⽤/应⽤。由于对花⽣过敏和对⼤⾖
过敏之间可能存在关系，因此对⼤⾖过敏的患者也应避免使⽤ Deca-Durabolin（⻅ 禁忌症）。

· 应监测具有以下情况的患者：
- 潜在或明显的⼼⼒衰竭、肾功能衰竭或功能障碍、⾼⾎压、癫痫或偏头痛（或这些疾病的

病史），因为合成代谢类固醇偶尔会引起盐和液体潴留；

⼼肌梗塞或慢性动脉疾病史。由于在雄激素治疗期间⾎清胆固醇可能增加或减少，因此在对
此类患者给药时需要谨慎。⾎清胆固醇的连续测定很重要。

糖尿病 - ⻅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
不完全的⾝材增⻓，因为⾼剂量的合成代谢类固醇可能会加速⻣骺闭合；

乳腺癌的⻣骼转移；这些患者可能会⾃发出现⾼钙⾎症和⾼钙尿症，在这种情况下，应
停⽤ Deca-Durabolin 并适当治疗⾼钙⾎症。如果钙⽔平恢复正常，可以恢复合成代谢
类固醇治疗；

肝功能障碍。

-

-
-

-

-

· 处⽅者应注意 Deca-Durabolin 不会被滥⽤，并应注意某些⼈可能表现出寻求药物的⾏为。滥⽤合成
代谢物质来提⾼运动能⼒会带来以下严重的健康⻛险，应予以劝阻：⽔潴留；男性睾丸萎缩和精⼦
发⽣抑制；⽉经稀发和男性化，表现为⼥性声⾳嘶哑、痤疮和多⽑症；肝紫癜或其他肝毒性（⻅不
利影响）。

对⽣育能⼒的影响

尚未使⽤癸酸诺⻰对成年动物进⾏标准⽣育⼒和早期胚胎发育研究。

孕期使⽤（D 类）

禁忌。合成代谢类固醇和其他具有雄激素作⽤的物质可能对胎⼉产⽣男性化作⽤。

哺乳期使⽤

禁忌。合成代谢类固醇可能对新⽣⼉产⽣男性化作⽤，并且⺟乳中排泄的诺⻰酯的量尚不清楚。

致癌性

尚未进⾏关于癸酸诺⻰对动物的致癌作⽤的研究。

遗传毒性

尚未进⾏关于癸酸诺⻰的遗传毒性作⽤的研究。

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

· 抗凝剂：合成代谢类固醇可能会增加对⼝服抗凝剂的敏感性。为了将凝⾎酶原时间维持在所需的治
疗⽔平，可能必须减少抗凝剂的剂量。接受⼝服抗凝治疗的患者需要密切监测，尤其是在开始或停
⽌合成代谢药物时。

· 胰岛素和其他降⾎糖药：在糖尿病患者中，合成代谢物的代谢作⽤可能会降低⾎糖，从⽽减少对胰
岛素和其他降⾎糖药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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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验室测试的影响

· 合成代谢物可能会降低蛋⽩质结合碘 (PBI) ⽔平、甲状腺素结合能⼒和放射性碘摄取量。

· 合成代谢物可能会导致葡萄糖耐量试验和美替拉酮试验（垂体功能）的改变。

不利影响

不良反应取决于剂量、剂量间隔和个体敏感性。副作⽤是由于该制剂的雄激素活性。

系统器官
班级 常⻅的 罕⻅ 稀有的
⼀般的 保⽔性
内分泌 男性化（在

⼥性*) 显⽰为：
嘶哑
粉刺
多⽑症
增加/减少
性欲。

抑制精⼦发⽣

睾丸萎缩
阳痿
男⼦⼥性型乳房
勃起频率增加 阴茎增⼤（⻘春期前
男孩）

阴蒂肥⼤ 阴⽑⽣⻓增加 ⽉经稀
发

闭经
新陈代谢 ⾼脂⾎症

降低⾎清⾼密度脂蛋⽩胆固醇
⾎液学 ⾎红蛋⽩升⾼⾄异常⾼⽔平

⼼⾎管 ⾼⾎压
胃肠道 恶⼼
肝胆 肝脏异常

功能
⻩疸
紫癜
肝炎

泌尿⽣殖器 附睾炎
膀胱烦躁
尿流量减少
良性前列腺肥⼤ 阴茎异常勃起

肌⾁⻣骼 ⻣骺过早闭合（⼉童）

⽪肤 ＆
附件

粉刺 油性⽪肤
油性发质
⽪疹
瘙痒
⽪疹
荨⿇疹
注射部位
疖病

(* 在⾼剂量、⻓期治疗和频繁给药的情况下，对激素治疗敏感的⼥性可能会出现男性化迹象。如果出现男
性化迹象，应考虑中断治疗。声⾳嘶哑可能是声⾳变化的第⼀个迹象，即可以是持久的，有时是不可逆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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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和给药

Deca-Durabolin 只能通过深部肌⾁注射给药。⼩瓶和安瓿仅供⼀次性使⽤。

· 肾脏疾病，例如急性肾功能衰竭和慢性肾功能不全：每 2-3 周 25-50 毫克。最初，可能需要更⾼的剂
量（每周 50 毫克）。

· ⽤于不能⼿术的乳腺癌的姑息治疗：每 2-3 周 50 毫克.
· ⻣质疏松症（禁⽌使⽤雌激素治疗）：每 2-3 周 50 毫克。
· 对于⻓期使⽤⽪质类固醇治疗的患者：每 2-3 周 50 毫克。
· 注意：为了获得最佳的合成代谢效果，有必要在富含卡路⾥的饮⻝中摄⼊⾜量的维⽣素、

矿物质和蛋⽩质。
· 治疗贫⾎：

○
○

再⽣障碍性贫⾎：每周 50-150 毫克。
慢性肾功能衰竭贫⾎：⼥性100mg，男性200mg，每周⼀次。

在获得令⼈满意的改善或红⾎象正常化后，应在定期监测⾎液学参数的基础上逐渐停⽌治疗。如果在减少剂
量或停⽌治疗后的任何时间出现复发，应考虑重新开始治疗。

治疗效果的开始可能因患者⽽异。如果在治疗 3-6 个⽉后没有出现令⼈满意的反应，则应停⽌给药。

⼉科患者：不建议⼉科患者使⽤ Deca-Durabolin（参⻅防范措施）。

药物过量

没有针对 Deca-Durabolin 过量管理的具体建议。诺⻰酯的急性肌内毒性⾮常低。

展⽰和储存条件

Deca-Durabolin Orgaject 50mg/ml 注射⽤溶液 (AUST R 10655)：⼀次性玻璃注射器中 1 ml。

25岁以下存放0C、避光。

赞助商的名称和地址
Merck Sharp & Dohme (Australia) Pty Limited 
54-68 Ferndell Street
南格兰维尔 NSW 2142 澳⼤
利亚

Merck Sharp & Dohme (New Zealand) Ltd 
PO Box 99 851
新市场
奥克兰 1149
新西兰

药物中毒时间表

附表 4 ‒ 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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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期
TGA 批准⽇期：2007 年 2 ⽉ 22 ⽇ 最近修订⽇期：
2011 年 10 ⽉ 6 ⽇

所提供的信息仅与 Deca-Durabolin 50mg 相关，不应⽤于任何其他也可能含有相同活性成分的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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