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LFUSIN D ⽚剂(阿夫唑嗪盐酸盐+度他雄胺）

作品

ALFUSIN D ⽚剂
每⽚ lm 包⾐⽚剂包含： 阿夫唑嗪盐酸
盐 BP... 10 毫克（作为缓释剂）

度他雄胺........ 0.5 mg 颜⾊：⼆
氧化钛 IP

描述

阿福⾟D⽚剂含有活性成分，阿夫唑嗪盐酸盐和度他雄胺。阿夫唑嗪盐酸盐是⼀种
选择性 α1-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对下尿路中的 α1-肾上腺素能受体具有选择性。
阻断这些肾上腺素受体可导致膀胱颈和前列腺中的平滑肌松弛，从⽽改善尿量并减
轻良性前列腺增⽣ (BPH) 的症状。

度他雄胺是⼀种合成的 4-氮杂类固醇化合物，是类固醇 5 α-还原酶 (5AR) 的 I 型和 
II 型异构体的选择性抑制剂，5AR 是⼀种将睾酮转化为 5 α-⼆氢睾酮 (DHT) 的细胞
内酶。DHT 是主要负责前列腺最初发育和随后增⼤的雄激素。II 型同⼯酶主要在⽣
殖组织中具有活性，⽽ I 型同⼯酶也负责⽪肤和肝脏中的睾酮转化。阿福⾟D⽚剂
作⽤于 BPH 的动态和静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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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上腺素受体，位于前列腺、膀胱底部、膀胱颈、前列腺囊和前列腺尿道。 （https://www.ciplamed.c 5-
mg-once-daily-12-
⼀周-单⼀疗法-
有效且安全的
男⼈与lutsbph）

嗯/孔蒂

阿夫唑嗪对下尿路中的 α 肾上腺素能受体具有选择性。阻断这些肾上腺素受体可导
致膀胱颈和前列腺中的平滑肌松弛，从⽽改善尿量并减轻 BPH 症状。

⼼脏电⽣理学
10 mg 和 40 mg alfuzosin 对 QT 间期的影响在 45 名 19 ⾄ 45 岁的健康⽩⼈男性受
试者中进⾏了⼀项双盲、随机、安慰剂和活性对照（莫西沙星 400 mg）、4 向交
叉单剂量研究年。在阿夫唑嗪⾎浆浓度达到峰值时测量 QT 间期。选择 40 mg 剂量
的阿夫唑嗪是因为该剂量⽐同时服⽤阿夫唑嗪和酮康唑 400 mg 时达到的⾎浓度更
⾼。表 1 总结了在阿夫唑嗪⾎浆浓度达到峰值时采⽤不同校正⽅法（Fridericia、
特定⼈群和特定受试者校正⽅法）对未校正 QT 和平均校正 QT 间期 (QTc) 的影
响。这些校正⽅法中没有⼀种更有效。在这项研究中，与 10 mg 剂量的阿夫唑嗪相
关的⼼率平均变化为 5.2 次/分钟和 40 mg 阿夫唑嗪为 5.8 次/分钟。莫西沙星的⼼
率变化为 2.8 次/分钟。

表 1. 在 Tmax（相对

安慰剂）⽤不同的⽅法来纠正⼼率的影响。

药物/剂量 QT 弗⾥德⾥西亚

⽅法
⼈⼝-
具体
⽅法

学科-
具体
⽅法

阿夫唑嗪
10毫克

- 5.8
(-10.2, -1.4)

4.9
(0.9, 8.8)

1.8
(-1.4, 5.0)

1.8
(-1.3, 5.0)

阿夫唑嗪
40毫克

- 4.2
(-8.5, 0.2)

7.7
(1.9, 13.5)

4.2
(-0.6, 9.0)

4.3
(-0.5, 9.2)

莫西沙星*
400 毫克

6.9
(2.3, 11.5)

12.7
(8.6, 16.8)

11.0
(7.0, 15.0)

11.1
(7.2, 15.0)

* 主动控制

与 10 mg 阿夫唑嗪相⽐，40 mg 的 QT 效应似乎更⼤。所研究的最⾼阿夫唑嗪剂量
（治疗剂量的四倍）的效果似乎没有活性对照莫西沙星在其治疗剂量下的效果那么
⼤。然⽽，这项研究并⾮旨在对药物或剂量⽔平进⾏直接统计⽐较。在美国以外的
阿夫唑嗪⼴泛的上市后经验中，没有出现 Torsade de Pointes 的信号。⼀项单独
的上市后 QT 研究评估了共同给药 10 mg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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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夫唑嗪与类似 QT 效应⼤⼩的药物。在这项研究中，单⽤阿夫唑嗪 10 mg 的平均
减去安慰剂的 QTcF 增加为 1.9 毫秒（上限 95% CI，5.5 毫秒）。与单独使⽤任何
⼀种药物相⽐，两种药物的同时给药显⽰出增加的 QT 效应。这种 QTcF 增加不超
过累加。尽管本研究并⾮旨在对药物进⾏直接统计⽐较，但两种药物⼀起使⽤的 
QT 增加似乎低于阳性对照莫西沙星 400 mg 的 QTcF 增加。这些 QTc 变化的临床
影响尚不清楚。

度他雄胺
作⽤机制
度他雄胺是⼀种合成的 4-氮杂类固醇化合物，是类固醇 5 α还原酶 (5AR) 的 I 型和 II 
型同种型的竞争性和特异性抑制剂。睾酮通过酶 5 α 还原酶转化为 DHT，该酶以 2 
种亚型 I 型和 II 型存在。II 型同⼯酶主要在⽣殖组织中具有活性，⽽ I 型同⼯酶也负
责⽪肤和肝脏中的睾酮转化。度他雄胺抑制睾酮转化为 5 α⼆氢睾酮 (DHT)。DHT 
是主要负责前列腺最初发育和随后增⼤的雄激素。

对 5 α-⼆氢睾酮和睾酮的影响
每⽇剂量的度他雄胺对降低 DHT 的最⼤影响是剂量依赖性的，并在 1-2 周内观察
到。每天服⽤ 0.5 mg 度他雄胺 1 周和 2 周后，⾎清 DHT 浓度中位数分别降低了 
85% 和 90%。在接受度他雄胺 0.5 mg/天治疗 4 年的 BPH 患者中，⾎清 DHT 的中
位下降在 1 年时为 94%，在 2 年时为 93%，在 3 年和 4 年时均下降 95%。⾎清睾
酮的中位增加在 1 年和 2 年均为 19%，3 年为 26%，4 年为 22%，但均值和中位⽔
平保持在⽣理范围内。

在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前接受 5 mg/天度他雄胺或安慰剂治疗⻓达 12 周的 BPH 患
者中，度他雄胺组前列腺组织中的平均 DHT 浓度显着低于安慰剂组（784 和 5,793 
pg/g , 分别; (p <0.001)。

具有遗传性 II 型 5 α-还原酶缺陷的成年男性也具有降低的 DHT ⽔平。这 5 名缺乏 
α-还原酶的男性终⽣都有⼀个⼩的前列腺，并且不会发展为 BPH。除了出⽣时存在
的相关泌尿⽣殖缺陷外，在这些个体中没有观察到与 5 α-还原酶缺乏相关的其他临
床异常。

对其他激素的影响
在健康志愿者中，性激素结合球蛋⽩、雌⼆醇、促⻩体⽣成素、促卵泡激素与安慰
剂（n=23）相⽐，使⽤ 0.5 mg/天的度他雄胺（n=26）治疗 52 周后没有临床意义
的变化,甲状腺素(freeT4)

https://www.ciplamed.com/content/alfusin-d-tablets 4/22



22 年 4 ⽉ 19 ⽇上午 10:00 ALFUSIN D ⽚剂 | CiplaMed

和脱氢表雄酮。与安慰剂相⽐，在 8 周时观察到总睾酮的统计学显着性、基线调整
平均增加（97.1 ng/dL，（p <0.001）。

其他效果
在健康志愿者中每天⼀次服⽤ 0.5 mg 度他雄胺 52 周后评估⾎浆脂质组和⻣矿物质
密度。与安慰剂或基线相⽐，双能 X 射线⻣密度仪 (DEXA) 测量的⻣矿物质密度没
有变化。此外，⾎浆脂质（即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密度脂蛋⽩和⽢油三
酯）不受度他雄胺的影响。在 1 年健康志愿者研究的⼦群（n=13）中，没有观察到
肾上腺激素对 ACTH 刺激的反应有临床意义的变化。

药代动⼒学

盐酸阿夫唑嗪
吸收：在进⻝条件下，盐酸阿夫唑嗪 10 mg ⽚剂的绝对⽣物利⽤度为 49%。在进
⻝条件下多次给药 10 mg 阿夫唑嗪盐酸盐后，达到最⼤浓度的时间为 8 ⼩时。
Cmax 和 AUC0-24 分别为 13.6 (SD = 5.6) ng/mL 和 194 (SD = 75) ng.h/mL。阿夫
唑嗪盐酸盐在单次和多次给药⾼达 30 mg 后表现出线性动⼒学。第⼆剂盐酸阿夫唑
嗪给药达到稳态⾎浆⽔平。稳态盐酸阿夫唑嗪⾎浆浓度⽐单次给药后观察到的⾼ 
1.2 ⾄ 1.6 倍。

⻝物的作⽤：在禁⻝条件下吸收程度低 50%。因此，盐酸阿夫唑嗪应随餐服⽤，每
天同餐服⽤。

分配：
健康男性、中年志愿者的给药量为 3.2 L/kg。体外研究结果表明，alfuzosin 
hydrochloride 与⼈⾎浆蛋⽩适度结合 (82-90%)，在很宽的浓度范围内 (5 ⾄ 5,000 
ng/mL) 具有线性结合。

这 体积 的 分配 下列的 静脉

代谢：阿夫唑嗪盐酸盐经肝脏⼴泛代谢，只有 11% 的给药剂量以原形从尿中排
出。阿夫唑嗪盐酸盐通过三种代谢途径代谢：氧化、O-去甲基化和 N-去烷基化。
代谢物没有药理活性。CYP3A4 是参与其代谢的主要肝酶异构体。

排泄：⼝服 14C 标记的盐酸阿夫唑嗪溶液 7 天后，粪便中的放射性恢复（以给药剂
量的百分⽐表⽰）为 69%，尿中为 24%。⼝服 10 mg 阿夫唑嗪盐酸盐后，表观消
除半衰期为 10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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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群的药代动⼒学
⼉科⽤途：阿夫唑嗪⽚剂不适⽤于⼉科⼈群

⽼年⼈使⽤：在 BPH 患者的 3 期临床研究期间的药代动⼒学评估中，阿夫唑嗪的
⾎浆峰浓度与年龄之间没有关系。然⽽，⾕值与年龄呈正相关。75 岁以下受试者的
浓度⽐ 65 岁以下的受试者⾼约 35%。

肾功能损害：阿夫唑嗪 10 mg ⽚剂的药代动⼒学特征

肾功能正常（CLCR>80 mL/min）、轻度受损（CLCR 60 ⾄

80 mL/min）、中度  损伤（CLCR 30 ⾄ 59 mL/min）和重度损伤

（CLCR 最⼤值和 AUC 值在患有以下疾病的患者中增加了约 50%

轻度、中度或重度肾功能损害。

肝功能损害：尚未在轻度肝功能损害患者中研究阿夫唑嗪的药代动⼒学。在中度或
重度肝功能不全患者（Child-Pugh B 和 C 类）中，⾎浆表观清除率 (CL/F) 降低⾄
在健康受试者中观察到的⼤约三分之⼀⾄四分之⼀。与健康受试者相⽐，清除率的
降低导致这些患者的阿夫唑嗪⾎浆浓度⾼出三到四倍。因此，阿夫唑嗪禁⽤于中度
⾄重度肝功能不全的患者。

度他雄胺
吸收：给予单次 0.5 mg 剂量的度他雄胺后，2-3 ⼩时内达到⾎清浓度峰值 
(Tmax)。5 名健康受试者的绝对⽣物利⽤度约为 60%（范围：40% ⾄ 94%）。当
药物与⻝物⼀起给药时，最⼤⾎清浓度降低了10-15%。这种减少没有临床意义。

分配：单次和重复⼝服剂量后的药代动⼒学数据表明，

度他雄胺的分布容积很⼤（300-500 L）。度他雄胺⾼度

与⾎浆⽩蛋⽩ (99.0%) 和 α1-酸性糖蛋⽩ (96.6%) 结合。在⼀项研究中

健康受试者 (n = 26) 接受度他雄胺 0.5 mg/天，持续 12 个⽉，精液

度他雄胺浓度在 12 时平均为 3.4 ng/mL（范围：0.4 ⾄ 14 ng/mL）

个⽉，并且与⾎清相似，在 6 个⽉时达到稳态浓度。在

平均，在 12 个⽉时，11.5% 的⾎清度他雄胺浓度分配到

精液。

代谢：度他雄胺在⼈体中⼴泛代谢。体外研究表明度他雄胺由 CYP3A4 和 CYP3A5 
同⼯酶代谢。这两种同⼯酶均产⽣ 4'-羟基度他雄胺、6-羟基度他雄胺和 6,4'-⼆羟
基度他雄胺代谢物。此外，15-羟基度他雄胺代谢物由 CYP3A4 形成。在⼈⾎清中
给药⾄稳态后，未改变的度他雄胺、三种主要代谢物（4'-羟基度他雄胺、1,2-⼆氢
度他雄胺和 6-羟基度他雄胺）和两种次要代谢物（6,4-⼆羟基度他雄胺和 15-羟基
度他雄胺），如评估通过质谱响应，已检测到。在体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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羟基度他雄胺和 1,2-⼆氢度他雄胺代谢物对⼈类 5 α-还原酶的两种异构体的效⼒远
低于度他雄胺。6 β-羟基度他雄胺的活性与度他雄胺相当。

排泄：度他雄胺及其代谢物主要通过粪便排泄。作为剂量百分⽐，⼤约有 5% 不变
的度他雄胺（约 1% ⾄约 15%）和 40% 为度他雄胺相关代谢物（约 2% ⾄约 
90%）。在尿液中仅发现微量未变化的度他雄胺 (<1%)。因此，平均⽽⾔，下落不
明的剂量约为 55%（范围：5% ⾄ 97%）。度他雄胺的终末消除半衰期在稳态时约
为 5 周。服⽤ 0.5 mg/天 1 年后，平均稳态⾎清度他雄胺浓度为 40 ng/mL。每⽇给
药后，度他雄胺⾎清浓度在 1 个⽉后达到稳态浓度的 65%，在 3 个⽉后达到约 
90%。由于度他雄胺的半衰期⻓，⾎清浓度仍可检测（⼤于 0.

特殊⼈群的药代动⼒学
⼉科：尚未在 18 岁以下的受试者中研究度他雄胺的药代动⼒学。

⽼年病学：⽼年⼈⽆需调整剂量。药代动⼒学和

在 36 名年龄较⼤的健康男性受试者中评估度他雄胺的药效学

单次 5 mg 剂量给药后 24 ⾄ 87 岁

度他雄胺。在这项单剂量试验中，度他雄胺的半衰期随着年龄的增⻓⽽增加

（20 ⾄ 49 岁男性约 170 ⼩时，男性约 260 ⼩时）

50 ⾄ 69 岁的男性，70 岁以上的男性约 300 ⼩时）。

在三项关键试验中接受度他雄胺治疗的 2,167 名男性中，60% 的⼈年龄在 65 岁

年及以上，15% 的⼈年龄在 75 岁及以上。安全性没有总体差异

在这些患者和年轻患者之间观察到或 ecacy。

性别：度他雄胺禁⽤于妊娠期和育龄期妇⼥，不适⽤于其他妇⼥。尚未研究度他雄
胺在⼥性中的药代动⼒学。

种族：尚未研究种族对度他雄胺药代动⼒学的影响。

肾功能不全：尚未研究肾功能损害对度他雄胺药代动⼒学的影响。然⽽，在⼈尿中
回收的稳态剂量为 0.5 mg 的度他雄胺不到 0.1%，因此预计肾功能不全患者的剂量
不会调整。

肝功能损害：肝功能损害对度他雄胺的影响

药代动⼒学尚未研究。因为度他雄胺⼴泛⽤于

代谢后，肝受损患者的暴露量可能更⾼。

适应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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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福⾟D⽚剂适⽤于治疗前列腺肥⼤男性良性前列腺增⽣ (BPH) 的体征和症状。

⽚剂不打算⽤作抗⾼⾎压药物。

度他雄胺未被批准⽤于预防前列腺癌。

剂量和给药

推荐⽤量阿福⾟D每天⼀粒，每天同⼀餐后⽴即服⽤。⽚剂应整⽚吞服，不应咀嚼
或压碎。

特殊⼈群

肾功能不全
严重肾功能不全患者使⽤阿夫唑嗪时应谨慎（肌酐清除率） 肾功能不全患者⽆需调
整度他雄胺的剂量

肝功能损害
阿夫唑嗪禁⽤于中度或重度肝功能不全的患者。尽管尚未在轻度肝功能不全患者中
研究阿夫唑嗪的药代动⼒学，但对此类患者使⽤阿夫唑嗪时应谨慎。

尚未研究肝功能损害对度他雄胺药代动⼒学的影响。因为度他雄胺被⼴泛代谢，肝
受损患者的暴露量可能更⾼。

禁忌症

阿福⾟D⽚剂禁⽤于有⽣育能⼒的妇⼥和怀孕期间。

阿福⾟D⽚剂禁⽤于⼉科患者。

阿福⾟D中度或重度肝功能不全（Childs-Pugh B 类和 C 类）患者不应使⽤⽚剂，
因为这些患者的盐酸阿夫唑嗪⾎浓度升⾼。

阿福⾟D⽚剂不应与强效 CYP3A4 抑制剂如酮康唑、伊曲康唑和利托那⻙合⽤，因
为盐酸阿夫唑嗪的⾎药浓度会增加。

阿福⾟D已知对药物过敏的患者禁⽤⽚剂

盐酸阿夫唑嗪（如荨⿇疹和⾎管性⽔肿）或度他雄胺（如

严重的⽪肤反应，⾎管性⽔肿）或任何成分阿福⾟D⽚剂。

警告和注意事项

其他泌尿系统疾病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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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使⽤ ALFUSIN D 治疗之前，应考虑可能导致类似症状的其他泌尿系统疾
病。此外，BPH 和前列腺癌可能并存。

体位性低⾎压

服⽤本品后数⼩时内可能出现体位性低⾎压，伴有或不伴有症状（如头晕）阿福⾟
D⽚剂。有晕厥的可能。应警告患者此类事件的可能发⽣，并应避免发⽣晕厥时可
能导致伤害的情况。服⽤时可能会增加低⾎压/体位性低⾎压和晕厥的⻛险阿福⾟D 
⽚剂与抗⾼⾎压药物和硝酸盐同时使⽤。时应注意阿福⾟D⽚剂适⽤于有症状的低
⾎压患者或对其他药物有低⾎压反应的患者。

阴茎异常勃起

很少（可能少于 50,000 分之⼀），盐酸阿夫唑嗪与其他 α-肾上腺素能拮抗剂⼀
样，与阴茎异常勃起（与性活动⽆关的持续疼痛阴茎勃起）有关。因为如果治疗不
当，这种情况会导致永久性阳痿，因此应告知患者病情的严重性。

术中软盘虹膜综合征 (IFIS)

在⼀些接受或先前接受过 α-肾上腺素能拮抗剂治疗的患者中，在⽩内障⼿术期间观
察到 IFIS。这种⼩瞳孔综合征的变体的特征是酸性虹膜响应于术中冲洗电流⽽翻
腾，尽管术前使⽤标准散瞳药物扩张，但进⾏性术中瞳孔缩⼩，以及虹膜可能向超
声乳化切⼝脱垂。患者的眼科医⽣应准备好对其⼿术技术进⾏可能的修改，例如使
⽤虹膜钩、虹膜扩张器环或粘弹性物质。在⽩内障⼿术前停⽌ α-肾上腺素能拮抗剂
治疗似乎没有好处。

⾼级别前列腺癌的⻛险增加

在 50 ⾄ 75 岁的男性中，既往前列腺癌活检阴性且基线 PSA 介于 2.5 ng/mL 和 
10.0 ng/mL 之间，在 4 年通过度他雄胺减少前列腺癌事件 (REDUCE) 期间服⽤度
他雄胺在试验中，与服⽤安慰剂的男性相⽐，Gleason 评分 8-10 的前列腺癌发病
率增加（度他雄胺 1.0% 与安慰剂 0.5%）。在⼀项为期 7 年的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
中，使⽤另⼀种 5 α-还原酶抑制剂（nasteride 5 mg），对于 Gleason 评分 8-10 
的前列腺癌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结果（nasteride 为 1.8%，安慰剂为 1.1%）。5 种
α-还原酶抑制剂可能会增加患⾼级别前列腺癌的⻛险。尚未确定 5 种 α-还原酶抑制
剂对减少前列腺体积或研究相关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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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接触 - 男性胎⼉的⻛险

阿福⾟D怀孕或可能怀孕的妇⼥不应使⽤药⽚。度他雄胺通过⽪肤吸收，可能导致
胎⼉意外接触。如果怀孕或可能怀孕的妇⼥接触到泄漏的 ALFUSIN D ⽚剂，应⽴
即⽤肥皂和⽔清洗接触区域。

献⾎

接受治疗的男性阿福⾟D⽚剂应在最后⼀次服药后⾄少 6 个⽉后献⾎，以防⽌孕妇
通过输⾎接受度他雄胺。

对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 的影响以及 PSA 在前列腺癌检测中的应⽤

在临床研究中，度他雄胺在治疗的 3-6 个⽉内将⾎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 浓度
降低了约 50%。在有症状的 BPH 患者的整个 PSA 值范围内，这种下降是可以预测
的，尽管它可能因个体⽽异。度他雄胺也可能在存在前列腺癌的情况下导致⾎清 
PSA 降低。为了解释服⽤度他雄胺的男性的连续 PSA，应在开始治疗后⾄少 3 个⽉
建⽴新的 PSA 基线，并在此后定期监测 PSA。服⽤度他雄胺期间任何确认的最低 
PSA 值升⾼都可能表明存在前列腺癌，应进⾏评估，即使 PSA ⽔平仍处于未服⽤ 5 
α-还原酶抑制剂的男性的正常范围内。不遵守度他雄胺也可能影响 PSA 检测结果。

为了解释接受度他雄胺治疗 3 个⽉或更⻓时间的男性的孤⽴ PSA 值，PSA 值应加
倍以与未治疗男性的正常值进⾏⽐较。

即使在度他雄胺的影响下，游离 PSA ⽐（游离 PSA 百分⽐）也保持不变。如果临
床医⽣选择使⽤百分⽐游离 PSA 作为检测接受度他雄胺男性前列腺癌的辅助⼿段，
则似乎⽆需调整其值。

对精液特性的影响

在 18 ⾄ 52 岁的正常志愿者（n=27 度他雄胺，n=23 安慰剂）中评估 0.5 mg/天度
他雄胺对精液特征的影响，整个治疗 52 周和治疗后 24 周的随访。在 52 周时，根
据安慰剂组的基线变化调整后，度他雄胺组的精⼦总数、精液量和精⼦活⼒从基线
平均减少 23%、26% 和 18%。精⼦浓度和精⼦形态不受影响。经过 24 周的随访，
度他雄胺组总精⼦数的平均百分⽐变化仍然⽐基线低 23%。虽然所有时间点所有精
液参数的平均值均保持在正常范围内，并且不符合预先确定的临床显着变化标准
（30%），但研究中的 2 名受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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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他雄胺组在 52 周时精⼦数量较基线减少 90% 以上，在 24 周随访时部分恢复。
度他雄胺对个体患者⽣育能⼒的精液特征影响的临床意义尚不清楚。

冠状动脉功能不全

如果⼼绞痛的症状新出现或恶化，阿福⾟D 应停药。

先天性或后天性 QT 延⻓患者

获得性或先天性 QT 间期延⻓或正在服⽤延⻓ QT 间期药物的患者慎⽤。

药物相互作⽤

强效 CYP3A4 抑制剂：CYP3A4 是参与盐酸阿夫唑嗪代谢的主要肝酶异构体。单次
服⽤ 10 mg 盐酸阿夫唑嗪后，重复服⽤ 400 mg 酮康唑（⼀种有效的 CYP3A4 抑制
剂）可使盐酸阿夫唑嗪 Cmax 增加 2.3 倍，AUClast 增加 3.2 倍。在另⼀项研究
中，在单次服⽤ 10 mg 盐酸阿福唑后，反复⼝服低剂量（200 mg/天）酮康唑可使
盐酸阿夫唑嗪 Cmax 增加 2.1 倍，AUClast 增加 2.5 倍。盐酸阿夫唑嗪不应与强效 
CYP3A4 抑制剂（如酮康唑、伊曲康唑或利托那⻙）合⽤，因为盐酸阿夫唑嗪会增
加暴露量。

度他雄胺在⼈体中被 CYP3A4 和 CYP3A5 同⼯酶⼴泛代谢。尚未进⾏临床药物相互
作⽤试验来评估 CYP3A 酶抑制剂对度他雄胺药代动⼒学的影响。然⽽，根据体外
数据，在存在 CYP3A4/5 抑制剂（例如利托那⻙、酮康唑、维拉帕⽶、地尔硫卓、
西咪替丁、杜他霉素和环丙沙星）的情况下，度他雄胺的⾎药浓度可能会增加。由
于药物-药物相互作⽤的可能性，在给服⽤强效慢性 CYP3A4 酶抑制剂的患者开具度
他雄胺时要⼩⼼。

度他雄胺在浓度为 1,000 ng/mL 时不抑制主要⼈类 CYP450 同⼯酶（CYP1A2、
CYP2C9、CYP2C19、CYP2D6 和 CYP3A4）的模型底物的体外代谢，是⼈体稳态⾎
清浓度的 25 倍。

中度 CYP3A4 抑制剂：重复联合给药 240 mg/天的地尔硫卓（⼀种中度有效的 
CYP3A4 抑制剂）和 7.5 mg/天（2.5 mg，每天 3 次）盐酸阿夫唑嗪使盐酸阿夫唑
嗪的 Cmax 和 AUC0-24 分别增加 1.5 倍和 1.3 倍，分别。阿夫唑嗪盐酸盐使地尔硫
卓的 Cmax 和 AUC0-12 增加了 1.4 倍。尽管在本研究中未观察到⾎压变化，但地尔
硫卓是⼀种抗⾼⾎压药物，盐酸阿夫唑嗪和抗⾼⾎压药物的组合有可能导致⼀些患
者出现低⾎压。

https://www.ciplamed.com/content/alfusin-d-tablets 11/22



22 年 4 ⽉ 19 ⽇上午 10:00 ALFUSIN D ⽚剂 | CiplaMed

在⼈肝微粒体中，在达到治疗剂量的浓度下，阿夫唑嗪不抑制 CYP1A2、2A6、
2C9、2C19、2D6 或 3A4 同⼯酶。在⼈肝细胞的原代培养中，阿夫唑嗪不诱导 
CYP1A、2A6 或 3A4 同⼯酶。

α-肾上腺素能拮抗剂：尚未确定盐酸阿夫唑嗪与其他 α 受体阻滞剂之间的药代动⼒
学和药效学相互作⽤。但是，可能会发⽣交互，并且阿福⾟D⽚剂不应与其他 α 受
体阻滞剂联合使⽤。

度他雄胺与坦索罗⾟或特拉唑嗪联合给药对任⼀α-肾上腺素能拮抗剂的稳态药代动
⼒学没有影响。未评估坦索罗⾟或特拉唑嗪对度他雄胺药代动⼒学参数的影响；与
联合治疗相⽐，单独使⽤度他雄胺的 DHT 浓度变化百分⽐相似。

磷酸⼆酯酶 5 (PDE5) 抑制剂：当 α 肾上腺素能拮抗剂（包括盐酸阿夫唑嗪）与 
PDE5 抑制剂合⽤时，建议谨慎使⽤。α-肾上腺素能拮抗剂和 PDE5 抑制剂都是可
以降低⾎压的⾎管扩张剂。同时使⽤这两种药物可能会导致症状性低⾎压。

抗⾼⾎压药物和硝酸盐：服⽤时可能会增加低⾎压/体位性低⾎压和晕厥的⻛险阿
福⾟D ⽚剂与抗⾼⾎压药物和硝酸盐同时使⽤。

西咪替丁：重复给予 1 g/天西咪替丁可使盐酸阿夫唑嗪 Cmax 和 AUC 值均增加 
20%。

地⾼⾟：阿夫唑嗪盐酸盐 10 mg 和地⾼⾟ 0.25 mg/天重复联合给药 7 天不影响任
⼀药物的稳态药代动⼒学。当以 0.5 mg/天的剂量同时给药 3 周时，度他雄胺不会
改变地⾼⾟的稳态药代动⼒学。

华法林：6 名健康男性志愿者多剂量给药盐酸阿夫唑嗪 5 mg 速释⽚剂，每⽇ 2 
次，持续 6 天，不影响单次⼝服 25 mg 华法林的药理反应。度他雄胺 0.5 mg/天，
持续 3 周不会改变华法林 S-或 R-华法林异构体的稳态药代动⼒学，也不会改变华
法林与华法林合⽤时对凝⾎酶原时间的影响。

阿替洛尔：8 名健康年轻男性志愿者单次给药 100 mg 阿替洛尔和单剂量 2.5 mg 盐
酸阿夫唑嗪速释⽚剂使盐酸阿夫唑嗪 Cmax 和 AUC 值分别增加 28% 和 21%。阿夫
唑嗪盐酸盐使阿替洛尔 Cmax 和 AUC 值分别增加 26% 和 14%。在这项研究中，阿
夫唑嗪盐酸盐与阿替洛尔联合使⽤可显着降低平均⾎压和平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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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氯噻嗪：单次给药 25 mg 氢氯噻嗪不会改变盐酸阿夫唑嗪的药代动⼒学参数。在
研究中的 8 名患者中，没有证据表明阿夫唑嗪盐酸盐和氢氯噻嗪之间存在药效学相
互作⽤。

钙通道拮抗剂：在⼀项群体药代动⼒学分析中，当与 CYP3A4 抑制剂维拉帕⽶
（37%，n=6）和地尔硫卓（44%，n=5）共同给药时，注意到度他雄胺的清除率
降低。相反，当氨氯地平（另⼀种⾮ CYP3A4 抑制剂的钙通道拮抗剂）与度他雄胺
联合给药时，清除率没有下降（+7%，n=4）。

在维拉帕⽶和地尔硫卓存在的情况下，清除率的降低和随后的度他雄胺暴露量增加
不被认为具有临床意义。不建议调整剂量。

消胆胺：给予单次 5 mg 剂量的度他雄胺，1 ⼩时后给予 12 g 消胆胺不影响度他雄
胺的相对⽣物利⽤度。

其他伴随疗法：当度他雄胺与抗⾼脂⾎症药物、⾎管紧张素转换酶 (ACE) 抑制剂、
β-肾上腺素能阻滞剂、钙通道阻滞剂、⽪质类固醇、利尿剂、⾮甾体抗炎药 
(NSAIDs)、PDE-5 抑制剂和喹诺酮类抗⽣素。

患者信息

当开始服⽤阿夫唑嗪时，应告知患者可能出现与体位性低⾎压相关的症状，例如头
晕，阿夫唑嗪是阿福⾟D平板电脑，在此期间应注意驾驶、操作机器或执⾏危险任
务。这对于低⾎压或正在服⽤抗⾼⾎压药物或硝酸盐的⼈很重要。

应指导患者告诉他们的眼科医⽣他们使⽤ 阿福⾟D即使患者不再服⽤盐酸阿夫唑
嗪，⽩内障⼿术或其他涉及眼睛的⼿术前服⽤⽚剂。

应告知患者使⽤阿夫唑嗪治疗导致阴茎异常勃起的可能性，阿夫唑嗪是阿夫唑嗪的
成分之⼀阿福⾟D ⽚剂和药物在同⼀类。虽然这种反应极为罕⻅，但如果不⽴即就
医，可能会导致永久性勃起功能障碍（阳痿）。

医⽣应告知患者，度他雄胺在治疗后 3-6 个⽉内可降低⾎清 PSA ⽔平约 50%，尽
管可能因⼈⽽异。对于接受 PSA 筛查的患者，使⽤度他雄胺治疗期间 PSA ⽔平升
⾼可能表明存在前列腺癌，应进⾏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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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应告知患者，在研究使⽤ 5 种 α-还原酶抑制剂（适⽤于 BPH 治疗）（包括度
他雄胺）治疗的男性中，与接受安慰剂治疗的患者相⽐，⾼级别前列腺癌的发病率
有所增加。降低前列腺癌⻛险的药物。

医⽣应告知患者阿福⾟D含有度他雄胺的⽚剂，因为它是其中的⼀种成分，因此不
应由怀孕或可能怀孕的⼥性处理，因为度他雄胺可能会被吸收，从⽽对发育中的男
性胎⼉造成潜在⻛险。度他雄胺通过⽪肤吸收，可能导致胎⼉意外接触。如果孕妇
或有⽣育能⼒的妇⼥接触到破碎的阿福⾟D⽚剂，接触区域应⽴即⽤肥皂和⽔清
洗。

医⽣应告知接受过治疗的男性阿福⾟D含有度他雄胺的⽚剂是其中⼀种成分，在最
后⼀次服药后⾄少6个⽉内不应献⾎，以防⽌孕妇通过输⾎接受度他雄胺。治疗结
束后 4-6 个⽉可检测到度他雄胺的⾎清⽔平。

肾功能不全

严重肾功能不全（肌酐清除率<30 mL/min）患者使⽤盐酸阿夫唑嗪时应谨慎。在
轻度、中度和重度肾功能不全患者的药代动⼒学研究中，全⾝暴露量增加了约 
50%。在 3 期研究中，轻度 (n=172) 或中度 (n=56) 肾功能不全患者的安全性与这
些研究中肾功能正常的患者相似。只有少数肌酐清除率低于 30 mL/min 的患者 
(n=6) 可获得安全性数据。

尚未研究肾功能损害对度他雄胺药代动⼒学的影响。然⽽，在⼈尿中回收的稳态剂
量为 0.5 mg 的度他雄胺不到 0.1%，因此预计肾功能不全患者不会调整剂量。

肝功能损害

中度或重度肝功能损害患者禁⽤阿夫唑嗪盐酸盐。尽管尚未在轻度肝功能不全患者
中研究盐酸阿夫唑嗪的药代动⼒学，但对此类患者使⽤盐酸阿夫唑嗪时应谨慎。

尚未研究肝功能损害对度他雄胺药代动⼒学的影响。因为度他雄胺被⼴泛代谢，肝
受损患者的暴露量可能更⾼。然⽽，在⼀项临床研究中，60 名受试者每天接受 5 毫
克（治疗剂量的 10 倍），持续 24 周，与在 0.5 毫克治疗剂量下观察到的相⽐，没
有观察到额外的不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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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

怀孕类别 X
阿福⾟D⽚剂禁⽤于有⽣育能⼒的妇⼥和怀孕期间。度他雄胺是⼀种 5 α-还原酶抑
制剂，可防⽌睾酮转化为 DHT，DHT 是男性⽣殖器正常发育所必需的激素。在动
物⽣殖和发育毒性研究中，度他雄胺抑制男性胎⼉外⽣殖器的正常发育。因此，度
他雄胺在给予孕妇时可能会导致胎⼉伤害。如果在怀孕期间使⽤度他雄胺或如果患
者在服⽤度他雄胺期间怀孕，应告知患者对胎⼉的潜在危害。

男性胎⼉⽣殖器的异常是 5 α-还原酶抑制剂抑制睾酮转化为 DHT 的预期⽣理结
果。这些结果与遗传性 5 α-还原酶缺乏的男婴的观察结果相似。度他雄胺通过⽪肤
吸收。为避免潜在的胎⼉接触，怀孕或可能怀孕的妇⼥不应使⽤度他雄胺。如果接
触断开阿福⾟D⽚剂，接触区域应⽴即⽤肥皂和⽔清洗。度他雄胺分泌到男性精液
中。在接受治疗的男性中，度他雄胺的最⾼测量精液浓度为 14 ng/mL。假设⼀名 
50 kg 的⼥性接触 5 mL 精液并 100% 吸收，则该⼥性的度他雄胺浓度约为 0.175 
ng/mL。该浓度⽐动物研究中产⽣雄性⽣殖器异常的浓度低 100 倍以上。度他雄胺
在⼈类精液中与蛋⽩质⾼度结合（>96%），这可能会减少可⽤于阴道吸收的度他
雄胺的量。

哺乳期

阿福⾟D⽚剂不适⽤于哺乳⺟亲。不知道度他雄胺是否在⼈乳中排泄。

⼉科使⽤

阿福⾟D⽚剂不适⽤于⼉科⼈群。

⼀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有效性和安全性试验在 172 名 2 ⾄ 16 岁逼尿肌渗
漏点压⼒升⾼的患者中进⾏（LPP ≥40 cm H2O) 的神经系统来源，使⽤⼉科制剂
⽤盐酸阿夫唑嗪治疗。该试验包括 12 周的 ecacy 阶段和 40 周的安全延⻓期。在阿
夫唑嗪组和安慰剂组之间，未观察到逼尿肌渗漏点压⼒ <40 cm H20 的患者⽐例有
统计学显着差异。

在安慰剂对照试验期间，报告的不良反应
# 8805；2% 接受阿夫唑嗪治疗且发病率⾼于安慰剂组的患者是：发热、头痛、呼
吸道感染、咳嗽、鼻出⾎和腹泻。整体报告的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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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开放标签延⻓在内的 12 个⽉试验期在类型和频率上与 12 周期间观察到的反应
相似。未在 2 岁以下的患者中研究盐酸阿夫唑嗪。度他雄胺在⼉科⼈群中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尚未确定。

⽼年⼈使⽤

在盐酸阿夫唑嗪临床研究的受试者总数中，48% 为 65 岁及以上，⽽ 11% 为 75 岁
及以上。在这些受试者和年轻受试者之间没有观察到安全性或有效性的总体差异，
但不能排除⼀些⽼年⼈的更⼤敏感性。

在三项临床试验中接受度他雄胺治疗的 2,167 名男性受试者中，60% 年龄在 65 岁
及以上，15% 年龄在 75 岁及以上。在这些受试者和较年轻受试者之间未观察到安
全性或有效性的总体差异。其他报告的临床经验没有发现⽼年⼈和年轻患者之间的
反应差异，但不能排除⼀些⽼年⼈的敏感性更⾼。

不良影响

盐酸阿夫唑嗪

临床试验经验
因为临床试验是在⼴泛不同的条件下进⾏的，所以在⼀种药物的临床试验中观察到
的不良反应率不能直接与另⼀种药物的临床试验中的发⽣率进⾏⽐较，并且可能⽆
法反映在临床实践中观察到的发⽣率。

治疗中出现的不良事件的发⽣率已从涉及 1,608 名男性的三项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
中确定，其中评估了每⽇剂量 10 和 15 毫克盐酸阿夫唑嗪。在这 3 项试验中，473 
名男性接受了 10 mg 盐酸阿夫唑嗪缓释⽚。在这些试验中，服⽤阿夫唑嗪 10 mg 
缓释⽚的患者中有 4% 的患者因不良反应退出试验，⽽安慰剂组为 3%。

表 2 总结了发⽣在≥2% 的患者接受阿夫唑嗪，并且发⽣率⾼于安慰剂组。⼀般来
说，⻓期使⽤中出现的不良反应在类型和频率上与下⾯描述的 3 个⽉试验中的事件
相似。

表 2：发⽣的不良反应≥2%的阿夫唑嗪盐酸盐处理

患者，并且在 3 个⽉内⽐安慰剂更频繁，安慰剂对照

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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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应 安慰剂
(n=678)

阿夫唑嗪
盐酸盐
(n=473)

头晕 19
(2.8%)

27 (5.7%)

上呼吸道感染 4 (0.6%) 14 (3.0%)

头痛 12
(1.8%)

14 (3.0%)

疲劳 12
(1.8%)

13 (2.7%)

接受阿夫唑嗪盐酸盐治疗的 1% ⾄ 2% 的患者报告的其他不良反应发⽣率⾼于安慰
剂，按⾝体系统字⺟顺序和⾝体系统内频率递减顺序列出：

⾝体整体：痛
胃肠系统：腹痛、消化不良、便秘、恶⼼ ⽣殖系统：阳痿

呼吸系统：⽀⽓管炎、鼻窦炎、咽炎

临床研究中恢复的体征和症状：表 3 总结了盐酸阿夫唑嗪 10 mg 的双盲 3 期试验中
发⽣的与直⽴性相关的不良事件。这些研究中⼤约 20-30% 的患者正在服⽤抗⾼⾎
压药物。

表 3：出现可能与直⽴相关症状的患者数量 (%)

为期 3 个⽉的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

症状 安慰剂
(n=678)

阿夫唑嗪
盐酸盐
(n=473)

头晕 19
(2.8%)

27 (5.7%)

低⾎压或体位性低⾎压 0 2 (0.4%)

昏厥 0 1 (0.2%)

在三项对照研究中进⾏了⾎压变化或体位性低⾎压测试。收缩压降低 (≤90 毫⽶汞
柱，下降≥674 名安慰剂患者和 469 名盐酸阿夫唑嗪患者中的 1 名（0.2%）未观察
到基线值 20 mmHg）。舒张压降低（≤50 毫⽶汞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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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减少≥在 3 名（0.4%）安慰剂患者和 4 名（0.9%）盐酸阿夫唑嗪患者中观察
到 15 mmHg（从基线）。直⽴试验阳性（收缩压降低≥在 52 名（7.7%）安慰剂
患者和 31 名（6.6%）盐酸阿夫唑嗪患者中观察到从仰卧位站⽴时 20 mmHg）。

度他雄胺

临床试验经验
由于临床试验是在⼴泛不同的条件下进⾏的，在⼀种药物的临床试验中观察到的不
良反应率不能直接与另⼀种药物的临床试验中的发⽣率进⾏⽐较，并且可能⽆法反
映在实践中观察到的发⽣率。

接受度他雄胺的受试者报告的最常⻅不良反应是阳痿、性欲下降、乳房疾病（包括
乳房增⼤和压痛）和射精障碍。

在使⽤度他雄胺的安慰剂对照试验中，4% 的接受度他雄胺的受试者和 3% 的接受
安慰剂的受试者因不良反应⽽退出研究。导致研究退出的最常⻅不良反应是阳痿
（1%）。

单⼀疗法
在三个相同的 2 年、安慰剂对照、双盲、3 期治疗试验中，超过 4,300 名患有 BPH 
的男性受试者被随机分配接受安慰剂或每天 0.5 mg 剂量的度他雄胺，每个试验随
后进⾏ 2 年的开放标签延期。在双盲治疗期间，2,167 名男性受试者暴露于度他雄
胺，其中 1,772 ⼈暴露 1 年，1,510 ⼈暴露 2 年。当包括开放标签扩展时，1,009 
名男性受试者暴露于度他雄胺 3 年，812 ⼈暴露 4 年。⼈⼝年龄为 47 ⾄ 94 岁（平
均年龄：66 岁），超过 90% 为⾼加索⼈。表 4 总结了在⾄少 1% 的接受度他雄胺
的受试者中报告的临床不良反应，并且发⽣率⾼于接受安慰剂的受试者。

表 4：#8805 中报告的不良反应；1% 的受试者在 24 个⽉内

接受度他雄胺组的周期和频率⾼于安慰剂组

按时间分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汇总）

发作

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发⽣时间

⼏个⽉
0-6

⼏个⽉
7-12

⼏个⽉
13-18

⼏个⽉
19-24

度他雄胺 (n)
安慰剂 (n)

(n=2,167)
(n=2,158)

(n=1,901)
(n=1,922)

(n=1,725)
(n=1,714)

(n=1,605)
(n=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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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痿
度他雄胺
安慰剂

4.7%
1.7%

1.4%
1.5%

1.0%
0.5%

0.8%
0.9%

性欲下降
度他雄胺
安慰剂

3.0%
1.4%

0.7%
0.6%

0.3%
0.2%

0.3%
0.1%

射精 1.4%
0.5%

0.5%
0.3%

0.5%
0.1%

0.1%
0.0%⼀种疾病

度他雄胺
安慰剂

乳房疾病b
度他雄胺
安慰剂

0.5%
0.2%

0.8%
0.3%

1.1%
0.3%

0.6%
0.1%

a 这些性不良反应与度他雄胺治疗（包括单药治疗和与坦洛新联合⽤药）有关。这
些不良反应可能在治疗停⽌后持续存在。度他雄胺在这种持久性中的作⽤尚不清
楚。

b 包括乳房压痛和乳房增⼤。

⻓期治疗（⻓达 4 年）
⾼级别前列腺癌：REDUCE 试验是⼀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招募了 
8,231 名年龄在 50 ⾄ 75 岁之间、⾎清 PSA 为 2.5 ng/mL ⾄ 10 ng/mL 且过去 6 个
⽉内前列腺活检阴性的男性。受试者被随机分配接受安慰剂（N=4,126）或每天 
0.5 mg 剂量的度他雄胺（N=4,105）⻓达 4 年。平均年龄为 63 岁，91% 为⾼加索
⼈。受试者在治疗 2 年和 4 年时接受了⽅案规定的预定前列腺活检，或者如果有临
床指征，则在⾮预定时间进⾏“有原因的活检”。与服⽤安慰剂的男性 (0.5%) 相
⽐，接受度他雄胺 (1.0%) 的 Gleason 评分为 8-10 的前列腺癌发病率更⾼。在⼀项
为期 7 年的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中，使⽤另⼀种 5 α 还原酶抑制剂（nasteride 5 
mg），对于 Gleason 评分 8-10 的前列腺癌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结果（nasteride 为 
1.8%，安慰剂为 1.1%）。在接受度他雄胺治疗的前列腺癌患者中未显⽰出临床益
处。

⽣殖和乳腺疾病
在三项使⽤度他雄胺的关键安慰剂对照 BPH 试验中，每项试验为期 4 年，没有证
据表明随着治疗时间的延⻓，性不良反应（阳痿、性欲下降和射精障碍）或乳腺疾
病增加。在这三项试验中，度他雄胺组有 1 例乳腺癌，安慰剂组有 1 例。在 4 年 
CombAT 试验或 4 年 REDUCE 试验中，任何治疗组均未报告乳腺癌病例。⽬前尚
不清楚⻓期使⽤度他雄胺与男性乳腺肿瘤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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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α-受体阻滞剂治疗相结合
在⼀项为期 4 年的双盲试验中，超过 4,800 名患有 BPH 的男性受试者被随机分配
接受 0.5-mg 度他雄胺、0.4-mg 坦洛新或联合治疗（0.5-mg 度他雄胺加 0.4-mg 坦
洛新）每⽇⼀次。总体⽽⾔，1,623 名受试者接受了度他雄胺单药治疗；1,611 名
受试者接受了坦洛新单药治疗；1,610 名受试者接受了联合治疗。⼈⼝年龄为 49 ⾄ 
88 岁（平均年龄：66 岁），88% 为⾼加索⼈。

接受联合治疗（度他雄胺加坦洛新）的受试者报告的最常⻅不良反应是阳痿、性欲
下降、乳房疾病（包括乳房增⼤和压痛）、射精障碍和头晕。与接受度他雄胺 
(2%) 或坦洛新 (4%) 单药治疗的受试者相⽐，接受联合治疗的受试者 (11%) 射精障
碍发⽣率显着增加。

6% 的接受联合治疗（度他雄胺加坦洛新）的受试者和 4% 的接受度他雄胺或坦洛
新单药治疗的受试者因不良反应退出试验。在所有治疗组中导致试验退出的最常⻅
不良反应是勃起功能障碍（1% ⾄ 1.5%）。

⼼⼒衰竭：在⼀项与度他雄胺和 α-

阻滞剂，治疗 4 年后，复合术语⼼脏的发⽣率

联合治疗组的失败率（12/1,610；0.7%）⾼于任何⼀个

单药治疗组：度他雄胺，2/1,623 (0.1%) 和坦洛新，9/1,611 (0.6%)。

复合⼼⼒衰竭也在⼀个单独的 4 年安慰剂对照中进⾏了检查

评估度他雄胺在有患前列腺癌⻛险的男性中的试验。这

服⽤度他雄胺的受试者的⼼⼒衰竭发⽣率为 0.6% (26/4,105)

安慰剂组为 0.4% (15/4,126)。⼤多数科⽬有

两项试验中的⼼⼒衰竭都存在与⼼⾎管疾病⻛险增加相关的合并症

⼼⼒衰竭。因此，数值失衡的临床意义

⼼⼒衰竭未知。度他雄胺单独使⽤或联合使⽤没有因果关系

已确定与坦索罗⾟和⼼⼒衰竭联合使⽤。没有不平衡

在任⼀试验中观察到总体⼼⾎管不良事件的发⽣率。

售后经验

盐酸阿夫唑嗪
盐酸阿夫唑嗪获批后使⽤过程中发现以下不良反应。由于这些反应是由数量不确定
的⼈群⾃愿报告的，因此并不总是能够可靠地估计它们的频率或建⽴与药物暴露的
因果关系。

⼀般疾病：浮肿。
⼼脏疾病：⼼动过速，胸痛，⼼绞痛患者预先存在冠状动脉疾病，⼼房颤动。

胃肠道疾病：腹泻。
肝胆疾病：肝细胞和胆汁淤积性肝损伤（包括⻩疸导致停药的病例）。

呼吸系统疾病：鼻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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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系统疾病：阴茎异常勃起。
⽪肤和⽪下组织疾病：⽪疹、瘙痒、荨⿇疹、⾎管性⽔肿。

⾎管疾病：冲洗。
⾎液和淋巴系统疾病：⾎⼩板减少症

度他雄胺
在批准后使⽤度他雄胺期间发现了以下不良反应。由于这些反应是由数量不确定的
⼈群⾃愿报告的，因此并不总是能够可靠地估计它们的频率或建⽴与药物暴露的因
果关系。由于这些反应的严重性、报告频率或与度他雄胺的潜在因果关系，这些反
应被选中。

免疫系统疾病：过敏反应，包括⽪疹、瘙痒、

荨⿇疹、局部⽔肿、严重⽪肤反应和⾎管性⽔肿。

肿瘤：男性乳腺癌。

精神疾病：情绪低落。

⽣殖系统和乳腺疾病：睾丸疼痛和睾丸肿胀。

过量

过量服⽤阿福⾟D由于盐酸阿夫唑嗪的成分，⽚剂可能会导致低⾎压。在低⾎压的
情况下，⼼⾎管系统的⽀持是最重要的。⾎压的恢复和⼼率的正常化可以通过使患
者保持仰卧位来实现。如果该措施不充分，则应考虑静脉输液。如有必要，应使⽤
⾎管加压药，并根据需要监测和⽀持肾功能。阿夫唑嗪盐酸盐的蛋⽩质结合率为 
82-90%；因此，透析可能没有好处。

在志愿者研究中，单次剂量达 40 毫克（治疗剂量的 80 倍）达他雄胺 7 天，没有明
显的安全问题。在⼀项临床研究中，60 名受试者每天服⽤ 5 毫克（治疗剂量的 10 
倍），持续 6 个⽉，治疗剂量为 0.5 毫克时没有出现额外的副作⽤。

度他雄胺没有特效解毒剂。因此，在怀疑药物过量的情况下，考虑到度他雄胺的半
衰期⻓，应酌情给予对症和⽀持治疗。

储存和处理说明

存放于阴凉⼲燥处，避光。

包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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