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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甲酸
发⾳为 (tret' i noe in)

重要警告：

维甲酸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副作⽤。维甲酸只能在有治疗⽩⾎病（⽩细胞癌）患者经验的医⽣的监督下使
⽤，并且在医院可以监测患者的严重副作⽤并在出现这些副作⽤时进⾏治疗。

维甲酸可能会导致⼀组严重或危及⽣命的症状，称为维甲酸-APL（RA-APL）综合征。您的医⽣会仔细监
测您，看看您是否正在发展这种综合征。如果您出现以下任何症状，请⽴即就医：发烧；体重增加; ⼿
臂、⼿、脚、脚踝或⼩腿肿胀；⽓促; 呼吸困难；喘息; 胸痛; 或咳嗽。在您出现 RA-APL 综合征的第⼀个
迹象时，您的医⽣会开出⼀种或多种药物来治疗该综合征。

维甲酸可能导致体内⽩细胞数量迅速增加。这与更⾼的危及⽣命的副作⽤⻛险有关。如果您在开始维甲酸治
疗之前⽩细胞数量⾮常多，或者如果您在使⽤维甲酸治疗期间⽩细胞数量增加，特别是如果您出现 RA-APL 
综合征的任何症状，您的医⽣可能会开⼀种或多种药物来治疗或预防⽩细胞增加。

与您的医⽣和实验室保持所有约会。您的医⽣会下令进⾏某些测试，以检查您的⾝体对维甲酸的反应。

与您的医⽣讨论服⽤维甲酸的⻛险。

对于⼥性患者：

怀孕或可能怀孕的患者不得服⽤维甲酸。维甲酸很有可能导致婴⼉出⽣时出现出⽣缺陷（出⽣时出现的⾝体
问题）。

如果您可以怀孕，您需要在使⽤维甲酸治疗期间避免怀孕。您必须在治疗期间和治疗后的 1 个⽉内使⽤两种
可接受的避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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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即使您患有不孕症（难以怀孕）或经历过更年期（“⽣活改变”；每⽉⽉经期结束）。您必须始终使
⽤这两种避孕⽅式，除⾮您可以保证在治疗后 1 个⽉内不会与男性发⽣任何性接触。您的医⽣会告诉您哪些
避孕⽅式是可以接受的，并会为您提供有关避孕的完整信息。

如果您计划在服⽤维甲酸时使⽤⼝服避孕药（避孕药），请告诉您的医⽣您将使⽤的药丸名称。对于服⽤维
甲酸的⼈来说，微剂量孕激素（“minipill”）⼝服避孕药（Ovrette、Micronor、Nor-D）可能不是⼀种有
效的避孕⽅式。

在开始服⽤维甲酸之前，您必须在 1 周内进⾏阴性妊娠试验。在治疗期间，您还需要每⽉在实验室进⾏妊
娠检测。如果您认为在使⽤维甲酸治疗期间的任何时候您可能怀孕，请⽴即告诉您的医⽣。

为什么要开这种药？

维甲酸⽤于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病（APL；⼀种⾎液和⻣髓中未成熟⾎细胞过多的癌症），⽤于治疗未接受
其他类型化疗或病情有所改善但随后在⽤其他类型的化疗治疗后恶化。维甲酸⽤于缓解 APL（癌症的体征和症状
减少或消失），但在⽤维甲酸治疗后必须使⽤其他药物以防⽌癌症复发。维甲酸属于⼀类称为类维⽣素A的药
物。它通过使未成熟的⾎细胞发育成正常的⾎细胞来减缓或阻⽌癌细胞的⽣⻓。

这个药应该怎么⽤？

维甲酸以㬵囊形式⼝服。它通常每天服⽤两次，持续⻓达 90 天。每天⼤约在同⼀时间服⽤维甲酸。仔细遵循
处⽅标签上的说明，并请您的医⽣或药剂师解释您不理解的任何部分。完全按照指⽰服⽤维甲酸。不要多吃或
少吃，也不要⽐医⽣开的更频繁。

即使您感觉良好，也要继续服⽤维甲酸。不要在没有咨询医⽣的情况下停⽌服⽤维甲酸。

该药的其他⽤途

这种药物可⽤于其他⽤途；向您的医⽣或药剂师咨询更多信息。

我应该遵循什么特殊的预防措施？

在服⽤维甲酸之前，
如果您对维甲酸、其他维甲酸类药物（如阿维A（Soriatane）、依曲酸（Tegison）、⻉沙罗汀或异维A酸
（Accutane、Claravis、Sotret）、任何其他药物、对羟基苯甲酸酯（防腐剂）或任何其他药物）过敏，请告
诉您的医⽣和药剂师维甲酸㬵囊中的其他成分。向您的医⽣或药剂师索取成分清单。

https://medlineplus.gov/druginfo/meds/a608032.html 2/6



22 年 4 ⽉ 14 ⽇下午 3:49 维甲酸：MedlinePlus 药物信息

告诉您的医⽣和药剂师您正在服⽤或计划服⽤哪些处⽅药和⾮处⽅药、维⽣素、营养补充剂和草药产品。请务
必提及以下任何⼀项：氨基⼰酸（Amicar）；某些钙通道阻滞剂，例如地尔硫卓（Cardizem、Dilacor、
Tiazac 等）和维拉帕⽶（Calan、Covera、Isoptin、Verelan）；西咪替丁（Tagamet）；环孢素
（Sandimmune、Gengraf、Neoral）；红霉素（EES、红霉素、E-Mycin）；羟基脲（Droxia）；酮康唑
（Nizoral）；戊巴⽐妥；苯巴⽐妥；利福平（Rifadin，Rimactane）；⼝服类固醇，如地塞⽶松
（Decadron，Dexone）、甲基强的松⻰（Medrol）和强的松（Deltasone）；四环素类抗⽣素，如地美环素
（Declomycin）、强⼒霉素（Monodox、Vibramycin等）、⽶诺环素（Minocin）、⼟霉素（⼟霉素）和四
环素（Sumycin、Tetrex 等）；氨甲环酸（Cyklokapron）；和维⽣素 A。您的医⽣可能需要改变您的药物剂
量或仔细监测您的副作⽤。许多其他药物也可能与维甲酸相互作⽤，因此请务必告诉您的医⽣您正在服⽤的所
有药物，即使是那些未出现在此列表中的药物。

告诉您的医⽣您是否患有或曾经患有⾎液中胆固醇（⼀种类似脂肪的物质）和其他脂肪物质、肝脏或⼼脏病
的量增加。

如果您正在哺乳，请告诉您的医⽣。

如果您要进⾏⼿术，包括⽛科⼿术，请告诉您的医⽣或⽛医您正在服⽤维甲酸。

你应该知道维甲酸可能会导致头晕或严重的头痛。在你知道这种药物对你的影响之前，不要开⻋或操作机器。

我应该遵循特殊的饮⻝说明吗？

与您的医⽣讨论在服⽤该药时吃葡萄柚和喝葡萄柚汁。

如果我忘记服药该怎么办？

记住后⽴即服⽤错过的剂量。但是，如果快到下⼀次服药的时间了，请跳过错过的服药并继续您的常规服药计
划。不要服⽤双倍剂量来弥补错过的剂量。

这种药物会引起副作⽤吗？

维甲酸可能会引起副作⽤。如果这些症状中的任何⼀个严重或不会消失，请告诉您的医
⽣：

弱点

极度疲倦

发抖

痛

⽿痛

⽿朵饱满的感觉

⽪肤⼲燥

⽪疹

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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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秘

腹泻

肚⼦痛

胃灼热

⻝欲不振

减肥

⻣痛

头晕

⼿或脚⿇⽊、灼痛或刺痛

紧张

沮丧

难以⼊睡或保持睡眠

困惑

搅动

产⽣幻觉（看到不存在的事物或听到声⾳）

排尿困难

冲洗

⼀些副作⽤可能很严重。如果您遇到任何这些症状或重要警告部分中列出的症状，请⽴即致电
您的医⽣：

头痛

恶⼼

呕吐

视⼒模糊或复视，或其他视⼒问题

不寻常的瘀伤或出⾎

呕吐物带⾎或看起来像咖啡渣

鲜红⾊或⿊⾊和柏油样凳⼦

⼼律不⻬

听⼒损失

流⾎的

感染

维甲酸可能会增加⾎液中胆固醇和其他脂肪的⽔平，并可能阻⽌肝脏正常⼯作。您的医⽣会仔细监测您，看看您
是否正在经历这些副作⽤中的任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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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甲酸可能会引起其他副作⽤。如果您在服⽤这种药物时有任何异常问题，请致电您的医⽣。

如果您出现严重的副作⽤，您或您的医⽣可以在线向美国⻝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的 MedWatch 不良事件
报告计划发送报告
(http://www.fda.gov/Safety/MedWatch [http://www.fda.gov/Safety/MedWatch]) 或通过电话 
(1-800-332-1088)。

我应该知道这种药物的储存和处置吗？

将这种药物放在它进来的容器中，紧紧关闭，并且放在⼉童接触不到的地⽅。将其存放在室温下，远离过多的
热量和⽔分（不要放在浴室⾥）。

不需要的药物应以特殊⽅式处理，以确保宠物、⼉童和其他⼈⽆法⻝⽤。但是，您不应该将这种药物冲⼊⻢桶。
相反，处置药物的最佳⽅式是通过药物回收计划。与您的药剂师交谈或联系您当地的垃圾/回收部⻔，了解您所在
社区的回收计划。请参阅 FDA 的药品安全处置⽹站（http://goo.gl/c4Rm4p [http://goo.gl/c4Rm4p]) 如果您⽆
权访问回收计划，请了解更多信息。

将所有药物放置在⼉童看不到和接触不到的地⽅很重要，因为许多容器（例如每周服⽤药丸的容器以及⽤于滴眼
液、⾯霜、贴⽚和吸⼊器的容器）不适合⼉童使⽤，⽽且幼⼉可以轻松打开它们。为保护幼⼉免受中毒，请始终
锁上安全帽，并⽴即将药物放在安全的位置——⼀个向上、远离、看不⻅和够不到的地⽅。http://
www.upandaway.org [http://www.upandaway.org]

n 紧急情况/过量

如果服⽤过量，请拨打毒物控制热线 1-800-222-1222。信息也可在线获取https://www.poisonhelp.org/help 
[https://www.poisonhelp.org/help]. 如果受害者已经昏倒、癫痫发作、呼吸困难或⽆法醒来，请⽴即拨打 911 
拨打紧急服务电话。

过量服⽤的症状可能包括：
头痛

冲洗

嘴唇发红、开裂和疼痛

肚⼦痛

头晕

失去协调

我应该知道其他信息吗？

不要让其他⼈服⽤您的药物。如果您对补充处⽅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您的药剂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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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份您正在服⽤的所有处⽅药和⾮处⽅药（⾮处⽅药）以及任何产品（如维⽣素、矿物质或其他膳⻝补充
剂）的书⾯清单⾮常重要。每次去看医⽣或住院时，您都应该携带这份清单。这也是在紧急情况下随⾝携带的重
要信息。

兰特名称
类⾎管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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