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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供注册医⽣或医院或化验所使⽤
⼀、组成
每个未包⾐⽚剂包含： 
Saroglitazar 4 mg
辅料 qs
⽚剂中的⾮活性成分是微晶纤维素、乳糖、氧化镁、聚维酮、滑⽯粉、
硬脂酸镁、交联羧甲基纤维素钠和㬵体⼆氧化硅。

2. 药物描述
利帕林TM值(Saroglitazar) 是⼀种双重调节剂，可校正⾎脂谱和⾎糖指
数。它以含有 4 mg Saroglitazar 的⼝服⽚剂形式提供。Saroglitazar
的化学名称是苯丙酸，α-⼄氧基-4-[2-[2-甲基-5-[4-（甲硫基）苯
基]-1H-吡咯-1-基]⼄氧基]-，镁盐（2 :1), (αS) - 具有以下结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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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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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H3

Saroglitazar 的经验式为 [CH NO S] Mg，分⼦量为 900 g/mole。25 28 4 2

三、适应症及⽤法
利帕林TM值适⽤于治疗不受他汀类药物控制的 2 型糖尿病的糖尿病⾎脂
异常和⾼⽢油三酯⾎症。在临床研究中，利帕林TM值已证明降低⽢油三
酯 (TG)、低密度脂蛋⽩ (LDL) 胆固醇、极低密度脂蛋⽩ (VLDL) 胆固
醇、⾮⾼密度脂蛋⽩ (⾮ HDL) 胆固醇和增加 HDL 胆固醇。它还通过降
低糖尿病患者的空腹⾎糖和糖基化⾎红蛋⽩⽽显⽰出有利的⾎糖指数。



4. 剂量和给药
推荐剂量利帕林TM值是⼀粒 4 毫克的⽚剂，每天⼀次。
5. 剂型和规格
利帕林TM值可作为未包⾐⽚剂⽤于⼝服给药。每个未包⾐⽚剂
利帕林TM值含有 4 毫克 Saroglitazar。
6. 禁忌症
对 Saroglitazar 或配⽅中使⽤的任何赋形剂过敏。
7. 警告和注意事项
虽然临床研究与利帕林TM值没有表现出任何潜在的肌病或肝和/或肾功能
紊乱， 利帕林TM值肝肾功能异常或有肌病史的患者应谨慎开始治疗。

利帕林TM值尚未在纽约⼼脏协会 (NYHA) III 级或 IV 级⼼⼒衰竭患者中进
⾏研究。利帕林TM值对于患有⼼脏病并伴有阵发性充⾎性⼼⼒衰竭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应谨慎使⽤，并应监测此类患者的充⾎性⼼⼒衰竭体征
和症状。

虽然在临床研究期间，没有报告显着的体重增加和⽔肿利帕林TM值，应
评估体重快速增加的患者是否存在体液积聚和与容量相关的事件，例如
过度⽔肿和充⾎性⼼⼒衰竭。

8. 不良事件
在两项为期 12 ⾄ 24 周的对照 III 期临床研究中，利帕林TM值, 最常⻅的
不良事件 (AEs ≥ 2%) 是胃炎、虚弱和发热。⼤多数 AE 的性质为轻度
⾄中度，并未导致研究中⽌。

由于临床研究是在⼴泛不同的条件下进⾏的，因此在⼀种药物的临床研
究中观察到的 AE 率不能直接与另⼀种药物的临床研究中的发⽣率进⾏
⽐较，并且可能⽆法反映实践中观察到的发⽣率。

9. 药物相互作⽤
使⽤重组⼈细胞⾊素 P-450 (CYP) 同⼯酶的体外研究表明，
Saroglitazar 在浓度为 10μM 时不会显着抑制 CYP1A2、2C9、2C19、
2D6 和 3A4。同样，Saroglitazar 没有显⽰



在瞬时转染的 HepG2 细胞中，在基于荧光素酶的报告基因测定中测试
⾼达 100 μM 浓度时，CYP3A4 酶诱导的任何潜⼒。尽管尚未进⾏临床
药物-药物相互作⽤研究利帕林TM值到⽬前为⽌，由于测试的浓度（10 
μM 和 100 μM）⽐ Saroglitazar 的平均 C ⾼⼏倍，因此可以推断利帕
林TM值不会引起与上述评估的 CYP 相关的具有临床意义的药物-药物相
互作⽤。

最⼤限度

10. 在特定⼈群中使⽤
10.1 怀孕
怀孕：C类
的安全性利帕林TM值由于没有在孕妇中进⾏充分和良好对照的研究，因
此尚未确定在孕妇中。怀孕期间的⼥性利帕林TM值治疗应联系其医师。
利帕林TM值只有在潜在益处证明对胎⼉有潜在⻛险时才应在怀孕期间使
⽤。

在动物研究中，在给予重复⼝服剂量 5、25 和 125mg/kg/天的怀孕⼤
⿏中评估了 Saroglitazar 对胚胎-胎⼉发育的影响。在 5 mg/kg 时未发
现⺟体或胎⼉毒性，按体表⾯积计算，⼤约是⼈体最⼤推荐剂量 
(MRHD) 的 12 倍利帕林TM值4毫克。发现 Saroglitazar 在⼤⿏中达到最
⾼剂量 125 mg/kg 天是⾮致畸性的。

在怀孕兔中，反复⼝服 10、50 和 200 mg/kg/天的 Saroglitazar，在⾼
达 10 mg/kg 时未发现⺟体毒性，在⾼达 50 mg/kg 时未发现胎⼉毒
性。发现 Saroglitazar 在兔⼦中达到最⾼剂量 200 mg/kg/天是⾮致畸
性的。
10.2 哺乳⺟亲
哺乳妈妈不宜使⽤利帕林TM值因为尚不清楚 Saroglitazar 是否会排泄到
⺟乳中。
10.3 ⼉科使⽤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利帕林TM值在⼉科患者中尚未确定。

10.4 ⽼年⼈使⽤
考虑到⽼年患者的合并症和伴随药物， 利帕林TM值⽼年患者应慎⽤。



11. 过量
在临床研究期间，没有发⽣过量服⽤利帕林TM值已经被报告了。在过量
的情况下利帕林TM值，需要对患者进⾏⼀般⽀持性护理，包括监测⽣命
体征和观察临床状态。

12. 临床药理学
12.1 作⽤机制
Saroglitazar 是⼀种有效且主要是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PPAR)-α 激动剂，具有中度 PPAR-γ 激动活性。PPAR 是核脂质激活的
转录因⼦，可调节参与控制脂质和脂蛋⽩代谢、葡萄糖稳态和炎症过程
的各种基因的表达。Saroglitazar 的药理作⽤在各种临床前模型中得到
⼴泛评估。Saroglitazar 显⽰出主要通过分别激活 PPARα 和 PPARγ 介
导的抗⾎脂异常和抗糖尿病作⽤。

Saroglitazar 对 PPARα 的激活增加了脂肪酸 (FA) 的肝脏氧化并减少了 TG 的合成和分
泌。这反过来增加了 FA 从外周组织（例如⻣骼肌和脂肪组织）到肝脏的转移，从⽽减
少了 FA 合成和 TG 向外周组织的传递。Saroglitazar 还通过激活脂蛋⽩脂肪酶 (LPL) 
和减少载脂蛋⽩ C-III（LPL 活性的抑制剂）的产⽣来增加脂解和消除⾎浆中富含 TG 的
颗粒。与上述机制⼀致，还发现 Saroglitazar 可降低⾎浆 LDL 胆固醇。Saroglitazar 
激活的 PPARα 还诱导载脂蛋⽩ AI、A-II 和 HDL-胆固醇的合成增加。尽管 Saroglitazar 
主要是 PPARα 激动剂，它还引起 PPARγ 的激活并调节参与控制葡萄糖产⽣、运输和
利⽤的胰岛素反应基因的转录。Saroglitazar 增加了许多参与碳⽔化合物和脂质代谢的 
PPARγ 反应基因的表达，包括脂联素、脂肪细胞脂肪酸结合蛋⽩ (aP2)、LPL、脂肪酸
转运蛋⽩ (FATP) 和脂肪酸转位酶 (CD36)。通过增加这些基因的表达，Saroglitazar 可
减少餐后⾎浆游离脂肪酸的升⾼，改善吸收后胰岛素介导的肝葡萄糖输出抑制，减少肝
脏和肌⾁的代谢负担并促进葡萄糖 Saroglitazar 增加了许多参与碳⽔化合物和脂质代
谢的 PPARγ 反应基因的表达，包括脂联素、脂肪细胞脂肪酸结合蛋⽩ (aP2)、LPL、脂
肪酸转运蛋⽩ (FATP) 和脂肪酸转位酶 (CD36)。通过增加这些基因的表达，
Saroglitazar 可减少餐后⾎浆游离脂肪酸的升⾼，改善吸收后胰岛素介导的肝葡萄糖输
出抑制，减少肝脏和肌⾁的代谢负担并促进葡萄糖 Saroglitazar 增加了许多参与碳⽔
化合物和脂质代谢的 PPARγ 反应基因的表达，包括脂联素、脂肪细胞脂肪酸结合蛋⽩ 
(aP2)、LPL、脂肪酸转运蛋⽩ (FATP) 和脂肪酸转位酶 (CD36)。通过增加这些基因的表
达，Saroglitazar 可减少餐后⾎浆游离脂肪酸的升⾼，改善吸收后胰岛素介导的肝葡萄
糖输出抑制，减少肝脏和肌⾁的代谢负担并促进葡萄糖



利⽤率。在临床前模型中观察到 Saroglitazar 具有强⼤的抗糖尿病和胰
岛素增敏作⽤，其中⾼⾎糖和/或葡萄糖耐量受损是靶组织中胰岛素抵
抗的结果。
12.2 药效学
12.2.1 II 型糖尿病 (T2DM) 的⾎脂异常：
的影响利帕林TM值在两项 III 期随机、双盲、平⾏组研究中评估了每天 4 
mg 的剂量，包括⽢油三酯 >200 mg/dL 的糖尿病患者。在⼀项研究
中，患者接受了利帕林TM值4 毫克或吡格列酮 (45 毫克) 24 周。结果如下
表1所⽰：

表 1：LIPAGLYN 后脂质和⾎糖参数的百分⽐变化TM值4毫克治疗

时间点 第 12 周 第 24 周

TG - 46.1 ±5.6*# - 45.7 ±5.1*#

总胆固醇 - 7.3 ±3.6* - 6.9 ±3.8*#

低密度脂蛋⽩胆固醇 - 0.4 ±6.5 - 4.8 ±6.2*

极低密度脂蛋⽩胆固醇 - 46.1 ±5.6*# - 46.1 ±5.2*#

⾼密度脂蛋⽩胆固醇 10.0 ±3.7* 4.6±3.9

载脂蛋⽩ A1 0.7±4.8 2.2 ±8.2

载脂蛋⽩B - 11.9 ±5.4* - 9.8 ±5.4*

平⾯图^ - 15.2 ±3.5* - 11.5 ±5.8*

糖化⾎红蛋⽩ - 0.3 ±0.1* - 0.3 ±0.1*

所有值均表⽰为每个协议 (PP) 总体的最⼩⼆乘均值 (LSM) ± 标
准误差 (SE)，
* 与基线相⽐有统计学意义的变化
# 与吡格列酮相⽐有统计学意义的变化，^ FPG 值表⽰
为 PP 群体的平均值 ± SE



与吡格列酮相⽐，利帕林TM值如表 2 所⽰，4 mg 在更多受试者中实现了 
ATP III ⽬标。

表 2：LIPAGLYN 后达到 ATP III ⽬标的患者百分⽐TM值与吡格
列酮相⽐，4 mg 治疗

利帕林TM值

4 毫克 (%)
吡格列酮

45 毫克 (%)
ATP ⽬标*

连⼀项标准都达不到 29.4 50.0

达到⼀项标准 26.5 22.7

达到两个标准 35.3 27.3

满⾜所有三个标准 8.8 0.0

* ATP ‒ 美国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的成⼈治疗⼩组 III，
2002-2003，
男性：⽢油三酯 < 150 mg/dL，LDL < 100 mg/dL，HDL > 40 mg/dl，⼥性：
⽢油三酯 < 150 mg/dL，LDL < 100 mg/dL，HDL > 50 mg/dl



在另⼀项研究中，利帕林TM值在阿托伐他汀 10 mg 治疗未控制的⾼⽢油
三酯⾎症糖尿病患者中评估了每天 4 mg 的剂量。患者接受了治疗利帕
林TM值4 毫克或安慰剂 12 周连同阿托伐他汀 10 毫克。结果如下表3所
⽰：

表 3：LIPAGLYN 后脂质和⾎糖参数的百分⽐变化TM值4毫克治疗

时间点 第 6 周 第 12 周

TG - 46.4 ±3.1*# - 47.2 ±3.2*#

总胆固醇 - 23.6 ±1.9* - 25.8 ±1.8*#

低密度脂蛋⽩胆固醇 - 28.1 ±2.5* - 30.7 ±2.4*#

极低密度脂蛋⽩胆固醇 - 45.1 ±3.3*# - 46.5 ±3.2*#

⾼密度脂蛋⽩胆固醇 8.3±2.8 8.1±2.5#

载脂蛋⽩A1 8.1±3.2 9.2±4.5

载脂蛋⽩B - 29.1 ±2.4* - 32.1 ±2.3*#

平⾯图 - 14.9 ±3.7*# - 10.5 ±4.2*#

所有值均表⽰为 PP 群体的 LSM ± SE，
* 与基线相⽐有统计学意义的变化，
# 与安慰剂相⽐有统计学意义的变化



与阿托伐他汀合⽤，利帕林TM值与单独使⽤阿托伐他汀相⽐，在更多受
试者中达到了 ATP-III ⽬标；因此显⽰出更好的⼼⾎管⻛险降低。（表 
4）

表 4：LIPAGLYN 后达到 ATP ⽬标的患者百分⽐TM值与安慰剂联合
阿托伐他汀相⽐，4 mg 治疗

利帕林TM值4 毫克 + 阿
托伐他汀 10 毫克 (%)

安慰剂 +
阿托伐他汀 10 毫克 (%)ATP ⽬标 *

甚⾄没有达到
⼀个标准 10.3# 30.1

达成⼀项
标准 30.8 38.6

实现了两个
标准 43.6 24.1

三项都达成
标准 15.4 6.0

* 男性：⽢油三酯 < 150 mg/dL，LDL < 100 mg/dL，HDL > 40 mg/dl 
⼥性：⽢油三酯 < 150 mg/dL，LDL < 100 mg/dL，HDL > 50 mg/dl
# 与安慰剂 + 阿托伐他汀 10 毫克显着不同

利帕林TM值还显⽰，⾮糖尿病患者的 TG、LDL、VLDL、⾮ HDL 胆固醇
和 TC 随着 HDL 的增加⽽降低。
在糖尿病和⾮糖尿病受试者的 I-III 期试验期间，没有报告低⾎糖的发⽣
率。
12.3 ⼈体药代动⼒学
单剂量药代动⼒学利帕林TM值在 0.125 ⾄ 128 毫克的剂量范围内进⾏了
评估。



12.3.1 吸收
在健康志愿者中⼝服给药后，两种性别的 Saroglitazar ⾎浆浓度峰值出现
在给药后约 1 ⼩时。Saroglitazar 的最⼤⾎浆浓度 (C) 和曲线下⾯积 
(AUC) 与每天 0.125 mg - 128 mg 的单剂量给药成⽐例增加。单次⼝服后
利帕林TM值在健康志愿者中 4 mg，观察到 C 为 337.1 ± 91.0 ng/ml（平
均值 ± SD，n = 6）。

男性和⼥性健康志愿者的汇总分析显⽰，Saroglitazar 的药代动⼒学没有
性别影响或⻝物影响。

最⼤限度 0-

最⼤限度

12.3.2 分布
Saroglitazar 单剂量给药后的平均表观⼝服分布容积 (Vd/F)利帕林TM值4 
mg 为 20.14 ± 6.92 L。体外 Saroglitazar 在⼈⾎浆中与蛋⽩质⼴泛结合 
(~ 96%)。单剂量给药后 Saroglitazar 的平均⾎浆半衰期 利帕林TM值4 毫克
是 2.9 ± 0.9 ⼩时。⼈体多剂量研究表明，Saroglitazar 在每天⼀次重复
给药 10 天后不会发⽣蓄积。

12.3.3 新陈代谢
在健康的志愿者中，利帕林TM值4 mg 的表观⼝服清除率 CL/F 计算为 4.8 
± 0.93 L/hr。
体外使⽤合并的⼈肝微粒体的研究表明，Saroglitazar 在代谢上是稳定
的。
下列的利帕林TM值4 mg 给药后，发现 Saroglitazar 被代谢成三种次要的氧
化代谢物。发现最丰富的氧化代谢物的暴露量低于 Saroglitazar 暴露量的 
10%。

12.3.4 排泄
在健康志愿者中，Saroglitazar 没有从尿液中排出，表明它具有⾮肾脏消
除途径。
临床前研究表明，Saroglitazar 主要通过肝胆途径消除。

13. ⾮临床毒理学
13.1 急性和慢性毒性研究
在⼩⿏、⼤⿏和狗中进⾏了⻓达 12 个⽉的各种急性和慢性毒性研究。在
急性剂量研究中，瑞⼠⽩化⼩⿏的最⼤耐受剂量 (MTD) 为 500 mg/kg，
⽽ Wistar ⼤⿏为 1200 mg/



公⽄。安全药理学研究未发现 CNS、CVS、呼吸和胃肠道参数有任何不良
变化。在重复剂量毒性研究中，Saroglitazar 被证明在⽐批准的⼈体剂量
⾼⼏倍的剂量下具有可接受的安全性。在⾼剂量下，观察到的毒性作⽤主
要是由 PPAR 机制介导的夸⼤药理作⽤。

13.2 ⽣育⼒受损
Saroglitazar 对雄性⼤⿏的交配或⽣育⼒没有显⽰出任何不良影响，剂量
⾼达 125 mg/kg（按体表⾯积计算是批准的⼈体剂量的 250 倍以上）。
在雌性⼤⿏中，⾼达 3 mg/kg（按体表⾯积计算是批准的⼈体剂量的 7 
倍）未观察到对⽣育⼒的不利影响。Saroglitazar 在 15 mg/kg 时改变了
发情周期和产仔指数，这是⼈类推荐剂量的 35 倍。

在⼤⿏的产前和产后发育研究中，Saroglitazar 对⽣殖性能和泌乳指数没
有表现出任何不利影响，⾼达 1 mg/kg，超过了⼈类治疗剂量。

13.3 致癌性
在 Wistar ⼤⿏中进⾏了为期两年的 Saroglitazar 致癌性研究。没有发现
对⼈类潜在的致癌问题，这⼀点通过使⽤分⼦⽣物标志物对⾮⼈类灵⻓类
动物进⾏的机械研究得到进⼀步证实。

13.4 致突变性
在⼀系列遗传毒理学研究中发现 Saroglitazar 是⾮致突变性和⾮遗传毒性
的，包括 Ames 细菌致突变性试验、使⽤⼈外周⾎淋巴细胞的染⾊体畸变
试验和⼩⿏微核试验。

14. 供应⽅式
利帕林TM值以未包⾐的圆形双凸⽚剂形式提供，⼀侧写有“4”，另⼀侧写
有素⾊。可提供 4 毫克强度。
利帕林TM值⽚剂以 10 ⽚装在铝泡罩中。每个泡罩包装在⼀个单纸箱中。

15. 储存和处理说明
储存于 25°C 以下并置于⼲燥处。避光。请将本品放在⼉童不能接触的地
⽅。



16. 制造商
凯迪拉医疗保健有限公司, Sarkhej-Bavla National Highway No. 8A, Moraiya, 
Tal.: Sanand, Dist.: Ahmedab  ad - 382 210, Gujarat.

17. 营销者

⼀个部⻔凯迪拉医疗保健有限公司
“Zydus 塔”，卫星⼗字路⼝，艾哈迈达巴德 380 015。印度。

电话：+91-79-2686 8100（20 线）传真：+91-79-2686 2365 www.zyduscadila.com

TM值申请的商标。
利帕格林TM值是印度艾哈迈达巴德 Cadila Healthcare Limited 的商标。欲了解更
多详情，请访问：www.lipagly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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