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板-M ⽚剂
盐酸⾮索⾮那定孟鲁司特⽚

作品
快板-M ⽚剂 每个薄膜包⾐⽚剂
包含：
盐酸⾮索⾮那定 IP ……………………………… 120 mg 孟鲁司特
钠 IP 相当于孟鲁司特………….. 10 mg 赋形
剂.................. .............................问
颜⾊：⻩⾊氧化铁和⼆氧化钛 IP

剂型
薄膜包⾐⽚剂

适应症
快板-⽶⽚剂仅适⽤于治疗成⼈过敏性鼻炎。

剂量和管理成⼈：每天⼀次⼀粒

在特定⼈群中使⽤

肾功能不全：在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中没有这种组合的数据。

肝功能损害：在轻度⾄中度肝功能不全的情况下⽆需调整剂量。

怀孕：没有针对孕妇的研究。阿莱格拉-只有在潜在益处⼤于对胎⼉的潜在⻛险时，才
应在妊娠期间使⽤ M。
只有当它被认为是明显必要的时候，它才可以在怀孕期间使⽤。

哺乳期：没有关于哺乳期妇⼥的研究。阿莱格拉-只有当潜在益处⼤于对婴⼉的潜在⻛
险时，才应在哺乳期妇⼥中使⽤ M。
只有当它被认为是明显必要时才可⽤于⺟乳喂养

⽼年⽤药：⽼年⼈⽆需调整剂量。

禁忌症
快板-⽶已知对孟鲁司特、⾮索⾮那定或任何赋形剂过敏的患者禁⽤⽚剂。

警告和注意事项
应建议患者不要使⽤⼝服孟鲁司特来治疗急性哮喘发作，并应随时准备好为此⽬的⽽
使⽤的常⽤急救药物。如果发⽣急性发作，应使⽤短效吸⼊ β 受体激动剂。患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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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需要⽐平时更多地吸⼊短效 β 受体激动剂，请尽快寻求医⽣的建议。

不应突然⽤孟鲁司特替代吸⼊或⼝服⽪质类固醇。
没有数据表明当同时给予孟鲁司特时可以减少⼝服⽪质类固醇。

在极少数情况下，接受包括孟鲁司特在内的抗哮喘药物治疗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全⾝性
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有时会出现与 Churg-Strauss 综合征⼀致的⾎管炎临床特征，
这种情况通常采⽤全⾝性⽪质类固醇治疗。这些病例有时与⼝服⽪质类固醇治疗的减
少或停⽌有关。尽管尚未确定与⽩三烯受体拮抗作⽤的因果关系，但医  ⽣应警惕患者
出现的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管炎性⽪疹、肺部症状恶化、⼼脏并发症和/或神经病
变。应重新评估出现这些症状的患者并评估其治疗⽅案。

孟鲁司特治疗不会改变阿司匹林敏感性哮喘患者避免服⽤阿司匹林和其他⾮甾体抗炎
药的需要。
在服⽤孟鲁司特的成⼈、⻘少年和⼉童中报告了神经精神事件（⻅不良反应部分）。应提醒患
者和医⽣注意神经精神事件。如果发⽣这些变化，应指⽰患者和/或护理⼈员通知他们的医
⽣。如果发⽣此类事件，处⽅者应仔细评估继续使⽤孟鲁司特治疗的⻛险和益处。

该药物含有乳糖⼀⽔合物。患有罕⻅的半乳糖不耐症、拉普乳糖酶缺乏症或葡萄糖-半
乳糖吸收不良遗传问题的患者不应服⽤该药。

互动
⾮索⾮那定
盐酸⾮索⾮那定与红霉素或酮康唑的共同给药导致 QTc 没有显着增加。⽆论这些药物
是单独给药还是联合给药，都没有报告不良反应的差异。

在盐酸⾮索⾮那定之前 15 分钟给予含有氢氧化铝和氢氧化镁的抗酸剂凝㬵，导致⽣物
利⽤度降低。建议在服⽤盐酸⾮索⾮那定和含氢氧化铝和氢氧化镁的抗酸剂之间间隔 2 
⼩时。

未观察到⾮索⾮那定和奥美拉唑之间的相互作⽤。

孟鲁司特
孟鲁司特可以与其他常规⽤于哮喘的预防和慢性治疗的疗法⼀起使⽤。当孟鲁司特与
茶碱、泼尼松、泼尼松⻰、⼝服避孕药（⼄炔雌⼆醇/炔诺酮 35/1）、特⾮那定、地⾼
⾟和华法林合⽤时，⽆需调整剂量。

在同时服⽤苯巴⽐妥的受试者中，孟鲁司特的⾎浆浓度曲线下⾯积 (AUC) 减少了约 
40%。⾃从



孟鲁司特由 CYP 3A4、2C8 和 2C9 代谢，当孟鲁司特与 CYP 3A4、2C8 和 2C9 的诱导
剂（如苯妥英、苯巴⽐妥和利福平）共同给药时，应谨慎⾏事，尤其是在⼉童中。

体外研究表明，孟鲁司特是⼀种有效的 CYP 2C8 抑制剂。然⽽，⼀项涉及孟鲁司特和
罗格列酮（⼀种代表主要由 CYP 2C8 代谢的药物的探针底物）的临床药物相互作⽤研
究的数据表明，孟鲁司特在体内不抑制 CYP 2C8。因此，预计孟鲁司特不会显着改变
由该酶代谢的药物（如紫杉醇、罗格列酮和瑞格列奈）的代谢。

体外研究表明，孟鲁司特是 CYP 2C8 的底物，在较⼩程度上是 2C9 和 3A4 的底物。在
⼀项涉及孟鲁司特和吉⾮⻉⻬（CYP 2C8 和 2C9 的抑制剂）的临床药物相互作⽤研究
中，吉⾮⻉⻬使孟鲁司特的全⾝暴露量增加了 4.4 倍。与吉⾮⻉⻬或其他强效 CYP 
2C8 抑制剂共同给药时，不需要对孟鲁司特进⾏常规剂量调整，但医⽣应注意潜在的
不良反应增加。

根据体外数据，预计临床上重要的药物与 CYP 2C8 抑制剂（例如甲氧苄啶）的作⽤较
弱。孟鲁司特与 CYP 3A4 的强抑制剂伊曲康唑合⽤，未导致孟鲁司特的全⾝暴露量显
着增加。

对驾驶和使⽤机器的能⼒的影响
快板-⽶对驾驶和使⽤机器的能⼒没有影响或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然⽽，个⼈报告了嗜
睡或头晕。

不良影响
⾮索⾮那定
在涉及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和慢性特发性荨⿇疹患者的安慰剂对照试验中，⾮索⾮那定
和安慰剂治疗患者的不良事件相当。

⾮索⾮那定最常⻅的不良事件包括：
> 3%：头痛，
1-3%：嗜睡、头晕和恶⼼。

在涉及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和慢性特发性荨⿇疹患者的对照试验中报告的发⽣率低于 1% 
且与安慰剂相似且在上市后监测期间很少报告的事件包括：疲劳、失眠、神经质和睡
眠障碍或 paroniria。在极少数情况下，已报告⽪疹、荨⿇疹、瘙痒和过敏反应，并伴
有⾎管性⽔肿、胸闷、呼吸困难、潮红和全⾝性过敏反应等表现。

安慰剂对照慢性特发性荨⿇疹研究中报告的不良事件与安慰剂对照季节性过敏性鼻炎
研究中报告的不良事件相似。在涉及⼉童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患者（6-11 岁）的安慰剂
对照试验中，不良事件与涉及 12 岁及以上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患者的试验中观察到的相
似。在涉及⼉科的对照临床试验中



在 6 个⽉⾄ 5 岁的患者中，接受盐酸⾮索⾮那定治疗的患者没有出现意外的不良事
件。

孟鲁司特
在上市后使⽤中报告了以下不良反应：

系统器官类 不良反应 频率
类别

感染和侵扰 上呼吸道感染1 很普通的
⾎液和淋巴系统疾病 出⾎倾向增加 稀有的

⾎⼩板减少症 很稀少
免疫系统紊乱 过敏反应，包括过敏反应 罕⻅

肝嗜酸性粒细胞浸润 很稀少
精神疾病 梦

失眠，
包括攻击性⾏为或敌意、抑郁、精神运动过度活跃
（包括易怒、烦躁、震颤）2)

异常
梦游症，

包含
焦虑，

噩梦，
搅动

罕⻅

注意⼒障碍、记忆障碍、抽动 稀有的
幻觉、迷失⽅向、⾃杀的想法和⾏为（⾃杀） 很稀少

强迫症状1, ⽓⾎不⾜1 未知

神经系统疾病 头晕，
发作

睡意 感觉异常/感觉减退， 罕⻅

⼼脏疾病 ⼼悸 稀有的
呼吸系统，
纵隔疾病

胸椎 和 鼻出⾎ 罕⻅
丘格-施特劳斯
警告和注意事项），肺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

综合症 (CSS) （⻅部分 很稀少

胃肠道疾病 腹泻3， 恶⼼3, 呕吐3 常⻅的
⼝⼲、消化不良 罕⻅

肝胆疾病 ⾎清转氨酶（ALT、AST）⽔平升⾼ 常⻅的
肝炎（包括胆汁淤积、肝细胞和混合型肝损伤）。 很稀少

⽪肤和⽪下组织疾病 ⽪疹3 常⻅的
瘀伤、荨⿇疹、瘙痒 罕⻅
⾎管性⽔肿 稀有的
结节性红斑、多形性红斑 很稀少

肌⾁⻣骼和结缔组织疾病 关节痛、肌痛，包括肌⾁痉挛 罕⻅

肾脏和泌尿系统疾病 ⼉童遗尿 罕⻅
⼀般的
管理站点条件

疾病 和 发热3 常⻅的
虚弱/疲劳，不适，⽔肿， 罕⻅

频率类别：根据临床试验数据库中报告的发⽣率对每种不良反应进⾏定义：⾮常常⻅
（≥ 1/10）、常⻅（≥ 1/100 ⾄ < 1/10）、不常⻅（≥ 1/1,000 ⾄ < 1 /100)、稀有 
(≥ 1/10,000 ⾄ < 1/1,000)、⾮常稀有 (< 1/10,000)。



1据报道，这种不良经历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常普遍
据报道，孟鲁司特在临床试验中接受安慰剂的患者中也很常⻅。

2频率类别：罕⻅。
3这种不良反应在接受孟鲁司特的患者中很常⻅，在临床试验中接受安慰剂的患者中也
很常⻅。

药物过量
⾃ 2012 年推出以来，没有关于这种组合药物过量的数据报告。然⽽，有个别分⼦药物
过量的报道。

⾮索⾮那定
⼈类经验：
⼤多数关于盐酸⾮索⾮那定过量的报告包含有限的信息。然⽽，有头晕、嗜睡和⼝⼲
的报道。在健康受试者中研究了⾼达 800 mg 的单次剂量和⾼达 690 mg BID 1 个⽉或 
240 mg QD 1 年的剂量，与安慰剂相⽐，没有发⽣临床上显着的不良事件。⾮索⾮那
定的最⼤耐受剂量尚未确定。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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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透析不能有效
地从⾎液中去除⾮索⾮那定。

孟鲁司特
在慢性哮喘研究中，孟鲁司特以⾼达 200 mg/天的剂量给予患者 22 周，在短期研究
中，给予患者⾼达 900 mg/天的剂量约 1 周，没有临床上重要的不良反应。

在孟鲁司特的上市后经验和临床研究中有急性过量的报告。其中包括在成⼈和⼉童中
的报告，剂量⾼达 1000 毫克（在 42 个⽉⼤的⼉童中约为 61 毫克/千克）。观察到的
临床和实验室结果与成⼈和⼉童患者的安全性⼀致。在⼤多数过量报告中没有不良经
历。

过量服⽤的症状
最常⻅的不良反应与孟鲁司特的安全性⼀致，包括腹痛、嗜睡、⼝渴、头痛、呕吐和
精神运动过度活跃。

过量⽤药的管理
没有关于孟鲁司特过量治疗的具体信息。⽬前尚不清楚孟鲁司特是否可通过腹膜透析
或⾎液透析进⾏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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