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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数据表

⼀、产品名称

注射⽤TENOXICAM Devatis粉末，20毫克

2. 定性和定量成分

活性物质：
每个⼩瓶含有 20 毫克替诺昔康。
重构的替诺昔康 Devatis 溶液含有 10 mg/ml 替诺昔康。

辅料：
有关辅料的完整列表，请参阅第 6.1 节。

3. 药物形式

装有注射⽤冻⼲粉的⼩瓶 ⻩绿⾊冻⼲物质

4. 临床资料

4.1 治疗适应症
替诺昔康 Devatis 在成⼈中适⽤于对以下肌⾁⻣骼系统疼痛性炎症和退⾏性疾病的对症治疗：

-
-
-
-
-

类⻛湿关节炎
⻣关节炎
关节
强直性脊柱炎
关节外疾病，例如肌腱炎、滑囊炎、肩周炎（肩⼿综合征）或髋关节、拉伤和扭伤

术后疼痛-

4.2 剂量学和给药⽅法

给药剂量/频率和持续时间
通过在控制症状所必需的最短持续时间内使⽤最低有效剂量，可以将不良影响降⾄最低（⻅第 4.4 节）。

对于除术后疼痛以外的所有适应症，应在⼀天中的同⼀时间给予每⽇单剂量 20 mg。

对于术后疼痛，推荐剂量为每天 40 毫克，持续 5 天。
在慢性疾病的治疗中，替诺昔康的治疗效果在治疗早期很明显，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应逐渐增加。在慢
性疾病中，不建议每⽇剂量超过 20 毫克，因为这会增加不良反应的频率和强度，⽽不会显着提⾼疗效。

对于需要⻓期治疗的患者，可以尝试将每⽇⼝服剂量减少到 10 mg 以维持（使⽤该产品⽆法实现，即应
使⽤⽚剂）。

给药⽅法
⼩瓶中的冻⼲粉应溶解在 2 ml ⽆菌注射⽤⽔中。制备的溶液应⽴即通过肌内 (IM) 或静脉内 (IV) 快速推注
给药。如有指⽰，每天通过 IV 或 IM 施⽤单剂量开始治疗，持续⼀到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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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服或直肠途径继续给予替诺昔康。
注射⽤冻⼲粉专为 IM 或 IV 推注给药⽽开发；由于沉淀的可能性，不应通过输液使⽤。

关于特殊⼈群的附加信息

肾功能不全
上述剂量建议也适⽤于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但建议肾功能不全患者使⽤替诺昔康时，应仔细监测肾功能。
肾功能不全患者应尽量减少剂量。严重肾功能不全患者不宜使⽤。

肝功能损害
上述剂量建议也适⽤于肝功能不全的患者。但建议肝功能不全患者使⽤替诺昔康时，应仔细监测肝功能。
肝功能不全患者应尽量减少剂量。严重肝功能不全患者不宜使⽤.

⼉科⼈群
由于数据不⾜，尚未为⼉童和⻘少年制定剂量建议。这个年龄段的⼈不能⽤。

⽼年⼈⼝
⽼年⼈胃肠道出⾎、溃疡或穿孔的⻛险增加，这可能是致命的。这些患者应以可⽤的最低剂量开始治疗，
并应考虑与保护性药物（例如⽶索前列醇或质⼦泵抑制剂）的联合治疗同时使⽤这些患者以及需要同时使
⽤低剂量⽔杨酸盐或其他可能增加药物的患者胃肠道⻛险（⻅第 4.4 节）。

4.3 禁忌症
替诺昔康 Devatis 禁⽤于：
- 已知对替诺昔康或任何与替诺昔康联合使⽤的赋形剂或其他⾮甾体抗炎药 (NSAID) 过敏的患者。

曾因⽔杨酸盐或其他⾮甾体抗炎药 (NSAID) 出现哮喘、鼻炎、⾎管性⽔肿或荨⿇疹症状的患者。

与既往⾮甾体抗炎药治疗相关的活动性或有胃肠道出⾎或穿孔病史的患者（⻅第 4.4 节）。

有活动性或有复发性消化性溃疡或出⾎病史的患者（两次或多次明显的溃疡或出⾎发作）（⻅第 4.4 
节）。
出⾎素质，与其他⾮甾体抗炎药⼀样。
与其他⾮甾体抗炎药⼀样，⽤于严重⼼⼒衰竭、肾功能衰竭和肝功能衰竭的患者。妊娠最
后三个⽉（⻅第 4.6 节）

-

-

-

-
-
-

4.4 特别警告和使⽤注意事项
Tenoxicam Devatis is relatively contraindicated in patients with liver dysfunction.
The use of tenoxicam with concomitant NSAIDs, including cyclo-oxygenase-2 selective inhibitors should be 
avoided.
Because of the high plasma protein-binding of tenoxicam, when plasma albumin concentrations are 
markedly reduced, care and precaution should be taken.
Undesirable effects may be minimized by using the lowest effective dose for the shortest duration necessary to 
control symptoms (see section 4.2, and GI bleeding, ulceration and perforation).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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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压病史和/或轻度⾄中度充⾎性⼼⼒衰竭病史的患者需要进⾏适当的监测，因为据报道液体潴留和
⽔肿与 NSAID 治疗有关。临床试验和流⾏病学数据表明，使⽤选择性 COX-2 抑制剂和⼀些⾮甾体抗炎药
（特别是⾼剂量和⻓期治疗）可能与动脉⾎栓事件⻛险增加有关，包括⼼肌梗塞和中⻛，这可能会随着剂
量的增加⽽增加或使⽤期限。患有⼼⾎管疾病或⼼⾎管危险因素的患者也可能⾯临更⼤的⻛险。

患有不受控制的⾼⾎压、充⾎性⼼⼒衰竭、已确诊的缺⾎性⼼脏病、外周动脉疾病和/或脑⾎管疾病的患
者，只有在仔细考虑后才应使⽤替诺昔康 Devatis 治疗。在开始对有⼼⾎管疾病危险因素（如⾼⾎压、⾼
脂⾎症、糖尿病、吸烟）的患者进⾏⻓期治疗之前，也应考虑类似的因素。

为将服⽤ NSAID 的患者（尤其是有⼼⾎管危险因素的患者）发⽣⼼⾎管不良事件的潜在⻛险降⾄最低，
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最低有效剂量（⻅第 4.2 节）。

⾮甾体抗炎药可能导致新的⾼⾎压发作或原有⾼⾎压的恶化，服⽤⾮甾体抗炎药的患者可能会出现抗⾼⾎
压反应受损。

对⾼⾎压患者开具⾮甾体抗炎药时应谨慎。在⾮甾体抗炎药治疗开始期间和之后定期监测⾎压。

在⼀些服⽤⾮甾体抗炎药的患者中观察到液体潴留和⽔肿；因此，建议有液体潴留或⼼⼒衰竭的患者谨慎
使⽤。

没有⼀致的证据表明同时使⽤阿司匹林可以减轻与使⽤ NSAID 相关的严重⼼⾎管⾎栓事件可能增加的⻛
险。

胃肠道出⾎、溃疡和穿孔：
所有⾮甾体抗炎药（包括替诺昔康 Devatis）在治疗期间的任何时间都有可能致命的胃肠道出⾎、溃疡或
穿孔的报告，⽆论有⽆警告症状或严重胃肠道事件的既往史。研究尚未确定任何没有发⽣消化性溃疡和出
⾎⻛险的患者亚组。

由 NSAIDs 引起的上消化道溃疡、⼤出⾎或穿孔发⽣在治疗 3-6 个⽉的约 1% 的患者和治疗 1 年的约 
2-4% 的患者中。这些趋势随着使⽤时间的延⻓⽽持续，增加了在治疗过程中某个时间发⽣严重胃肠道事
件的可能性。然⽽，即使是短期治疗也不是没有⻛险。

对于有胃肠道事件危险因素的患者，如⽼年⼈、有严重胃肠道事件史、吸烟和酗酒的患者，这些患者可能
发⽣严重胃肠道事件的⻛险更⼤，建议谨慎使⽤。

⽼年⼈对⾮甾体抗炎药的不良反应频率增加，尤其是胃肠道出⾎和穿孔，这可能是致命的。虚弱的患者似
乎不能像其他⼈⼀样耐受溃疡或出⾎。⼤多数与⾮甾体抗炎药相关的致命胃肠道事件发⽣在⽼年⼈和/或
虚弱的患者⾝上。胃肠道出⾎、溃疡或穿孔的⻛险随着⾮甾体抗炎药剂量的增加⽽增加，在有溃疡病史的
患者中，特别是在并发出⾎或穿孔（⻅第 4.3 节）和⽼年⼈中。

有危险因素的患者应以可⽤的最低剂量开始治疗，对于这些同时使⽤低剂量⽔杨酸盐或其他药物的患者，
应考虑与保护性药物（例如⽶索前列醇或质⼦泵抑制剂）联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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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增加胃肠道⻛险（⻅下⽂和第 4.5 节）。

有炎症性肠病（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病史的患者应谨慎使⽤⾮甾体抗炎药，因为他们的病情可能会
恶化。有胃肠道毒性病史的患者，尤其是⽼年⼈，应报告任何不寻常的腹部症状（尤其是胃肠道出⾎），
尤其是在治疗的初始阶段。如果发⽣消化性溃疡或胃肠道出⾎，应⽴即停⽤替诺昔康。医⽣应警告患者有
关严重胃肠道毒性的体征和症状。

建议患者同时服⽤可能增加溃疡或出⾎⻛险的药物，例如⼝服⽪质类固醇、华法林等抗凝剂、选择性5-羟
⾊胺再摄取抑制剂或⽔杨酸盐等抗⾎⼩板药物（⻅第 4.5 节）。

⽪肤反应
使⽤替诺昔康报告了危及⽣命的⽪肤反应，例如剥脱性⽪炎、中毒性表⽪坏死松解症 (TEN) 和史蒂⽂斯 - 
约翰逊综合征 (SJS)，这些反应可能是致命的并且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发⽣。这些严重的副作⽤是特殊
的，并且与剂量或使⽤时间⽆关。

应告知患者严重⽪肤反应的体征和症状，并密切监测⽪肤反应。SJS 或 TEN 发⽣的最⾼⻛险是在治疗的
最初⼏周内。

如果出现 SJS 或 TEN 的症状或体征（例如，进⾏性⽪疹，常伴有黏膜损伤⽔疱），应停⽤ Tenoxicam 
Devatis。管理 SJS 和 TEN 的最佳结果来⾃任何可疑药物的早期诊断和⽴即停药。早期戒断与更好的预后
相关。

如果患者因使⽤替诺昔康⽽出现 SJS 或 TEN，则不得在任何时候重新开始该患者的替诺昔康。

⾎液学影响
替诺昔康抑制⾎⼩板聚集并可能影响⽌⾎。替诺昔康对凝⾎因⼦、凝⾎时间、凝⾎酶原时间和活化促凝⾎
酶原激酶时间⽆显着影响。

然⽽，当给予替诺昔康 Devatis 时，应仔细观察患有凝⾎障碍或接受⼲扰⽌⾎治疗的患者。

眼部效果
已经报道了使⽤⾮甾体抗炎药（包括替诺昔康 Devatis）的不良眼部发现。因此，建议对出现视⼒障碍的
患者进⾏眼科评估。

解热作⽤
与其他抗炎药⼀样，替诺昔康可能会掩盖通常的感染迹象。

肾功能不全
⾮甾体抗炎药抑制肾脏前列腺素的合成，因此可能对肾脏⾎流动⼒学和盐⽔平衡产⽣不良影响。有必要对
有肾脏疾病史、糖尿病患者肾功能受损、肝硬化、充⾎⼼⼒衰竭、低⾎容量和潜在肾毒性药物、利尿剂和
⽪质类固醇的伴随治疗。由于可能出现严重失⾎，这组患者在⼤⼿术的围⼿术期和术后阶段处于特殊⻛险
中。因此，他们需要在术后和恢复期进⾏密切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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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替诺昔康的⾎浆蛋⽩结合率⾼，当⾎浆⽩蛋⽩⽔平显着降低时需要⼩⼼。

4.5 与其他药品的相互作⽤和其他形式的相互作⽤

⼄酰⽔杨酸盐和⽔杨酸盐
⽔杨酸盐增加了包括替诺昔康在内的⾮甾体抗炎药的清除率和分布容积，并通过将替诺昔康从蛋⽩质结合
位点置换出来，降低了替诺昔康的平均最⼩稳态⾎浆浓度。不推荐与⽔杨酸盐或其他⾮甾体抗炎药同时治
疗，因为不良反应的⻛险增加。

抗⾎⼩板剂和选择性⾎清素再摄取抑制剂
抗⾎⼩板药物和选择性 5-羟⾊胺再摄取抑制剂 (SSRIs) 与⾮甾体抗炎药同时使⽤会增加胃肠道出⾎的⻛险
（⻅第 4.4 节）

甲氨蝶呤
⼀些⾮甾体抗炎药和甲氨蝶呤的共同给药与甲氨蝶呤肾⼩管分泌减少、甲氨蝶呤⾎浆浓度升⾼和严重的甲
氨蝶呤毒性有关。因此，当替诺昔康与甲氨蝶呤同时给药时应谨慎。

锂
由于替诺昔康可能会降低锂的肾脏清除率，因此它们的同时给药可能会导致锂的⾎浆⽔平和毒性增加。应
密切监测锂的⾎浆⽔平。

利尿剂和抗⾼⾎压药
与⼀般的⾮甾体抗炎药⼀样，替诺昔康不应与保钾利尿剂同时给药。这两类化合物之间存在已知的相互作
⽤，可能导致⾼钾⾎症和肾功能衰竭。

没有注意到替诺昔康和呋塞⽶之间有临床意义的相互作⽤，但替诺昔康减弱了氢氯噻嗪的降⾎压作⽤。正
如从其他 NSAID 中得知的那样，替诺昔康可能会减弱 α-肾上腺素能阻滞剂和 ACE 抑制剂的抗⾼⾎压作
⽤。
当替诺昔康与阿替洛尔⼀起给药时，没有临床相关的相互作⽤。在临床试验期间，没有报告与洋地⻩产品
同时治疗的患者发⽣相互作⽤。因此，替诺昔康和洋地⻩产品的同时给药似乎没有重⼤⻛险。

抗酸剂和 H2-受体阻滞剂
与推荐剂量的抗酸剂和西咪替丁同时给药时，未发现临床相关的相互作⽤。

丙磺舒
丙磺舒和替诺昔康治疗的共同给药可能会增加替诺昔康的⾎浆浓度。该观察结果的临床意义尚未确定。

抗凝剂
与推荐剂量的华法林和苯丙⾹⾖素以及低分⼦量肝素联⽤未发现临床相关的相互作⽤。然⽽，对于其他⾮
甾体抗炎药，当患者同时接受抗凝剂时，建议进⾏仔细监测。

⼝服降糖药
⼝服降糖药格列本脲、格列本脲和甲苯磺丁脲的临床效果同样没有被替诺昔康改变。然⽽，对于其他⾮甾
体抗炎药，当患者同时接受⼝服降糖药时，建议进⾏仔细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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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来烯胺
考来烯胺可能会增加清除率并缩短替诺昔康的半衰期。

右美沙芬
与单⼀疗法相⽐，替诺昔康和右美沙芬的同时给药可能会增加镇痛效果。

环孢素
肾毒性⻛险增加。

酒精
替诺昔康和酒精之间没有显着的药效学相互作⽤，但 c与替诺昔康同时使⽤酒精会增强胃粘膜损伤。

4.6 ⽣育、怀孕和哺乳

⼀般原则
怀孕类别是 C/D (3.trimester)

育龄妇⼥/避孕
没有关于替诺昔康对节育（避孕）影响的数据。与任何已知的抑制环氧合酶/前列腺素合成的药物⼀样，
使⽤替诺昔康可能会损害⽣育能⼒，不建议尝试怀孕的⼥性使⽤。如果被试图怀孕的⼥性使⽤，剂量应保
持尽可能低，治疗时间应尽可能短。

怀孕
抑制前列腺素合成可能对妊娠和/或胚胎/胎⼉发育产⽣不利影响。流⾏病学研究数据表明，在妊娠早期使
⽤前列腺素合成抑制剂后，流产、⼼脏畸形和腹裂的⻛险增加。⼼⾎管畸形的绝对⻛险从不到 1% 增加到
⼤约 1.5%。据信⻛险随着治疗剂量和持续时间的增加⽽增加。在动物中，前列腺素合成抑制剂的给药已
被证明会导致植⼊前和植⼊后丢失和胚胎-胎⼉致死率增加。此外，据报道，在器官发⽣期间给予前列腺
素合成抑制剂的动物中各种畸形（包括⼼⾎管畸形）的发⽣率增加。在妊娠的头三个⽉和妊娠中期，除⾮
明确需要，否则不应给予替诺昔康 Devatis。如果试图怀孕的妇⼥或在妊娠的头三个⽉和妊娠中期使⽤替
诺昔康 Devatis，则剂量应尽可能低，治疗时间应尽可能短。

在妊娠晚期，所有前列腺素合成抑制剂都可能使胎⼉暴露于：
-
-

⼼肺毒性（动脉导管过早闭合和肺动脉⾼压）肾功能不全，可能进展为肾功能衰竭伴⽺⽔过少

⺟亲和新⽣⼉在妊娠结束时：
- 可能延⻓出⾎时间，即使在⾮常低的剂量下也可能发⽣抗聚集作⽤。

抑制⼦宫收缩导致分娩延迟或延⻓。-

因此，在妊娠晚期禁⽤替诺昔康 Devatis。

哺乳
根据单次给药的结果，极少量（平均值⼩于剂量的 0.3%）的替诺昔康进⼊⺟乳（⻅第 5.2 节）。

没有证据表明服⽤替诺昔康的⺟亲在⺟乳喂养的婴⼉中有不良反应。然⽽，婴⼉应该断奶或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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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能⼒
与任何已知的抑制环氧合酶/前列腺素合成的药物⼀样，使⽤替诺昔康可能会损害⽣育能⼒，因此不建议
尝试怀孕的⼥性使⽤。
对于难以受孕或正在接受⽣育⼒调查的⼥性，应考虑停⽤替诺昔康治疗（⻅第 5.3 节）。

4.7 对驾驶和使⽤机器能⼒的影响
遇到可能影响驾驶或使⽤机器的不良事件（例如眩晕、嗜睡或视觉障碍）的患者应避免驾驶汽⻋或使⽤机
器。

4.8 不良影响
基于包括⼤量患者在内的临床试验，证明在推荐剂量下替诺昔康具有良好的耐受性。通常报告的不良影响
是轻微和短暂的。在⼀⼩部分患者中，由于不良反应⽽中断治疗是必要的。

发现替诺昔康肠胃外给药的局部耐受性良好。

与 NSAIDs 相关的最常⻅的不良事件本质上是胃肠道。可能会发⽣消化性溃疡、穿孔或胃肠道出⾎，有时
是致命的，尤其是在⽼年⼈中（⻅第 4.4 节）。服⽤⾮甾体抗炎药后出现恶⼼、呕吐、腹泻、肠胃胀⽓、
便秘、消化不良、腹痛、⿊便、呕⾎、溃疡性⼝炎、结肠炎恶化和克罗恩病（⻅第 4.4 节）的报告。较少
⻅的有胃炎。

以下术语和频率⽤于因使⽤替诺昔康⽽产⽣的不良影响：
很普通的 （≥1/10) 普通 (≥1/100, <1/10), 不常⻅ (≥1/1000, <1/100), 稀有 (≥1/10000, <1/1000)，⾮常
罕⻅ (<1/10000)，未知（⽆法从现有数据中估计）。

⾎液和淋巴系统疾病
未知: 贫⾎、粒细胞缺乏症、⽩细胞减少症、⾎⼩板减少症。

免疫系统疾病
未知: 过敏反应，如呼吸困难、哮喘、过敏反应、⾎管性⽔肿。

代谢和营养障碍 罕⻅: ⻝欲下降

精神疾病
罕⻅： 睡眠障碍
未知: 混乱状态，幻觉

神经系统疾病 常⻅的: 头晕，头痛 
未知: 感觉异常，嗜睡

眼疾
未知：视觉障碍（如视⼒障碍和视⼒模糊）

⽿和迷路疾病 罕⻅: 眩晕

⼼脏疾病
罕⻅: ⼼悸 未知: ⼼⼒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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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疾病
未知: ⾎管炎。
临床试验和流⾏病学数据表明，使⽤选择性环氧合酶 2 抑制剂（COX2 抑制剂）和⼀些⾮甾体抗炎药（特
别是⾼剂量和⻓期治疗）可能与动脉⾎栓事件（例如⼼肌梗塞或中⻛）⻛险的轻微增加有关.

虽然没有显⽰替诺昔康增加⾎栓事件，例如⼼肌梗塞，但没有⾜够的数据来排除替诺昔康的这种⻛险。

胃肠道疾病
常⻅的: 胃痛、上腹痛、腹痛、消化不良、恶⼼
罕⻅: 消化道出⾎（包括呕⾎和⿊便）、消化道溃疡、便秘、腹泻、呕吐、⼝腔溃疡、胃炎、⼝⼲。

很稀少: 胰腺炎
未知: 胃肠穿孔, 结肠炎和克罗恩病恶化, 胀⽓

肝胆疾病 罕⻅: 肝酶升⾼ 未知: 肝炎

⽪肤和⽪下组织疾病 罕⻅：瘙痒，红斑，⽪疹，⽪疹，
荨⿇疹。
很稀少：史蒂⽂斯-约翰逊综合征、中毒性表⽪坏死松解症（莱尔综合征）、 未知: 
光敏反应。

肾脏和泌尿系统疾病 罕⻅: ⾎尿素或肌酐升⾼

⽣殖系统和乳腺疾病 未知: ⼥性不孕症

已经报道了使⽤已知抑制环氧合酶/前列腺素合成的药物（包括替诺昔康）导致⼥性不育的孤⽴病例。

⼀般疾病和给药部位条件 罕⻅: 疲劳、⽔肿

疑似不良反应报告
在药物批准后报告可疑的不良反应很重要。它允许持续监测药物的收益/⻛险平衡。要求医疗保健专业⼈
员报告任何可疑的不良反应https://nzphvc.otago.ac.nz/reporting/ .

4.9 过量
症状
⼀般来说，NSAID过量的患者是⽆症状的。⾮甾体抗炎药过量仅引起轻微的中枢神经系统或胃肠道紊乱。

有个别报道称⼤量摄⼊后毒性更严重；它们包括癫痫发作、昏迷和肾功能衰竭，并且可能发⽣⼼肺骤停。
肝功能障碍、低凝⾎酶⾎症和代谢性酸中毒也有报道。

治疗
如果药物过量，需要进⾏适当的⽀持治疗，并可能需要停药、抗酸剂和质⼦泵抑制剂。没有已知的特定解
毒剂。透析不会显着清除⾎流中的⾮甾体抗炎药。

有关过量管理的进⼀步建议，请联系国家毒物信息中⼼（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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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药或 0800 764 766）。

药物滥⽤和依赖：药物依赖、成瘾和娱乐滥⽤尚未被报告为这种化合物的问题。

5. 药理性质

5.1 药效学特性
药物治疗组：抗⻛湿、抗炎、镇痛剂。 空中交通管制代码: M01AC02

Tenoxicam Devatis 的活性成分，tenoxicam，是⼀种⾮甾体抗炎药 (NSAID)，具有抗炎、镇痛和抗⻛湿
特性，还可以抑制⾎⼩板聚集。替诺昔康通过抑制环氧合酶 1 (COX-1) 和 2 (COX-2) 来抑制前列腺素的⽣
物合成体外(绵⽺精囊）和体内(保护花⽣四烯酸诱导的⼩⿏毒性）。 体外对从⼈ COS-7 细胞制备的环氧
合酶同⼯酶的研究表明，替诺昔康对 COX-1 和 COX-2 同⼯酶的抑制程度⼤致相同，即 COX-2/COX-1 ⽐
率等于 1.34。

体外⽩细胞过氧化物酶的测试表明，替诺昔康可以作为炎症部位活性氧的清除剂。

替诺昔康是⼀种强效体外诱导软⻣分解的⼈类⾦属蛋⽩酶（溶基质素和㬵原酶）的抑制剂。

另⼀个可能的作⽤机制是降低亚硝酸盐⽔平，表明 NO 途径的改变。

这些药理作⽤⾄少部分解释了 Tenoxicam Devatis 在治疗肌⾁⻣骼系统疼痛性炎症和退⾏性疾病⽅⾯的
治疗益处。

5.2 药代动⼒学特性

⼀般属性
吸收：
肌内给药后，⽣物利⽤度是完全的，⼝服给药之间没有差异。肌内注射后，早在给药后 15 分钟即可达到
或⾼于最⼤达到浓度的 90%。

使⽤每⽇⼀次 20 mg 的推荐剂量⽅案，可在 10-15 天内达到稳态条件，⽽不会出现意外蓄积。每⽇⼀次
⼝服 20 mg 替诺昔康时，稳态的平均浓度为 11 mg/L，即使治疗⻓达 4 年也不会改变。

正如单剂量动⼒学预测的那样，稳态⾎浆浓度⽐单剂量后达到的⾎浆浓度⾼ 6 倍。

分配：
静脉注射 20 mg 替诺昔康后，药物的⾎浆⽔平在最初 2 ⼩时内迅速下降，主要是由于分布过程。稳态时
的平均分布容积为 10-12 L。

⾎液中超过 99% 的药物与⽩蛋⽩结合。替诺昔康很好地渗透到滑液中。达到峰值浓度的时间晚于⾎浆。

根据单剂量给药的结果，极少量（平均值⼩于剂量的 0.3%）的替诺昔康进⼊⺟乳（⻅第 4.6 节）。

代谢：
在⼏乎完全⽣物转化为药理上⽆活性的代谢物后，替诺昔康通过肝脏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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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
⾼达三分之⼆的给药剂量通过尿液排泄（主要作为⽆活性的 5'-羟基替诺昔康），其余通过胆汁排泄（很
⼤⼀部分以葡萄糖醛酸化化合物的形式）。不超过给药剂量的 1% 以原形通过尿液排出。替诺昔康的平均
消除半衰期为 72 ⼩时（范围 59 ⾄ 74 ⼩时）。总⾎浆清除率为 2 ml/min。

线性/⾮线性：
在研究的 10 ⾄ 100 mg 剂量范围内，替诺昔康的药代动⼒学呈线性。

患者特征

肾功能不全：
对肾功能不全患者的研究表明，⽆需调整剂量即可达到与健康受试者相似的⾎浆浓度。

肝功能损害：
对肝功能损害患者的研究表明，⽆需调整剂量即可达到与健康受试者相似的⾎浆浓度。

⽼年⼈⼝：
对⽼年⼈的研究表明，⽆需调整剂量即可达到与健康受试者相似的⾎浆浓度。观察到⽼年⼈的动⼒学曲线
与健康受试者相似。

其他：
观察到⻛湿病患者的动⼒学曲线与健康受试者相似。
由于替诺昔康的⾼⾎浆蛋⽩结合，当⾎浆⽩蛋⽩⽔平显着降低时需要⼩⼼（⻅第 4.4 节）。

5.3 临床前安全数据

致癌性： 替诺昔康对动物没有致癌作⽤。

致突变性： 替诺昔康对动物没有致突变作⽤。

⽣育能⼒受损：
与任何已知的抑制环氧合酶/前列腺素合成的药物⼀样，使⽤替诺昔康可能会损害⽣育能⼒，不建议尝试
怀孕的⼥性使⽤。对于难以受孕或正在接受不孕症调查的⼥性，应考虑停⽤替诺昔康治疗。

致畸性： 替诺昔康对动物⽆致畸作⽤。

6. 药物特性

6.1 辅料清单
抗坏⾎酸
依地酸⼆钠
⽢露醇
氢氧化钠
氨丁三醇
盐酸（⽤于调节 p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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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不兼容
由于有沉淀的⻛险，注射⽤替诺昔康粉不应与输液⼀起使⽤。在没有相容性研究的情况下，该
药不得与其  他药物混合使⽤。

6.3 保质期
24 个⽉。替诺昔康 Devatis 产品应在复溶后⽴即使⽤。

6.4 储存条件
避光储存于 30°C 或以下。

6.5 容器的类型和性质
⽆⾊ 3 ml 玻璃⼩瓶，其中含有 20 mg 冻⼲物质。

6.6 处置和其他处理的特殊注意事项
任何未使⽤的材料都应根据当地的处置规定进⾏处置。

7. ⽤药时间表

处⽅药

8. 赞助商

德⽡提斯有限公司
45 Yarrow Street, 因弗卡吉尔, 
9810 新西兰
电话：+64 3 211 0080 
传真：+64 3 211 0079 
www.devatis.nz

9. ⾸次批准⽇期

⾸次授权⽇期：15.10.2020 最近更新
⽇期：

10. ⽂本的修订⽇期

09.0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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