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氯吡索- (clo-PIK-溶㬵)

氯吡索-⽚剂 10 毫克
氯吡索-针相注射液 50 mg/mL 氯哌醇-⻓效注
射 200 mg/mL
盐酸珠氯噻醇(zoo-clo-PEN-thic-sol high-dro-CLOR-ride)
Zuclopenthixol醋酸盐(zoo-clo-PEN-thic-sol AS-se-tate)
Zuclopenthixol decanoate(zoo-clo-PEN-thic-sol deck-can-OH-ate)
消费者医学信息 (CMI)

本传单中的内容 Clopixol Acuphase 注射液⽤于精
神障碍急性发作的初始治疗。它还
⽤于治疗躁狂症（⼀种以过度活
动、兴⾼采烈或易怒为特征的精神
疾病），并⽤于慢性精神疾病恶化
的情况。

本传单末尾列出的成分。

过敏反应的症状可能包括呼吸急促、
喘息或呼吸困难、⾯部、嘴唇、⾆头
或⾝体其他部位肿胀，或⽪肤出现⽪
疹、瘙痒或荨⿇疹。

本宣传册包含有关氯吡索的⼀
些常⻅问题的解答。

它不包含所有已知的关于氯吡索
的信息。它不能代替与您的医⽣
交谈或

药剂师。
Clopixol Depot 注射液通常⽤于
预防您的疾病进⼀步发作。

如果您有以下情况，请勿使⽤氯哌醇：
⋅ 因⾎压过低⽽崩溃

所有药物都有⻛险和益处。您的医
⽣已经权衡了您使⽤该药的⻛险和
他/她期望它为您带来的益处。

Clopixol 属于⼀组称为噻吨神经
安定药的药物。它有助于纠正⼤
脑中可能导致精神疾病的化学失
衡。

⋅ 由于任何原因导致意识下降

⋅ 脑损伤
⋅ 红细胞或⽩细胞或⾎⼩板数量异常

或减少的⾎液疾病
如果您对使⽤该药有任何疑虑，
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但是，您的医⽣可能会为其他⽬的

开处⽅。 ⋅ 嗜铬细胞瘤，⼀种罕⻅的肾上腺肿
瘤，位于肾脏附近。

将此传单与药物⼀起保
存。
你可能需要把它重读⼀遍。

如果您对为什么为您开处⽅有任
何疑问，请咨询您的医⽣。

请勿将氯吡索⽤于⽬前患有酒精中毒
或使⽤⽤于产⽣镇静或帮助您睡眠的
药物或⽤于治疗癫痫或剧烈疼痛的药
物中毒的任何⼈。

该药仅在医⽣处⽅下可⽤。

氯吡索不会上瘾。
氯吡索是什么
⽤于 不要给失去知觉或昏迷的⼈服⽤氯吡

索。
Clopixol ⽚剂⽤于急性和⻓期治
疗精神分裂症和其他伴有思维、
情绪反应和⾏为障碍的精神疾
病。

在你使⽤它之前 请勿在包装上印制的有效期后使
⽤。
如果您在到期⽇期过后使⽤它，它可
能⽆法正常⼯作。到期⽇是指当⽉的
最后⼀天。

当你不能使⽤它时

如果您对氯吡索、任何其他类似
药物（如噻吨或吩噻嗪）或任何

它也⽤于治疗躁狂抑郁症的躁狂
期。躁狂期是⼀种情绪

兴奋、过度活动和不受约束
的⾏为。

如果包装破损或有篡改迹象，请勿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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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开始使⽤它之前 ⋅ ⻘光眼，⼀种眼内压⼒通常
会积聚的疾病

如果您没有将上述任何情况告诉
您的医⽣，请在使⽤氯吡索之前
告诉他们。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请告诉您的医⽣：

1.您对⻝物、防腐剂或染料等任
何其他物质过敏。

⋅ ⼼脏和⾎管问题
服⽤其他药物

⋅ 肾脏问题
⋅ 肝脏问题

2.您怀孕或打算怀孕。 如果您正在服⽤任何其他药物，包括
您从药房、超市或保健⻝品店购买的
未经处⽅的药物，请告诉您的医⽣。⋅ ⾎液中钾和/或镁含量低Clopixol 可能会影响您的⽣育

能⼒。如果您打算组建家庭，
请咨询您的医⽣。 ⋅ 器质性脑综合征 ⼀些药物和氯哌醇可能会相互⼲

扰。这些包括：
像⼤多数此类药物⼀样，
氯吡索不是
除⾮明确需要，否则建议在
怀孕期间使⽤。⼀般

使⽤此产品可能会影响您宝宝
的状况
药物。

⋅ 帕⾦森症，⼀种影响运动的
⼤脑疾病

⋅ 中⻛的危险因素 ⋅ 三环类抗抑郁药和锂，⽤于治
疗抑郁症或情绪波动的药物⋅ 迟发性运动障碍，对某些药

物的反应
⾆头的蠕⾍状运动，或⼝
腔、⾆头、脸颊或下巴的其
他不受控制的运动，可能会
进展到⼿臂和腿。

⋅ ⽤于治疗强烈疼痛的药物
⋅ ⽤于产⽣镇静或帮助睡眠的

药物
使⽤过的妈妈的新⽣⼉可能
会出现以下症状

怀孕最后三个⽉的氯吡索：颤
抖、肌⾁僵硬和/或

虚弱、嗜睡、激动、呼吸困难
和
喂养困难。如果您的宝宝出
现任何这些症状，您应该联
系您的医⽣。

⋅ ⽤于治疗⾼⾎压（⾼⾎压）的药
物，例如胍⼄啶

⋅ 癌症治疗 ⋅ 左旋多巴，⼀种⽤于治疗帕⾦森
病的药物⋅ 如果您或您的家⼈有⾎栓病

史，因为此类药物与

⾎凝块的形成

⋅ 刺激⾝体，使其准备好⾏动的
药物，例如肾上腺素

⋅ 甲氧氯普胺，⼀种⽤于缓解恶⼼
和呕吐的药物⋅ 睡眠呼吸暂停（⼀种睡眠障

碍，您的呼吸是
睡眠期间中断）。

⋅ 哌嗪，⼀种⽤于治疗蠕⾍感染的药
物

3.您正在哺乳或计划哺乳。 如果您将在炎热的环境中或进⾏⼤
量剧烈运动，请告诉您的医⽣。

Clopixol 可能会让你出汗更少，
导致你的⾝体过热。

⋅ 已知抑制某些肝酶活性的药物

不建议您在使⽤时进⾏⺟乳喂
养
氯吡索。它的活性成分会进
⼊⺟乳，因此您的宝宝可能
会

做作的。

⋅ ⽤于治疗⼼跳节律或⼼率变化的药
物，例如奎尼丁、胺碘酮、索他洛
尔和多⾮利特

如果您接触到含有农药的杀⾍剂，
请告诉您的医⽣
磷。
您出现副作⽤的⻛险可能会增加。

⋅ 抗精神病药，⼀类⽤于治疗某些精
神和情绪状况的药物，例如

硫利达嗪4. 您有或曾经有过以下医疗状
况： 如果您有乳糖不耐症，请在服⽤氯

吡索⽚之前联系您的医⽣。

Clopixol ⽚剂含有乳糖。

⋅ 某些⽤于治疗感染的药物，例如
红霉素、加替沙星和莫西沙星⋅ 动脉硬化，⼀种影响动

脉的疾病
⋅ 抽搐、痉挛或癫痫发作 ⋅ ⽤于缓解过敏症状的药物，包

括特⾮那定和阿司咪唑⋅ ⼤脑供⾎减少 不要给⼉童或⻘少年服⽤氯吡索。

没有在以下⼉童或⻘少年中使⽤它
的经验
18岁。

⋅ 糖尿病，⼀种新陈代谢紊
乱，其中⾎液中的糖含量过
⾼

⋅ 西沙必利，⽤于治疗胃病

⋅ 扰乱⽔或盐平衡的药物，例如噻
嗪类利尿剂，也称为液体或⽔⽚

⋅ 感到昏昏欲睡、冷漠、迷失
或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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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知可增加氯吡索浓度的药物

你的⾎

Clopixol Depot 注射液 常⽤剂
量为每第⼆⾄第四周 200 ⾄ 400 
毫克（1 ⾄ 2 毫升）。

对您的疾病产⽣相同的影响，尽管它
们持续的时间不同。

⋅ ⽤于缓解胃痉挛或痉挛、预防
晕⻋和治疗帕⾦森病的药物，
例如阿托品或相关药物。

氯吡索⽚
Clopixol ⽚剂只能在短时间内发挥
作⽤，因此需要每天服⽤。您的医⽣将决定您接受的剂量。这

取决于您的病情和其他因素，例如
您的体重和您对药物的反应。⼀般
来说，您的医⽣会开始给您较⼩的
剂量，然后逐渐增加剂量，直到达
到氯吡索对您最有效的剂量。

每天⼤约在同⼀时间服⽤⼀次 
Clopixol ⽚剂。
每天在同⼀时间服⽤也将帮助您记住
何时服⽤药⽚。

⋅ ⽤于治疗癌症的药物

这些药物可能会受到氯吡索的影
响，或者可能会影响其效果。您可
能需要使⽤
不同剂量的药物，或服⽤不同的
药物。您的医⽣会为您提供建
议。

饭前或饭后服⽤氯吡索⽚剂。

您的医⽣可能开了不同的剂量。
氯吡索注射液
Clopixol Acuphase 注射剂必须每 
2-3 天注射⼀次，⽽ Clopixol Depot 
注射剂持续数周，因此每 2-4 周注射
⼀次。

如果您不确定⾃⼰的正确剂量，请
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按照他们
给你的指⽰。

他们会准确地告诉您将获得多少。

您的医⽣或药剂师有更多关于使⽤
氯吡索时要⼩⼼或避免的药物的信
息。 您的医⽣会为您提供建议。

⽼年患者
⽼年患者可能需要减少氯吡索的剂
量。

使⽤多⻓时间

只要您的医⽣告诉您，请继续服⽤您
的药⽚和/或进⾏注射。

Clopixol 有助于控制您的病情，但不
能治愈它。因此，您需要定期治疗。

如何使⽤它
如何使⽤它使⽤多少
氯吡索⽚氯吡索⽚

常⽤剂量为每天 10 ⾄ 50 毫克。 ⽤⼀整杯⽔吞下整个药⽚。

如果您忘记使⽤它
如果您不确定⾃⼰的正确剂量，请
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他们会告诉你确切的服⽤量。

打开这个⼉童安全瓶， 请按照下图
握住、扭转和转动瓶⼦。

氯吡索⽚
如果您的下⼀次服药时间快到了，
请跳过您错过的剂量，并在您打算
服⽤下⼀次服药时服⽤。

按照他们给你的指⽰。

如果您服⽤错误的剂量，氯吡索
可能⽆法正常⼯作，您的病情也
可能不会改善。

不要服⽤双倍剂量来弥补您错过的
剂量。

如果距离下⼀次服药还有很⻓的时
间，请在记住后⽴即服⽤，然后像往
常⼀样恢复服⽤。

氯吡索针相注射液 通常的剂量是
每 2 到 3 天 50 到 150 毫克（1 到 
3 毫升），或按照医⽣的指⽰服
⽤。

氯吡索注射液
Clopixol作为注射剂注射到⼤肌⾁
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释放。只
能由医⽣、护⼠或其他经过培训的
⼈员进⾏注射。

如果您不确定该怎么做，请咨询您
的医⽣或药剂师。

治疗时间不应超过 2 周。

最⼤剂量不应超过400毫克，每疗
程注射总次数不应超过4次。

何时使⽤
您可能会服⽤氯吡索⽚剂或注射
剂，两者均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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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记得何时服药，请咨询您
的药剂师。

如果您即将开始使⽤任何新药，
请提醒您的医⽣和药剂师您正在
使⽤氯哌醇。

如果您的⽪肤似乎在燃烧，请告诉
您的医⽣。
Clopixol 可能会导致您的⽪肤对阳光
⽐平时更敏感。这可能会导致⽪疹、
瘙痒、发红或严重晒伤。

氯吡索注射液
如果您忘记预约，请在记住后⽴即
联系您的医⽣，以便您再预约⼀
次。

告诉任何其他为您治疗的医⽣、
⽛医和药剂师您正在使⽤该药。

如果您在使⽤ Clopixol 时怀
孕，请⽴即告诉您的医⽣。

保留所有医⽣的预约，以便检查您的
进展。

您的医⽣可能会不时进⾏⼀些⾎液
和肝脏检查，
特别是在治疗的头⼏个⽉，以确保药
物有效并防⽌不必要的副作⽤。

过量

⽴即致电您的医⽣或毒药

信息中⼼（新西兰电话：0800 
764 766），或前往最近的医院
急诊室，如果

⋅ 您认为您或其他任何⼈可能服
⽤了过多的氯吡索⽚剂。即使
没有迹象，也要这样做

不适或中毒。

如果您发现⾆头有任何蠕⾍状运
动，或⾆头、嘴巴、脸颊或下巴的
其他不受控制的运动可能会发展到
⼿臂和腿，请⽴即告诉您的医⽣。

这些是⼀种称为迟发性运动障碍的
症状，可能发⽣在服⽤类似药物
（包括氯吡索）的⼈⾝上。

你不应该做的事情

不要把你的药给任何⼈，即使他们和
你有同样的情况。

⋅ 服⽤氯吡索后您会出现任何副
作⽤
注射。

这种情况更可能发⽣在⻓期使⽤氯
吡索治疗期间，尤其是在⽼年妇⼥
中。在极少数情况下，这可能是永
久性的。但是，如果及早发现，这
些症状通常是可逆的。

除⾮您的医⽣告诉您，否则不要使⽤
氯吡索来治疗任何其他投诉。

您可能需要紧急医疗护理。
除⾮医⽣建议，否则在使⽤氯吡索时
不要服⽤任何会导致嗜睡的药物。

由于氯吡索注射剂是在医⽣的监
督下给您注射的，因此您不太可
能接受过多。 如果您发现⼝腔、⽛龈、喉咙或其

他流感样症状有任何疼痛，也请告
诉您的医⽣。

未经医⽣检查，请勿停⽌使⽤氯吡索
或降低剂量。

过量服⽤的症状可能包括嗜睡、昏
迷、痉挛、抽搐、低⾎压和极⾼或
极低的⾝体

温度。可能会出现⽆法控制的运
动，并且可能会因⾎压过低⽽崩
溃。当已知会影响⼼脏的药物也被
服⽤时，氯吡索过量会出现⼼跳节
律或频率的变化。

如果您正在考虑或谈论死亡、⾃
杀、⾃残或对他⼈的伤害，请咨
询您的医⽣或⼼理健康专家。

即使您感觉好些，也不要错过任何
注射。
Clopixol 有助于控制您的病情，但不
能治愈它。因此，您需要定期注射。

这些可能是您的精神疾病发⽣变
化或恶化的迹象。 不要突然停⽌使⽤氯吡索。 如果突然

停药，您可能会出现恶⼼、呕吐、⻝
欲不振、腹泻、流鼻涕、出汗、肌⾁
酸痛、针刺感、失眠、烦躁、焦虑或
激动等症状。

如果您要进⾏⼿术，请告诉外科医
⽣或⿇醉师您正在使⽤该药。 
Clopixol 可能会影响⼿术期间使⽤
的其他药物。

如果您即将进⾏任何⾎液检查，请
告诉您的医⽣您正在使⽤该药。

它可能会⼲扰某些测试的结果。
当您使⽤它时 您的医⽣可能希望在完全停⽌之

前逐渐减少您的使⽤量。

你必须做的事情

在阳光下保护⽪肤，尤其是在上午 
10 点到下午 3 点之间。 需要注意的事项

如果您在⼾外，请穿防护服并使⽤ 
30+ 的防晒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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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或操作机器，直到您知
道 Clopixol 对您的影响。

它可能会导致⼀些⼈嗜睡、疲倦、
嗜睡或视⼒模糊。如果您有任何这
些症状，请不要开⻋、操作机器或
做任何其他可能有危险的事情。

⋅ 头痛
⋅ 鼻塞
⋅ ⼝⼲
⋅ 便秘或腹泻

⋅ ⽐正常情况更容易出⾎或瘀
伤，流鼻⾎

⋅ ⽪肤和/或眼睛变⻩，也称为⻩
疸

⋅ 流涎增加或出汗增加 ⋅ 胃部剧烈疼痛，伴有腹胀、肠痉
挛和呕吐。

⋅ 恶⼼、呕吐、消化不良
⋅ 体重和⻝欲变化
⋅ 改变你的⽉经周期
⋅ 性功能受损
⋅ ⼿、脚踝或脚肿胀
⋅ ⽪疹，瘙痒。

⋅ 静脉中的⾎块，尤其是腿部（症
状包括
腿部肿胀、疼痛和发红），可能
会通过⾎管到达肺部，导致胸痛
和呼吸困难

呼吸。如果您发现任何这些
症状，请⽴即就医。

使⽤该药时饮酒时要⼩⼼。 如果你
喝酒，嗜睡或嗜睡可能会更糟。

如果您在起床或站⽴时感到头晕、
头晕或昏厥，请慢慢起⾝。 慢慢
站起来有助于⾝体适应体位和⾎压
的变化。如果此问题持续或恶化，
请咨询您的医⽣。

⋅ 异常感觉，例如烧灼感或刺
痛感

⋅ 注意⼒和记忆⼒的变化
⋅ 头晕或旋转感
⋅ 肌⾁疼痛或虚弱
⋅ 注射部位疼痛
⋅ 总体感觉不适

⋅ 据报道，在患有痴呆症的⽼年⼈
中，死亡⼈数略有增加

服⽤抗精神病药的患者与未服⽤
抗精神病药的患者相⽐。

如果您发现以下任何⼀种情况，
请⽴即告诉您的医⽣：
⋅ 突然出现不寻常的运动，包括

⼿和⼿指的颤抖和颤抖，⾝体
的扭曲运动，或拖着脚⾛路和
⼿臂和腿的僵硬

这些可能是氯吡索的严重副作⽤。
您可能需要紧急医疗护理。

副作⽤
如果您发现以下任何⼀种情况，请⽴
即告诉您的医⽣，或前往最近的医院
急诊：

⋅ 严重的过敏反应（过敏反应的症
状可能包括⾯部、嘴唇、嘴巴或
喉咙肿胀，这可能导致吞咽或呼
吸困难，或荨⿇疹）

所有药物都可能有⼀些不需要的副
作⽤。有时他们是认真的，但⼤多
数时候他们不是。您的医⽣已经权
衡了使⽤该药的⻛险和他/她期望
它为您带来的好处。

⋅ ⾆头的蠕⾍状运动或嘴巴、⾆
头、脸颊或下巴的其他不受控制
的运动，可能会进展到⼿臂和腿

如果您在使⽤氯吡索时感觉不适，
请尽快告诉您的医⽣或药剂师。 它
可以帮助⼤多数患有精神疾病的
⼈，但它可能会对少数⼈产⽣不良
副作⽤。

⋅ ⽆法保持静⽌
⋅ 肌⾁运动增加、减慢或异常 ⋅ 体温突然升⾼、肌⾁异常僵硬和意

识改变，尤其是在⼼率加快和出汗
的情况下。这可能是由于⼀种⾮常
罕⻅的情况，称为

神经阻滞剂恶性综合征，已报告
与各种抗精神病药物⼀起使⽤。

⋅ 站⽴时感到头晕
⋅ ⼼律不⻬以及⼼率和⾎压的变

化如果您超过 65 岁，您可能会增加
出现副作⽤的机会。 ⋅ 昏厥

⋅ 视⼒模糊或难以集中注意
⼒如果您发现以下任何情况并让您担

⼼，请告诉您的医⽣：

⋅ 嗜睡，嗜睡

⋅ 排尿困难
⋅ 排尿增加或其他泌尿系统

疾病
这些都是⾮常严重的副作⽤。您可能
需要紧急医疗护理或住院治疗。

⋅ ⽆法⼊睡
⋅ 不正常的梦
⋅ 头痛
⋅ 疲劳
⋅ 情绪低落
⋅ 焦虑
⋅ 紧张，激动

⋅ 眼压⾼
⋅ ⺟乳分泌异常
⋅ 男性乳房增⼤
⋅ 呼吸困难或痛苦

这些副作⽤通常很少⻅。

如果您发现其他任何让您感到不适的
事情，请告诉您的医⽣。

某些⼈可能会出现上⾯未列出的其他
副作⽤。

⋅ 经常感染，例如发烧、严重发
冷、喉咙痛或
⼝腔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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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对这个可能的副作⽤列表感
到震惊。
您可能不会体验其中任何⼀
种。

药剂师如何处理剩下的任何东
西。 ⾮活性成分（⽚剂）：

⋅ 氢化蓖⿇油
⋅ 微晶纤维素
⋅ ⽢油
⋅ 羟丙甲纤维素
⋅ 氧化铁红
⋅ 乳糖⼀⽔合物
⋅ 聚⼄⼆醇6000
⋅ 硬脂酸镁
⋅ 共聚维酮
⋅ ⻢铃薯淀粉
⋅ 纯化滑⽯
⋅ ⼆氧化钛。

将任何未使⽤的药物退还给您的
药剂师。

产品描述
使⽤后

它看起来像什么
贮存 Clopixol 以⽚剂和两种注射剂的形

式出现：将 Clopixol 保留在包装中，直到需
要使⽤它为⽌。
如果您从包装中取出药⽚或安瓿
瓶，它们可能⽆法保存完好。

⋅ Clopixol 10 mg 薄膜⾐⽚ - 浅
红棕⾊，圆形双凸⽚

⋅ Clopixol Acuphase 50 mg/
mL 注射⽤溶液 - 透明、淡⻩
⾊油

Clopixol ⽚剂不含麸质、蔗糖、柠檬
⻩或任何其他偶氮染料。使氯哌醇远离阳光。

⋅ Clopixol Depot 200 mg/
mL 注射⽤溶液 - 透明、淡
⻩⾊油状物。

将药物存放在温度保持在25以下
的阴凉⼲燥处°C。 ⾮活性成分（注射剂）：

⋅ 分馏椰⼦油。
⽚剂有 100 ⽚瓶装，注射剂装在 5 
安瓿盒中。不要将它或任何其他药物存放在浴

室、⽔槽附近或窗台上。 制造商/赞助商

Clopixol 由丹⻨的 H. Lundbeck A/S 
制造。请勿将其留在⻋内。 ⾼温和潮

湿会破坏⼀些药物。 原料
有效成分）： 在新西兰发⾏： 药房零售 t/a 医

疗保健物流

58 Richard Pearse Drive 
Mangere
奥克兰 2022

把它放在孩⼦够不到的地⽅。

离地⾄少⼀⽶半的带锁柜⼦是存放
药品的好地⽅。

⋅ Clopixol 10 mg ⽚剂 - 10 mg 
zuclopenthixol（如
盐酸盐）每⽚

⋅ Clopixol Acuphase 50 mg/mL 
注射液 - 每 1 mL 50 mg 醋酸珠
氯噻醇或每 2 mL 100 mg 醋酸
珠氯噻醇

电话：0800 540 555

处理 本宣传单于 2020 年 6 ⽉ 18 ⽇编制.
⋅ Clopixol Depot 200 mg/mL 

注射液 - 200 mg
zuclopenthixol decanoate 每 1 
mL。

如果您的医⽣告诉您停⽌使⽤该
药，或者有效期已过，请询问您的

“Clopixol”是 H. Lundbeck 
A/S 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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