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伏格列波糖分散⽚
卷曲
作品
每个未包⾐的分散⽚包含： Voglibose 
0.2 mg
辅料 qs

TM值- 0.2 每天多次，连续 7 天，在⾎浆或尿液中未检测到伏格列波
糖。同样，当健康男性成⼈（10 名受试者）单剂量服⽤ 2 
mg 伏格列波糖时，⾎浆或尿液中未检测到伏格列波糖。

分配：
服⽤伏格列波糖（和其他葡糖苷酶抑制剂）后，⼤部分未
改变的活性药物仍留在胃肠道内，发挥其药理活性。

卷曲
作品
每个未包⾐分散⽚包含： Voglibose 0.3 
mg
辅料 qs

TM值- 0.3

代谢：
伏格列波糖由肠道酶和微⽣物菌群代谢。药物形式

药⽚

药理性质 药效学性质 消除：
伏格列波糖随尿液和粪便排出。

药物治疗组： α-葡萄糖苷酶抑
制剂 ATC 代码：A10BF03

在⼀项对⼤⿏给予单剂量 1 mg/kg C14-伏格列波糖的研究
中，观察到伏格列波糖转移到胎⼉和⺟乳中，排泄到尿液
和粪便中的速率约为 5% 和分别为 98%。

作⽤机制
Voglibose 是⼀种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可通过以下⽅式
减少肠道对淀粉、糊精和⼆糖的吸收 临床前安全数据

没有对 VOLICOSE 进⾏安全药理学、重复给药毒性、遗传
毒性、致癌潜⼒、⽣殖和发育毒性的动物研究TM值0.2/0.3 毫
克。

抑制α的作⽤ - 肠刷中的葡萄糖苷酶
边界。抑制这种酶会催化⼆糖分解成单糖，减缓碳⽔化合
物的消化吸收；正常⼈和糖尿病受试者的餐后⾎糖升⾼均
减弱，从⽽改善了餐后⾼⾎糖症和由⾼⾎糖症引起的各种
疾病。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不会刺激
胰岛素释放，因此不会导致低⾎糖。这些药物可被视为⽼年患者
或餐后⾼⾎糖症患者的单⼀疗法。 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通常⽤于
与其他⼝服降糖药和/或胰岛素联合使⽤。伏格列波糖应在
⽤餐开始时服⽤，因为它吸收不良。

临床资料
治疗适应症
为了改善糖尿病中的餐后⾼⾎糖，当除了饮⻝和/或运动之
外仅饮⻝和/或运动或⼝服降⾎糖药物或胰岛素制剂不能导
致⾜够的⾎糖控制时。

正常成⼈剂量的剂量学和给药⽅法

通常，伏格列波糖⽚剂以 0.2 mg 的单剂量⼝服给药，每天 
3 次，每餐前。如果效果不充分，可将单次剂量增加⾄ 0.3 
mg。临床疗效：

在⼀项包含 1780 名葡萄糖耐量受损的⽇本⼈的随机双盲试
验中，他们平均接受了 48.1 周的治疗（标准差，SD = 
36.3），Ryuzo Kawamori 等⼈报告说伏格列波糖优于安
慰剂（p=0.0026） . 有⼈指出，除了改变⽣活⽅式外，伏
格列波糖还可以减少葡萄糖耐量受损的⾼危⽇本⼈患 2 型
糖尿病。

肾功能衰竭的剂量
伏格列波糖⼝服后吸收不良，肾脏排泄可忽略不计，表明
⽆需调整剂量。然⽽，尚⽆肾功能不全患者的药代动⼒学
研究。

⼉科
Voglibose 在⼉童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确定。Kazuhisa Takami 等⼈研究了 36 名⽇本 2 型糖尿病患者的

饮⻝调整/单独限制和饮⻝调整/限制使⽤伏格列波糖或格
列本脲对腹部肥胖和代谢异常的影响。在相对较瘦但内脏
脂肪组织⾯积（VAT）过多的新诊断患者中，饮⻝调整/限
制（有或没有伏格列波糖或格列本脲）有效地降低了增值
税。增值税的降低与通过饮⻝改善⾎糖控制密切相关。额
外使⽤伏格列波糖或低剂量格列本脲对腹部肥胖没有不利
影响，但对胰岛素敏感性和急性胰岛素反应有益。

⽼年病学
由于⽼年患者通常具有⽣理机能减退，因此需要谨慎以低
剂量开始给药（例如，⼀次0.1mg）。此外，在整个疾病
过程中，应在密切观察下仔细观察该药物，并密切注意⾎
糖⽔平和胃肠道症状的发作。

禁忌症
· 对伏格列波糖或任何赋形剂过敏。
·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糖尿病前期昏迷
· 严重感染，⼿术前后或严重外伤。

· 肠胃梗阻或易患肠胃梗阻。

在另⼀项试验中，糖尿病患者⽤伏格列波糖治疗显⽰餐后
⾎糖⽔平得到改善，⽢油三酯⽔平显着下降，⾼密度脂蛋
⽩ (HDL) 胆固醇和载脂蛋⽩ A-1 升⾼。与阿卡波糖相⽐，
伏格列波糖更有效且副作⽤更少。

使⽤特别警告和注意事项
Voglibose ⽚剂在⼝中溶解，⽆需吞服。

在⽐较⽶格列醇和伏格列波糖的荟萃分析中，未观察到两
组餐后⾎糖的显着差异。 Voglibose ⽚剂的给药应仅限于已确诊糖尿病的患者，因

为存在某些其他疾病状况，例如糖耐量异常和代表糖尿病
样症状的尿糖阳性（肾糖尿、⽼年糖耐量异常、甲状腺功
能异常等） ）。药代动⼒学特性 吸收：

伏格列波糖⼝服后吸收不良。⼝服给药后的⾎浆浓度通常检测不
到。在 80 mg 剂量（⼤⼤⾼于推荐剂量）后，在 1 ⾄ 1.5 ⼩时内
观察到约 20 ng/mL 的峰值⾎浆⽔平。 在接受⽣活⽅式改变（饮⻝和/或运动）管理的患者中，必

须仅在餐后 2 ⼩时⾎糖⽔平低于

当健康男性成⼈（6 名受试者）以 0.2 mg 的单剂量重复给
予 Voglibose ⽚剂时，3

α 200 毫克/分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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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供注册医⽣或医院或实验室使⽤。

伏格列波糖分散⽚
卷曲 TM值- 0.2/0.3 uÉÉåsÉÏM ÉåxÉ-0.2/0.3

在使⽤该药期间，应密切观察疾病进展，并定期监测⾎糖⽔平。
如果即使在给药后对餐后⾎糖⽔平的影响也不令⼈满意

当对严重肝硬化患者服⽤伏格列波糖时，⾼氨⾎症可能会
随着便秘的发展⽽恶化，随后出现意识障碍。GOT（⾕氨
酸草酰⼄酸）、GPT（⾕氨酸）升⾼

服⽤此药 2 ⾄ 3 个⽉（餐后葡萄糖α 200
mg/dL)，考虑更换为更合适的治疗⽅法。服⽤本药后，如
果⾎糖得到充分控制（餐后葡萄糖α

160 毫克/分升）和
可以通过⽣活⽅式治疗或额外使⽤⼝服降糖药或胰岛素制
剂令⼈满意地维持，应停⽌伏格列波糖⽚的给药，并应监
测随后的疾病进展。

丙酮酸转氨酶），LDH（乳酸脱氢酶），α GPT
（α ⾕氨酸丙酮酸）或碱性磷酸酶可能很少出现。

当伏格列波糖与其他抗糖尿病药物联合使⽤时，可能会发
⽣低⾎糖（0.1% ⾄ <5%）。

超敏反应：⽪疹和瘙痒可能很少发⽣。在这种情况下，应
停⽤伏格列波糖⽚剂。

下列患者应慎⽤伏格列波糖⽚剂： 有剖腹⼿术史或肠梗阻史的患
者；伴有消化吸收障碍的慢性肠道疾病患者；因肠道⽓体⽣成增
加⽽症状加重的患者（如 Roemheld 综合征、严重疝⽓、⼤肠狭
窄和溃疡）；以及患有严重肝脏或肾脏疾病的患者。

⼼理神经学：头痛可能很少发⽣。

⾎液学：贫⾎; ⾎⼩板减少症和⽩细胞减少症可能很少发
⽣。

其他：⿇⽊、⾯部⽔肿、视⼒模糊、潮热、不适、虚弱、
⾼钾⾎症、⾎清淀粉酶升⾼、HDL胆固醇降低、出汗或脱
发和出汗。

其他注意事项：
· 所有患者都应继续他们的饮⻝限制，并在⽩天定期分配

碳⽔化合物摄⼊量。超重患者应继续他们的能量限制饮
⻝。

· 应定期进⾏糖尿病监测的常规实验室检查。

· 应指导和解释患者识别低⾎糖症状及其处理。

· 当糖尿病患者⾯临异常压⼒时，例如发烧、外伤、感染
或⼿术，可能会出现⾎糖暂时失控。在这种时候，胰岛
素治疗可能需要⼀段时间。

过量
Voglibose 竞争性和可逆地抑制 α -
⼩肠刷状缘中的葡萄糖苷酶（葡萄糖淀粉酶、蔗糖酶、⻨
芽糖酶和异⻨芽糖酶）可延迟复合碳⽔化合物的⽔解。过
量服⽤不太可能产⽣低⾎糖，但可能会出现腹部不适和腹
泻。

药品详情

辅料清单
微晶纤维素（101级）羟基⼄酸淀粉
钠
聚维酮 K-30
淀粉
纯化滑⽯粉
微晶纤维素（102级）硬脂酸镁

氧化铁⻩（VOLICOSE 喹啉 
YellowWS（VOLICOSE 异丙
醇）

药物相互作⽤
当伏格列波糖与磺酰胺、磺酰脲或双胍的衍⽣物或与胰岛
素联合使⽤时，可能会出现低⾎糖症状。因此，当与任何
这些药物联合使⽤时，应⼩⼼，例如以低剂量开始给药。

TM值0.2毫克）
TM值0.3毫克）当伏格列波糖与增强或减弱抗糖尿病药物降⾎糖作⽤的药

物同时给药时，应⼩⼼，因为这可能会额外延迟伏格列波
糖对碳⽔化合物吸收的作⽤。增强药物的例⼦ 不兼容性

没有报道。

抗糖尿病药物的降⾎糖作⽤：α 阻滞剂，
⽔杨酸制剂、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和⻉特类衍⽣物。降低抗
糖尿病药物降⾎糖作⽤的药物⽰例：肾上腺素、肾上腺⽪
质激素和甲状腺激素。

伏格列波糖不影响华法林的药代动⼒学；因此它可以与华
法林⼀起安全使⽤。

保质期：24 个⽉。

储存和注意事项 存放在阴凉、
⼲燥和⿊暗的地⽅。

处置和其他处理的特别注意事项 ⽆特殊要求。

怀孕和哺乳
迄今为⽌，没有相关的流⾏病学数据可⽤。动物研究未表明对妊
娠、胚胎或胎⼉发育、分娩或产后发育有有害影响，因此只有在
潜在益处⼤于可能危害时，才应将药物给予孕妇或疑似怀孕妇
⼥。

溶于⼝中。⽆需吞咽。

容器的性质和内容 ⼀包 3×10 ⽚。

制造商：
百康有限公司
地址：40/1, Mohabewala Industrial Area, 
SBI Road, Dehradun ‒ 248110。动物研究（⼤⿏）揭⽰了伏格列波糖对新⽣⼉体重增加的

抑制作⽤，这可能是由于抑制碳⽔化合物吸收导致⺟体动
物的产奶量受到抑制。因此，最好不要在哺乳期给⼥性服
⽤伏格列波糖⽚剂。当给药不可避免时，应避免护理。

营销者：
百康有限公司
20th KM Hosur Road, Electronics City 
Bangalore ‒ 560100。
TM - Biocon Limited 的商标。

欲知详情，请联络：医疗顾问

百康有限公司，
电⼦城荷苏路20公⾥

班加罗尔 560 100。

对驾驶和使⽤机器能⼒的影响 没有报道。

不良影响
使⽤伏格列波糖可能会出现胃肠道不良反应，例如腹泻、稀便、
腹痛、便秘、厌⻝、恶⼼、呕吐或胃灼热。此外，使⽤伏格列波
糖可能会出现腹胀、肠胃胀⽓和肠梗阻样症状，这些症状是由于
肠内⽓体增加引起的。

要报告不良事件和/或产品投诉，请访问我们的⽹站
www.biocon.com或拨打免费电话： 1800 102 9465或
给我们发电⼦邮件drugsafety@bioc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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