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LARINEX®

(地氯雷他定)
⽚剂、糖浆、红糖®平板电脑

描述： CLARINEX(地氯雷他定）平板电脑是浅蓝⾊圆形薄膜包⾐⽚剂，含有 5 mg 地氯雷
他定，⼀种抗组胺药，⼝服给药。它还包含以下赋形剂：⼆⽔合磷酸氢钙 USP、微晶纤维
素 NF、⽟⽶淀粉 NF、滑⽯ USP、巴西棕榈蜡 NF、⽩蜡 NF、由乳糖⼀⽔合物、羟丙甲纤
维素、⼆氧化钛、聚⼄⼆醇和 FD&C Blue 组成的涂层材料#2 铝湖。

CLARINEX 糖浆是⼀种透明的橙⾊液体，含有 0.5 mg/1ml 地氯雷他定。该糖浆含
有以下⾮活性成分：丙⼆醇 USP、⼭梨糖醇溶液 USP、柠檬酸（⽆⽔）USP、柠檬酸钠⼆
⽔合物 USP、苯甲酸钠 NF、依地酸⼆钠 USP、纯净⽔ USP。它还含有砂糖、⽤于泡泡糖
的天然和⼈造⾹料以及 FDC Yellow #6 染料。

这CLARINEX RediTabs®地氯雷他定⼝腔崩解⽚品牌为淡红⾊、扁平、圆形、有斑
点的⽚剂n对于 5 mg ⽚剂，“A”在⼀侧凹陷，对于 2.5 mg ⽚剂，“K”在⼀侧凹陷。每
个 RediTabs ⽚剂含有 5 毫克或 2.5 毫克的地氯雷他定。它还含有以下⾮活性成分：⽢露
醇 USP、微晶纤维素 NF、预糊化淀粉、NF、羟基⼄酸淀粉钠、USP、硬脂酸镁 NF、甲
基丙烯酸丁酯共聚物、交聚维酮、NF、阿斯巴甜 NF、柠檬酸 USP、碳酸氢钠 USP、㬵体
⼆氧化硅、NF、氧化铁红 NF 和 tutti frutti 调味剂。

地氯雷他定是⼀种⽩⾊⾄类⽩⾊粉末，微溶于⽔，但极易溶于⼄醇和丙⼆醇。它有
⼀个经验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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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H19氯化铵2分⼦量为 310.8。化学名称为 8-chloro-6,11-dihydro-11-(4-
piperdinylidene)-5H-苯并[5,6]环庚[1,2-b]吡啶，结构如下：

H
ñ

ñ

氯

临床药理学： 作⽤机制：地氯雷他定是⼀种⻓效三环组胺拮抗剂，具有选择性 H1-受体组
胺拮抗剂活性。受体结合数据表明，在 2 ‒ 3 ng/mL（7 纳摩尔）的浓度下，地氯雷他定
与⼈类组胺 H 有显着的相互作⽤1-受体。地氯雷他定抑制⼈肥⼤细胞释放组胺体外.

⼤⿏和放射性配体 H 的放射性标记组织分布研究结果1- 豚⿏受体结合研究表明地氯
雷他定不易穿过⾎脑屏障。

药代动⼒学： 吸收：正常健康志愿者⼝服地氯雷他定 5 mg，每天 1 次，连续 10 天后，达
到最⼤⾎浆浓度的平均时间（T最⼤限度) 发⽣在给药后约 3 ⼩时，平均稳态峰值⾎浆浓度 (C
最⼤限度) 和下⾯积

浓度-时间曲线 (AUC) 为 4 ng/mL 和 56.9 ng⋅分别观察到 hr/mL。⻝物和葡萄柚汁都对⽣
物利⽤度没有影响（C最⼤限度和 AUC) 的地氯雷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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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INEX 糖浆的药代动⼒学特征在 30 名成年志愿者的三路交叉研究中进⾏了评
估。单剂量的 10 ml 含有 5 mg 地氯雷他定的 CLARINEX 糖浆与单剂量的 5 mg CLARINEX 
⽚剂具有⽣物等效性。⻝物对⽣物利⽤度没有影响（AUC 和 C最⼤限度) 的 CLARINEX 糖浆。

CLARINEX RediTabs ⽚剂的药代动⼒学特征在 24 名成年志愿者中进⾏了⼀项三向
交叉研究。对于地氯雷他定和 3-羟基地氯雷他定，单⽚含有 5 mg 地氯雷他定的 
CLARINEX RediTabs ⽚剂与单⽚ 5 mg CLARINEX Reditabs ⽚剂（原始配⽅）具有⽣物等
效性。⽔对⽣物利⽤度没有影响（AUC 和 C最⼤限度) 的 CLARINEX RediTabs ⽚剂

分配：地氯雷他定和 3-羟基地氯雷他定与⾎浆蛋⽩的结合率分别约为 82% ⾄ 87% 和 85% 
⾄ 89%.在肾功能受损的受试者中，地氯雷他定和 3-羟基地氯雷他定的蛋⽩结合没有改
变。

代谢：地氯雷他定（氯雷他定的主要代谢物）被⼴泛代谢为 3-羟基地氯雷他定，⼀种活性
代谢物，随后被葡萄糖醛酸化。尚未鉴定出负责形成 3-羟基地氯雷他定的酶。来⾃临床试
验的数据表明，⼀部分普通⼈群形成 3-羟基地氯雷他定的能⼒降低，并且是地氯雷他定的
弱代谢者。在药代动⼒学研究（n = 3748）中，⼤约 6% 的受试者贫穷的 地氯雷他定的代
谢者（定义为受试者的 3-羟基地氯雷他定与地氯雷他定的 AUC ⽐值⼩于 0.1，或地氯雷他
定半衰期超过 50 ⼩时的受试者）。这些药代动⼒学研究包括 2 ⾄ 70 岁的受试者，包括 
977 名 2-5 岁的受试者、1575 名 6-11 岁的受试者和 1196 名 12-70 岁的受试者。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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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的低代谢者患病率存在  差异。与⽩种⼈ (2%, n=1462) 和西班⽛裔 (2%, 
n=1063) 相⽐，⿊⼈ (17%, n=988) 中不良代谢者的频率更⾼。低代谢者对地氯雷他定的
中位暴露量 (AUC) ⽐⾮低代谢者⾼约 6 倍。地氯雷他定的低代谢者不能被前瞻性识别，并
且在服⽤推荐剂量的地氯雷他定后将暴露于更⾼⽔平的地氯雷他定。在确定代谢状态的多
剂量临床安全性研究中，共有 94 名代谢不佳者和 123 名正常代谢者被纳⼊并接受 
CLARINEX 糖浆治疗 15-35 天。在这些研究中，在不良代谢者和正常代谢者之间没有观察
到安全性的总体差异。虽然在这些研究中没有发现，但不能排除代谢不良的患者发⽣与暴
露相关的不良事件的⻛险增加。

消除：地氯雷他定的平均消除半衰期为 27 ⼩时。C最⼤限度单次⼝服剂量在 5 ⾄ 20 mg 之间
后，AUC 和 AUC 值以剂量成⽐例的⽅式增加。给药 14 天后的蓄积程度与半衰期和给药频
率⼀致。⼀项⼈体质量平衡研究记录了⼤约 87% 的14C-地氯雷他定剂量，作为代谢产物均
匀分布在尿液和粪便中。⾎浆 3-羟基地氯雷他定的分析显⽰相似的 T最⼤限度和地氯雷他定
相⽐的半衰期值。

特殊⼈群：⽼年⼈：在较早的科⽬中（≥65岁；n=17) 多剂量给药 CLARINEX ⽚剂后，平

均 C最⼤限度和 AUC 值

地氯雷他定⽐年轻受试者（< 65 岁）⾼ 20%。当体重标准化时，两个年龄组的⼝服全⾝
清除率（CL/F）相似。地氯雷他定的平均⾎浆消除半衰期

科⽬为 33.7 ⼩时≥65岁。3-药代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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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年轻受试者相⽐，羟基地氯雷他定在⽼年受试者中似乎没有变化。这些与年龄相关的差
异不太可能具有临床相关性，因此不建议对⽼年受试者进⾏剂量调整。

⼉科科⽬：在 6 ⾄ 11 岁的受试者中，单剂量服⽤ 5 ml 含有 2.5 mg 地氯雷他定的 
CLARINEX 糖浆，导致地氯雷他定的⾎浆浓度与给予单次 5 mg CLARINEX ⽚剂的成⼈相
似。在 2 ⾄ 5 岁的受试者中，单次服⽤ 2.5 ml 含有 1.25 mg 地氯雷他定的 CLARINEX 糖
浆，导致地氯雷他定的⾎浆浓度与服⽤单次 5 mg CLARINEX ⽚剂的成⼈所达到的浓度相
似。然⽽，与服⽤ 1.25-2.5 的 2-11 岁⼉童的 Cmax 和 AUCt 相⽐，成⼈服⽤ 5 mg 糖浆的
代谢物（3-OH 地氯雷他定）的 Cmax 和 AUCt 分别⾼出 1.27 和 1.61 倍毫克 Clarinex 糖
浆。

分别向 6 ⾄ 11 个⽉和 12 ⾄ 23 个⽉⼤的受试者施⽤单剂量的 2.5 毫升或 1.25 毫升的 
CLARINEX 糖浆，其中分别含有 1.25 毫克或 0.625 毫克的地氯雷他定。群体药代动⼒学分
析的结果表明，6 ⾄ 11 个⽉⼤的受试者服⽤ 1 mg 的剂量和 12 ⾄ 23 个⽉⼤的受试者服⽤ 
1.25 mg 的剂量需要获得与单次给药 5 mg 的成⼈相似的地氯雷他定⾎浆浓度CLARINEX 
糖浆的剂量。

CLARINEX RediTabs Tablet 2.5 mg ⽚剂尚未在⼉科患者中进⾏评估。CLARINEX 
RediTabs ⽚剂和原始 CLARINEX RediTabs ⽚剂的⽣物等效性在成⼈中建⽴。结合所描述
的⼉科剂量发现研究，CLARINEX RediTabs ⽚剂的药代动⼒学数据⽀持在 6-11 岁的⼉科
患者中使⽤ 2.5 mg 剂量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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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功能不全：在轻度患者（n=7；肌酐清除率 51-69 mL/min/1.73 m2)，中度（n=6；肌酐
清除率 34-43 mL/min/1.73 m2）和重度（n=6；肌酐清除率 5-29 mL/min/1.73 m2) 肾功
能不全或依赖⾎液透析 (n=6) 的患者。在轻度和中度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中，中位数 C最⼤限

度与肾功能正常的受试者相⽐，AUC 和 AUC 值分别增加了⼤约 1.2 倍和 1.9 倍。在严重肾
功能不全或依赖⾎液透析的患者中，C最⼤限度和 AUC 值分别增加了⼤约 1.7 和 2.5 倍。观察
到 3-羟基地氯雷他定浓度的最⼩变化。地氯雷他定和3-羟基地氯雷他定通过⾎液透析很难
去除。地氯雷他定和 3-羟基地氯雷他定的⾎浆蛋⽩结合未因肾损害⽽改变。建议对肾功能
不全患者进⾏剂量调整（⻅剂量和给药部分）。

肝功能受损：根据 Child-Pugh 肝功能分类定义的轻度 (n=4)、中度 (n=4) 和重度 (n=4) 肝
功能损害患者和 8 名患有肝功能正常。与正常受试者相⽐，⽆论严重程度如何，肝功能损
害患者的 AUC 增加约 2.4 倍。轻度、中度和重度肝功能损害患者的地氯雷他定表观清除率
分别为正常受试者的 37%、36% 和 28%。观察到肝功能不全患者地氯雷他定的平均消除
半衰期增加。对于 3-羟基地氯雷他定，平均 C最⼤限度肝功能不全患者的 AUC 和 AUC 值与
肝功能正常的患者⽆统计学差异。建议对肝功能不全患者进⾏剂量调整（⻅剂量和给药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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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CLARINEX ⽚剂治疗 14 天的⼥性受试者的地氯雷他定 C 分别升⾼ 10% 和 3%最⼤

限度和 AUC 值，分别与男性受试者相⽐。3-羟基地氯雷他定 C最⼤限度与男性相⽐，⼥性的 
AUC 和 AUC 值也分别增加了 45% 和 48%。然⽽，这些明显的差异不太可能具有临床相关
性，因此不建议调整剂量。

种族：在⽤ CLARINEX ⽚剂治疗 14 天后，C最⼤限度与⽩种⼈相⽐，⿊⼈的地氯雷他定和 
AUC 值分别⾼出 18% 和 32%。对于 3-羟基地氯雷他定，C 相应降低 10%最⼤限度与⽩种⼈
相⽐，⿊⼈的 AUC 值和 AUC 值。这些差异不太可能具有临床相关性，因此不建议调整剂
量。

药物相互作⽤：在健康男性（每项研究中 n = 12）和⼥性（每项研究中 n = 12）志愿者的
两项对照交叉临床药理学研究中，地氯雷他定 7.5 mg（每⽇剂量的 1.5 倍）与红霉素 500 
mg 每 8 次联合给药。⼩时或酮康唑 200 毫克，每 12 ⼩时⼀次，持续 10 天。在 3 项独⽴
的对照、平⾏组临床药理学研究中，临床剂量为 5 mg 的地氯雷他定与 500 mg 阿奇霉素
随后 250 mg 每天⼀次，持续 4 天（n=18）或氟西汀 20 mg 每天⼀次，持续 7 天共同给
药对正常健康男性和⼥性志愿者在稳态条件下⽤氟西汀（n=18）或西咪替丁 600 mg 每 
12 ⼩时 600 mg 进⾏ 23 天预处理期后，持续 14 天（n=18）。表格1)，通过⼼电图参数
（包括校正的 QT 间期）、临床实验室检查、⽣命体征和不良事件评估，地氯雷他定的安
全性没有临床相关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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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

地氯雷他定和 3-羟基地氯雷他定在健康⼈群中的药代动⼒学变化
男性和⼥性志愿者

地氯雷他定
曲线下⾯积

0-24⼩时
+ 14%

3-羟基地氯雷他定
曲线下⾯积

0-24⼩时
+ 40%

C最⼤限度 C最⼤限度

红霉素
(500 毫克 Q8h)
酮康唑
(200 毫克 Q12h)
阿奇霉素
（500 毫克第 1 天，250 毫
克 QD x 4 天）
氟西汀
(20 毫克 QD)
西咪替丁
(600 毫克 q12h)

+ 24%

+ 45%

+ 15%

+ 43%

+ 43%

+ 15%

+ 39%

+ 5%

+ 72%

+ 4%

+ 15%

+ 12%

+ 0% + 17% + 13%

+ 19% - 11% - 3%

药效学：⻛团和耀斑：单次和重复服⽤ 5 mg 地氯雷他定后的⼈类组胺⽪肤⻛团研究表
明，该药物在 1 ⼩时内表现出抗组胺作⽤；此活动可能会持续⻓达 24 ⼩时。在 28 天的治
疗期内，地氯雷他定 5 mg 组内没有组胺诱导的⽪肤⻛团快速反应的证据。组胺⻛团⽪试
的临床相关性尚不清楚。

对 QT 的影响C：地氯雷他定单剂量给药并未改变校正的 QT 间期（QTC) ⼤⿏（⾼达 12 
mg/kg，⼝服）或豚⿏（25 mg/kg，静脉注射）。在猴⼦中以⾼达 24 mg/kg 的剂量重复
⼝服给药⻓达 3 个⽉的时间不会改变 QTC估计的地氯雷他定暴露量 (AUC) 约为⼈类平均 
AUC 的 95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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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每⽇⼝服剂量。看药物过量关于⼈类 QT 信息的部分C经验。

临床试验：

季节性过敏性鼻炎：CLARINEX ⽚剂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在超过 2,300 名 12 ⾄ 75 岁的季
节性过敏性鼻炎患者中进⾏了评估。在美国进⾏的 4 项为期 2 ⾄ 4 周的双盲、随机、安慰
剂对照临床试验中，共有 1,838 名患者接受了 2.5 ⾄ 20 毫克/天的 CLARINEX。这些研究
的结果证明了 CLARINEX 5 mg 在治疗患有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成⼈和⻘少年患者中的有
效性和安全性。在剂量范围试验中，研究了 CLARINEX 2.5-20 mg/天。每天 5、7.5、10 
和 20 毫克的剂量优于安慰剂；并且在剂量超过 5.0 mg 时没有观察到额外的益处。在同⼀
项研究中，与安慰剂（2.3%）相⽐，在 10 mg/天和 20 mg/天的剂量下（分别为 5.2% 和 
7.6%）观察到嗜睡的发⽣率增加。

在对 924 名患有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并伴有哮喘的患者（年龄 15 ⾄ 75 岁）进⾏的 2 
项为期 4 周的研究中，CLARINEX ⽚剂 5 mg 每天⼀次可改善鼻炎症状，⽽肺功能没有下
降。这⽀持了对患有轻度⾄中度哮喘的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成年患者使⽤ CLARINEX ⽚剂的
安全性。

CLARINEX ⽚剂 5 mg 每天⼀次显着降低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患者的总症状评分（鼻
部和⾮鼻部症状的个体评分总和）。看表 2.

表 2
症状总分 (TSS)

2周临床的变化
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患者的试验

治疗组
(n)

平均基线*
(sem)

从改变
基线**

安慰剂
⽐较

(P-值)(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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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INEX
5.0 毫克 (171)

14.2 (0.3) - 4.3 (0.3) P<0.01

安慰剂 (173) 13.7 (0.3) - 2.5 (0.3)
* 在基线时，鼻部症状总分（4 个个体症状的总和）⾄少为 6 分，⾮鼻部症状总分（4 个个体症状的总和）⾄少为 5 分（每个症状评分为 

0 到 3，其中 0=否症状和 3 = 严重症状）是试验资格所必需的。TSS 范围从 0 = ⽆症状到 24 = 最⼤症状。

* * 2 周治疗期间 TSS 的平均减少量。

在按性别、年龄或种族定义的患者亚组中，CLARINEX ⽚剂 5 mg 的有效性没有显
着差异。

常年性过敏性鼻炎：CLARINEX ⽚剂 5 mg 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在超过 1,300 名 12 ⾄ 80 
岁的常年性过敏性鼻炎患者中进⾏了评估。在美国和国际进⾏的为期 4 周的 2 项双盲、随
机、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中，共有 685 名患者接受了 5 mg/天的 CLARINEX。在其中⼀项
研究中，CLARINEX ⽚剂 5 mg 每天⼀次显⽰可显着减轻常年性过敏性鼻炎的症状（表3
）。

表3
症状总分 (TSS)

4周临床的变化
常年性过敏性鼻炎患者的试验

治疗组
(n)

平均基线*
(sem)

从改变
基线**

安慰剂
⽐较

(P-值)(sem)
CLARINEX

5.0 毫克 (337)
12.37 (0.18) - 4.06 (0.21) P=0.01

安慰剂 (337) 12.30 (0.18) - 3.27 (0.21)
* 在基线时，总症状评分的平均值（5 个个体鼻部症状和 3 个⾮鼻部症状的总和，每个症状评分为 0 到 3，其中 0 = ⽆症状，3 = 严重症

状）⾄少 10 分才能获得试验资格。TSS 范围从 0 = ⽆症状到 24 = 最⼤症状。

* * 4 周治疗期间 TSS 的平均减少量。

慢性特发性荨⿇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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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16 名 12 ⾄ 84 岁的慢性特发性荨⿇疹患者中研究了 CLARINEX ⽚剂 5 mg 每天⼀次的
疗效和安全性，其中 211 名接受了 CLARINEX。在为期六周的两项双盲、安慰剂对照、随
机临床试验中，在预先指定的⼀周主要时间点评估中，与安慰剂相⽐，CLARINEX ⽚剂显
着降低了瘙痒的严重程度。表 4）。还评估了次要终点，在治疗的第⼀周，CLARINEX ⽚
剂 5 mg 与安慰剂相⽐减少了次要终点“蜂巢数”和“最⼤蜂巢的⼤⼩”。

表 4

瘙痒症状评分
慢性特发性荨⿇疹患者临床试验第⼀周的变化

治疗组
(n)

平均基线
(sem)

从改变
基线*

安慰剂
⽐较

(P-值)(sem)
CLARINEX

5.0 毫克 (115)
2.19 (0.04) - 1.05 (0.07) P<0.01

安慰剂 (110) 2.21 (0.04) - 0.52 (0.07)
瘙痒评分为 0 到 3，其中 0 = ⽆症状⾄ 3 = 最⼤症状

* 治疗第⼀周平均瘙痒减少。

CLARINEX Syrup 的临床安全性在三项为期 15 天、双盲、安慰剂对照的安全性研
究中得到证实，研究对象为有过敏性鼻炎、慢性特发性荨⿇疹病史的⼉科受试者或抗组胺
药治疗候选者。在第⼀项研究中，60 名 6 ⾄ 11 岁的⼉科受试者服⽤ 2.5 毫克 CLARINEX 
糖浆。第⼆项研究评估了 55 名 2 ⾄ 5 岁的⼉科受试者服⽤ 1.25 毫克 CLARINEX 糖浆。在
第三项研究中，65 名 12 ⾄ 23 个⽉⼤的⼉科受试者服⽤ 1.25 mg CLARINEX 糖浆和 1.0 
mg



第 12 ⻚

CLARINEX 糖浆被给予 66 名 6 ⾄ 11 个⽉⼤的⼉科受试者。这些研究的结果证明了 
CLARINEX 糖浆在 6 个⽉⾄ 11 岁的⼉科受试者中的安全性。

适应症和⽤法：

季节性过敏性鼻炎：CLARINEX ⽤于缓解 2 岁及以上患者的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鼻部和⾮
鼻部症状。

常年性过敏性鼻炎：CLARINEX ⽤于缓解 6 个⽉及以上患者常年性过敏性鼻炎的鼻部和⾮
鼻部症状。

慢性特发性荨⿇疹：CLARINEX ⽤于缓解 6 个⽉及以上慢性特发性荨⿇疹患者的瘙痒症
状、减少荨⿇疹数量和荨⿇疹⼤⼩。

禁忌症：CLARINEX ⽚剂 5 mg 禁⽤于对这种药物或其任何成分或氯雷他定过敏的患者。

注意事项： 致癌、突变、⽣育⼒受损：使⽤⼤⿏氯雷他定研究和⼩⿏地氯雷他定研究评估
地氯雷他定的致癌潜⼒。在⼀项为期 2 年的⼤⿏研究中，氯雷他定在饮⻝中的给药剂量⾼
达 25 mg/kg/天（地氯雷他定和地氯雷他定代谢物的估计暴露量约为⼈体推荐每⽇⼝服剂
量的 AUC 的 30 倍）。在给予 10 mg/kg/天氯雷他定的男性和给予 25 mg/kg/天氯雷他定
的男性和⼥性中观察到肝细胞肿瘤（合并腺瘤和癌）的发⽣率显着升⾼。给予 10 mg/kg 
氯雷他定的⼤⿏中地氯雷他定和地氯雷他定代谢物的估计暴露量约为⼈在推荐的每⽇⼝服
剂量下的 AUC 的 7 倍。⻓期使⽤地氯雷他定期间这些发现的临床意义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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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为期 2 年的⼩⿏饮⻝研究中，雄性和雌性分别给予 16 mg/kg/天和 32 mg/
kg/天地氯雷他定，未显⽰任何肿瘤发⽣率显着增加。在这些剂量下，估计的地氯雷他定
和代谢物在⼩⿏中的暴露量分别是⼈在推荐的每⽇⼝服剂量下的 AUC 的 12 倍和 27 倍。

在⽤地氯雷他定进⾏的遗传毒性研究中，没有证据表明回复突变试验具有潜在的遗
传毒性（沙⻔⽒菌/E. ⼤肠杆菌哺乳动物微粒体细菌致突变性测定）或⽤于染⾊体畸变的
两种测定（⼈外周⾎淋巴细胞断裂性测定和⼩⿏⻣髓微核测定）。

在⼤⿏中，地氯雷他定剂量⾼达 24 mg/kg/天（地氯雷他定和地氯雷他定代谢物的
估计暴露量约为⼈类推荐每⽇⼝服剂量的 AUC 的 130 倍）对雌性⼤⿏的⽣育能⼒没有影
响。⼤⿏⼝服地氯雷他定剂量为 12 mg/kg 时，男性⽣育能⼒出现特异性下降，表现为⼥
性受孕率降低、精⼦数量和活⼒下降以及组织病理学睾丸改变（估计地氯雷他定暴露量约
为⼈体 AUC 的 45 倍）在推荐的每⽇⼝服剂量）。地氯雷他定⼝服剂量为 3 mg/kg/天，
对⼤⿏的⽣育⼒没有影响（估计地氯雷他定和地氯雷他定代谢物的暴露量约为⼈在推荐的
每⽇⼝服剂量下的 AUC 的 8 倍）。

妊娠 C 类: 地氯雷他定在⼤⿏中的剂量⾼达 48 mg/kg/天（估计地氯雷他定和地氯雷他定
代谢物的暴露量约为⼈在推荐的每⽇⼝服剂量下的 AUC 的 210 倍）或在兔中在剂量⾼达 
60 mg/kg 时没有致畸性/天（估计地氯雷他定暴露量约为推荐每⽇⼝服剂量下⼈体 AUC 
的 230 倍）。在另⼀项研究中，植⼊前丢失增加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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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4 mg/kg 的雌性⼤⿏中观察到植⼊和胎⼉的数量（估计地氯雷他定和地氯雷他定代谢
物的暴露量约为⼈在推荐的每⽇⼝服剂量下的 AUC 的 120 倍）。据报道，在剂量为 9 
mg/kg/天或更⾼（估计地氯雷他定和地氯雷他定代谢物暴露量约为⼈类推荐的每⽇⼝服
剂量的 AUC 的 50 倍或更⼤）时，幼⽝体重减轻和翻正反射缓慢。地氯雷他定在 3 mg/
kg/天的⼝服剂量下对幼⽝发育没有影响（估计地氯雷他定和地氯雷他定代谢物的暴露量
约为⼈在推荐的每⽇⼝服剂量下的 AUC 的 7 倍）。然⽽，没有对孕妇进⾏充分和良好对
照的研究。

哺乳⺟亲：地氯雷他定会进⼊⺟乳，因此应考虑到药物对⺟亲的重要性，决定是停⽌哺乳
还是停⽌地氯雷他定。

⼉科⽤途：⼉童⼈群中 CLARINEX 糖浆的推荐剂量基于成⼈和⼉童受试者 CLARINEX ⾎浆
浓度的交叉研究⽐较。在三项安慰剂对照临床研究中，CLARINEX 糖浆的安全性已在 246 
名 6 个⽉⾄ 11 岁的⼉科受试者中确定。由于季节性和常年性过敏性鼻炎和慢性特发性荨
⿇疹的病程以及 CLARINEX 的作⽤在⼉科和成⼈⼈群中⾮常相似，因此它允许从成⼈疗效
数据外推到⼉科患者。CLARINEX 糖浆在这些年龄组中的有效性得到了对成⼈ CLARINEX 
⽚剂进⾏充分和良好对照研究的证据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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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INEX RediTabs Tablet 2.5 mg ⽚剂尚未在⼉科患者中进⾏评估。CLARINEX 
RediTabs ⽚剂和之前上市的 RediTabs ⽚剂的⽣物等效性在成⼈中建⽴。结合所描述的⼉
科剂量发现研究，CLARINEX RediTabs ⽚剂的药代动⼒学数据⽀持在 6-11 岁的⼉科患者
中使⽤ 2.5 mg 剂量强度。

⽼年⼈使⽤：地氯雷他定的临床研究没有包括⾜够数量的 65 岁及以上受试者，以确定他
们的反应是否与年轻受试者不同。其他报告的临床经验尚未确定⽼年患者和年轻患者之间
的差异。⼀般⽽⾔，⽼年患者的剂量选择应谨慎，以反映肝、肾或⼼功能下降以及伴随疾
病或其他药物治疗的频率更⾼。（看 临床药理学-特殊⼈群）。

患者信息：应指导患者按照指⽰使⽤ CLARINEX ⽚剂。由于⻝物对⽣物利⽤度没有影响，
因此可以指导患者服⽤ CLARINEX ⽚剂、糖浆或 RediTabs，⽽不考虑进餐。应建议患者
不要增加剂量或给药频率，因为研究未证明在较⾼剂量下效果会增加，并且可能会出现嗜
睡。

苯丙酮尿症：CLARINEX RediTabs ⽚剂含有苯丙氨酸 2.9 mg/5 mg CLARINEX RediTabs 
⽚剂或 1.4 mg/2.5 mg CLARINEX RediTabs ⽚剂。

不良反应：

成⼈和⻘少年

过敏性鼻炎：在多剂量安慰剂对照试验中，2,834 名 12 岁或以上的患者接受 CLARINEX ⽚
剂，剂量为每天 2.5 mg ⾄ 20 mg，其中 1,655 名患者接受推荐的每⽇剂量 5 mg。在每天
接受 5 mg 的患者中，CLARINEX 和 CLARINEX 之间的不良事件发⽣率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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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剂治疗的患者。CLARINEX 组因不良事件提前退出的患者百分⽐为 2.4%，安慰剂组
为 2.6%。在这些试验中，接受地氯雷他定的患者没有出现严重的不良事件。接受推荐的
每⽇剂量 CLARINEX ⽚剂（5.0 mg，每天⼀次）的患者报告的所有不良事件，以及使⽤ 
CLARINEX ⽚剂⽐安慰剂更常⻅的所有不良事件均列于表 5.

表 5
2% 或更多的成⼈和⻘少年报告的不良事件发⽣率

安慰剂对照、多剂量临床试验中的过敏性鼻炎患者
与 CLARINEX 的⽚剂配⽅

Clarinex ⽚剂
5毫克

(n=1,655)
4.1%
3.0%
2.1%
2.1%
2.1%
2.1%

安慰剂
不良经历

(n=1,652)

咽炎
⼝⼲
肌痛
疲劳
嗜睡
痛经

2.0%
1.9%
1.8%
1.2%
1.8%
1.6%

CLARINEX 和安慰剂治疗患者的实验室和⼼电图异常的频率和程度相似。

按性别、年龄或种族定义的患者亚组的不良事件没有差异。

慢性特发性荨⿇疹：在慢性特发性荨⿇疹的多剂量安慰剂对照试验中，211 名 12 岁或以
上的患者接受了 CLARINEX ⽚剂，205 名患者接受了安慰剂。⼤于或等于 2% 的接受 
CLARINEX ⽚剂的患者报告的不良事件和 CLARINEX ⽐安慰剂更常⻅的是（CLARINEX 和
安慰剂的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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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头痛（14%、13%）、恶⼼（5%、2%）、乏⼒（5%、1%）、头晕（4%、
3%）、咽炎（3%、2%）、消化不良（ 3%、1%）和肌痛（3%、1%）。

⼉科

在三项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中，246 名 6 个⽉⾄ 11 岁的⼉科受试者接受了 
CLARINEX 糖浆 15 天。6 ⾄ 11 岁的⼉科受试者每天服⽤ 2.5 毫克，1 ⾄ 5 岁的受试者每天
服⽤ 1.25 毫克，6 ⾄ 11 个⽉⼤的受试者每天服⽤ 1.0 毫克。在 6 ⾄ 11 岁的受试者中，
2% 或更多的受试者没有报告个体不良事件。在 2 ⾄ 5 岁受试者中，⾄少 2% 接受 
CLARINEX 糖浆且频率⾼于安慰剂的受试者报告了 CLARINEX 和安慰剂的不良事件是发烧
（5.5%，5.4%），尿路感染（3.6%， 0%) 和⽔痘 (3.6%, 0%)。在 12 个⽉⾄ 23 个⽉⼤
的受试者中，⾄少 2% 接受 CLARINEX 糖浆且频率⾼于安慰剂的受试者报告的 CLARINEX 
产品和安慰剂的不良事件包括发热（16.9%、12.9%）、腹泻（15.4% 11.3%）、上呼吸
道感染（10.8 %, 9.7%), 咳嗽 (10.8%, 6.5%), ⻝欲增加 (3.1%, 1.6%), 情绪不稳定 (3.1%, 
0%), 鼻出⾎ (3.1%, 0%), 寄⽣⾍感染, (3.1%) , 0%) 咽炎 (3.1%, 0%), 斑丘疹 (3.1%, 0%)。
在 6 个⽉⾄ 11 个⽉⼤的受试者中，⾄少 2% 的接受 CLARINEX 糖浆的受试者报告了 
CLARINEX 和安慰剂的不良事件，并且频率⾼于安慰剂是上呼吸道感染（21.2%，
12.9%），腹泻（19.7 .% 8.1%), 发烧 (12.1%, 1.6%), 烦躁 (12.1%, 11.3%) 咳嗽 (10.6%, 
9.7%), 嗜睡 (9.1%,

8.1%）、⽀⽓管炎（6.1%、0%）、中⽿炎（6.1%、1.6%）、呕吐（6.1%、3.2%）、厌
⻝（4.5%、1.6%）、咽炎（4.5%、1.6%）、失眠 (4.5%, 0%)、流涕 (4.5%, 3.2%)、红
斑 (3.0%, 1.6%) 和恶⼼ (3.0%, 0%)。任何⼼电图参数均⽆临床意义的变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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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c 间期。在临床试验中接受 CLARINEX 糖浆的 246 名⼉科受试者中只有⼀名因不良事件
⽽停⽌治疗。

在临床实践中观察

在地氯雷他定上市期间报告了以下⾃发性不良事件：⼼动过速、⼼悸、罕⻅的超敏反应病
例（如⽪疹、瘙痒、荨⿇疹、⽔肿、呼吸困难和过敏反应）、精神运动亢进、癫痫发作和
肝酶升⾼，包括胆红素，很少有肝炎。

药物滥⽤和依赖：没有信息表明 CLARINEX ⽚剂存在滥⽤或依赖性。

过量：关于急性药物过量的信息仅限于 CLARINEX 产品开发期间进⾏的临床试验的经验。
在剂量范围试验中，报告了在 10 毫克和 20 毫克/天的剂量下嗜睡。

正常男性和⼥性志愿者每天单次服⽤ 45 毫克，持续 10 天。本研究中获得的所有⼼
电图均由⼼脏病专家以盲法⼿动读取。在 CLARINEX 治疗的受试者中，相对于安慰剂，平
均⼼率增加了 9.2 bpm。⽤⼼率校正 QT 间期（QTC) 通过 Bazett 和 Fridericia ⽅法。使
⽤ QTC(Bazett) 与安慰剂相⽐，CLARINEX 治疗的受试者平均增加了 8.1 毫秒。使⽤ QTC

(Fridericia) 与安慰剂相⽐，CLARINEX 治疗的受试者平均增加了 0.4 毫秒。没有报告临床
相关的不良事件。

在过量的情况下，考虑采取标准措施去除任何未吸收的药物。建议对症和⽀持治
疗。地氯雷他定和 3-羟基地氯雷他定不能通过⾎液透析清除。

⼤⿏⼝服剂量为 250 mg/kg 或更⾼时发⽣致死性（估计地氯雷他定和地氯雷他定
代谢物暴露量约为⼈在推荐的每⽇⼝服剂量下的 AUC 的 120 倍）。⼝腔中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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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致死剂量为 353 mg/kg（估计地氯雷他定暴露量约为⼈每⽇⼝服剂量的 290 倍，以 
mg/m2基础）。猴⼦在⼝服剂量⾼达 250 mg/kg 时没有发⽣死亡（估计地氯雷他定暴露
量约为⼈每⽇⼝服剂量的 810 倍，以 mg/m2

基础）。

剂量和给药：

12岁及以上的成⼈和⼉童：CLARINEX ⽚剂或 CLARINEX RediTabs ⽚剂的推荐剂量为每
天⼀次 5 mg ⽚剂，或 CLARINEX 糖浆的推荐剂量为每天⼀次 2 茶匙（10 毫升中 5 毫
克）。

6⾄11岁的⼉童：CLARINEX Syrup 的推荐剂量为 1 茶匙（2.5 mg，5 ml），每⽇⼀次，
或 CLARINEX RediTabs ⽚剂的推荐剂量为 2.5 mg ⽚剂，每⽇⼀次。

12 个⽉⾄ 5 岁的⼉童：CLARINEX 糖浆的推荐剂量是1/2茶匙（1.25 毫克，2.5 毫升），每
天⼀次。

6 ⾄ 11 个⽉⼤的⼉童：CLARINEX 糖浆的推荐剂量为 2 毫升（1.0 毫克），每天⼀次。

适龄剂量的 CLARINEX 糖浆应使⽤经校准可输送 2 mL 和 2.5 mL（1/2 茶匙）的市售测量
滴管或注射器给药。

在肝或肾功能不全的成年患者中，根据药代动⼒学数据，建议每隔⼀天服⽤ 1 ⽚ 5 
mg ⽚剂。由于缺乏数据，⽆法对肝或肾功能不全的⼉童提出剂量建议。

⾏政
(地氯雷他定) RediTabs ⽚剂在⾆头上并允许在之前崩解

的 CLARINEX 重做标签 平板电脑： 地⽅ CLARIN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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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咽。⽚剂崩解迅速发⽣。有或没有⽔管理。打开⽔泡后⽴即服⽤药⽚。

供应⽅式： CLARINEX ⽚剂：压花“C5”，浅蓝⾊薄膜⾐⽚；包装在 100 (NDC 
0085-1264-01) 和 500 (NDC 0085-1264-02) 的⾼密度聚⼄烯塑料瓶中。还提供 30 ⽚ 
CLARINEX 使⽤单位包装（3 x 10；每卡 10 个泡罩）（NDC 0085-1264-04）；和 100 ⽚
的单位剂量医院包装（10 x 10；每张卡 10 个⽔泡）（NDC 0085-1264-03）。

保护使⽤单位包装和单位剂量医院包装免受过度潮湿。

储存于 25°C (77°F)；允许偏移⾄ 15-30°C (59-86°F) [参⻅ USP 受控室温]

热敏感。避免暴露在 30°C (86°F) 或以上。

CLARINEX 糖浆：
地氯雷他定装在 16 盎司琥珀⾊玻璃瓶 (NDC 0085-1334-01) 和 4 盎司琥珀⾊玻璃瓶 (NDC 
0085-1334-02) 中。

含 0.5 mg/1mL 的橙⾊透明液体

25号店°C (77°F）; 允许游览 15° -30°C

86°F) [参⻅ USP 控制室温] 避光。

（59°-

CLARINEX REDITABS（地氯雷他定⼝腔崩解⽚）2.5 mg 和 5 mg：浅红⾊、平⾯、圆
形、有斑点的⽚剂，对于 5 mg ⽚剂，⼀侧凹陷有“A”，对于 2.5 mg ⽚剂，⼀侧凹陷
有“K”。剥离箔/箔⽔泡中每个腔⼀粒。每包 30 ⽚（含 5 x 6 ⽚）5 毫克 - NDC 
0085-1384-01 和 2.5 毫克 - NDC 0085-14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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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号店°C (77°F）; 允许游览 15° -30°C (59°-86°F) [参⻅ USP 控制的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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