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苯佐®
（奥美沙坦酯、氨氯地平、氢氯噻嗪）

情况说明书

- 三苯佐®(奥美沙坦酯、氨氯地平、氢氯噻嗪）是⽤于治疗⾼⾎压的三合⼀组合产品。三苯佐不适⽤于初
始治疗。

- 美国⻝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了三苯佐2010 年 7 ⽉。三苯佐由第⼀三共株式会社销售。

⾼⾎压控制的重要性
- 降低⾎压可降低致命和⾮致命⼼⾎管事件的⻛险，主要是中⻛和⼼肌梗塞（⼼脏病发作）。这些益处已在

各种药理学类别的抗⾼⾎压药物的对照试验中看到，包括 三苯佐主要属于。没有对照试验证明使⽤ 三苯佐.

- 控制⾼⾎压应成为综合⼼⾎管⻛险管理的⼀部分，包括适当的⾎脂控制、糖尿病管理、抗⾎栓治疗、戒
烟、锻炼和限制钠摄⼊量。许多患者需要不⽌⼀种药物才能达到⾎压⽬标。

作⽤机制
- 三苯佐结合了三种⼴泛使⽤的抗⾼⾎压药物，每种药物的作⽤⽅式不同，以降低⾎压。

- 三苯佐结合奥美沙坦酯的互补作⽤（阻断⾎管紧张素 II 与 AT1受体）、氨氯地平（抑制钙进⼊⾎管壁）和氢
氯噻嗪（⼀种减少⾎液中⽔量的利尿剂）。这三种药物⼀起可以使⾎管放松并帮助减少⾎液中的体积，从⽽
使⾎液更容易流动。

临床数据
- 经过⼋周的治疗，三苯佐与三种双重组合疗法中的每⼀种相⽐，40/10/25 mg 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在统计

学上显着降低。1

- 根据三苯佐关键的注册试验，包括总共 2,492 名⾼⾎压患者（平均基线⾎压 168.5/100.9 mm Hg），
切换到三苯佐 40/10/25 mg 来⾃以下三种双重联合疗法中的每⼀种：(i) 氨氯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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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氯噻嗪 10/25 mg、(ii) 奥美沙坦/氢氯噻嗪 40/25 mg 和 (iii) 奥美沙坦/氨氯地平 40/10 mg，在治疗 8 周
后，收缩压/舒张压平均降低 8.1/分别为 5.4 mm Hg、7.6/5.4 mm Hg 和 8.4/4.5 mm Hg（均具有⾼度统
计学意义）。由于这是⼀项主动对照试验，这些治疗效果包括未知⼤⼩的安慰剂效应。

- 最常报告的不良反应是头晕。5.8% ⾄ 8.9% 的受试者从双重治疗转为三苯佐, 与 1.4% 到 3.6% 的受试者继
续接受双重治疗相⽐。其他最常⻅的不良反应发⽣在⼤于或等于⼆ (2)% 接受治疗的患者中三苯佐外周⽔
肿（7.7%）、头痛（6.4%）、疲劳（4.2%）、鼻咽炎（3.5%）、肌⾁痉挛（3.1%）、恶⼼（3.0%）、
上呼吸道感染（2.8%）、腹泻（ 2.6%）、尿路感染（2.4%）和关节肿胀（2.1%）。

剂量强度
- ⽬前有五种批准的剂量三苯佐，其中包含以下剂量强度的奥美沙坦酯/氨氯地平/氢氯噻嗪组合。

○
○
○
○
○

20 / 5 /12.5 毫克
40 / 5/ 12.5 毫克
40/ 5/ 25 毫克
40/ 10/ 12.5 毫克
40/ 10/ 25 毫克

###

TRIBENZOR 的重要安全信息®

警告：胎⼉毒性
- 当检测到怀孕时，尽快停⽤ TRIBENZOR
- 直接作⽤于肾素-⾎管紧张素系统的药物可能对发育中的胎⼉造成伤害和死亡。⻅警告和注意事项：胎

⼉毒性

禁忌症
不要将阿利吉仑与 TRIBENZOR ⽤于糖尿病患者。
TRIBENZOR 禁⽤于⽆尿或对其他磺胺类药物过敏的患者。

警告和注意事项

胎⼉毒性：TRIBENZOR 是怀孕类别 D.

容量或盐耗尽患者的低⾎压：在肾素-⾎管紧张素系统激活的患者中，例如容量和/或盐耗竭的患者（例如，
正在接受⾼剂量利尿剂治疗的患者），在开始使⽤ TRIBENZOR 治疗后可能会出现症状性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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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功能受损：在使⽤ TRIBENZOR 时监测肾功能不全患者的肾功能恶化。

对于肾功能可能依赖于肾素-⾎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活性的患者（例如，严重充⾎性⼼⼒衰竭患者），⾎管紧张
素转换酶 (ACE) 抑制剂和⾎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治疗与少尿和/或进⾏性氮质⾎症，很少伴有急性肾功能衰竭
和/或死亡。在⽤ TRIBENZOR 治疗的患者中可能会出现类似的结果。

在单侧或双侧肾动脉狭窄患者的 ACE 抑制剂研究中，已报道⾎清肌酐或⾎尿素氮 (BUN) 升⾼，使⽤ 
TRIBENZOR 可能会出现类似结果。

在肾功能严重受损（肌酐清除率≤30 mL/min）的患者中避免使⽤ TRIBENZOR。如果进⾏性肾功能损害变
得明显，考虑停⽌或停⽤ TRIBENZOR。

浇⼝样肠病：据报道，在开始服⽤奥美沙坦数⽉⾄数年的患者中，会出现严重的慢性腹泻并伴有⼤量体重减
轻。患者的肠活检常显⽰绒⽑萎缩。如果患者在使⽤奥美沙坦治疗期间出现这些症状，请排除其他病因。在
没有确定其他病因的情况下考虑终⽌ TRIBENZOR。

肝功能损害：不建议在肝受损患者中使⽤ TRIBENZOR 进⾏初始治疗。在有严重肝功能不全的患者中，避免使⽤ 
TRIBENZOR。在肝功能受损或进⾏性肝病的患者中应谨慎使⽤噻嗪类药物（TRIBENZOR 中的⼀种成分），因为
体液和电解质平衡的轻微改变可能会导致肝昏迷。

电解质和代谢失衡：由于 TRIBENZOR 中的氢氯噻嗪 (HCTZ) 成分，观察患者代谢、体液或电解质失
衡的临床体征。

超敏反应：对 HCTZ（TRIBENZOR 中的⼀种成分）的超敏反应可能发⽣在有或没有过敏史或⽀⽓管哮喘病
史的患者⾝上。

系统性红斑狼疮：据报道，噻嗪类药物（TRIBENZOR 中的⼀种成分）会导致系统性红斑狼疮恶化或激
活。

急性近视和继发性闭⻆型⻘光眼：噻嗪类药物可引起特异反应，导致急性短暂性近视和急性闭⻆型⻘光眼。
在这些患者中尽快停⽤ HCTZ（TRIBENZOR 中的⼀种成分）。

⾎管扩张：尽管氨氯地平（TRIBENZOR 中的⼀种成分）引起的⾎管舒张是逐渐开始的，但⼝服给药后很少报告
急性低⾎压。患有严重主动脉瓣狭窄的患者可能处于特别的⻛险中。

⼼绞痛和/或⼼肌梗塞加重：服⽤ TRIBENZOR 的患者，尤其是患有严重阻塞性冠状动脉疾病的患者，可能会
出现增加的频率、持续时间或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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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钙通道阻滞剂治疗或增加剂量时出现⼼绞痛或急性⼼肌梗死。

实验室测试：实验室异常可能包括⾎肌酐⽔平升⾼和⾼钾⾎症（奥美沙坦酯）、肝酶升⾼（氨氯地平）以及
胆固醇和⽢油三酯⽔平升⾼（HCTZ）。

药物相互作⽤

⾮甾体抗炎药：同时使⽤⾮甾体抗炎药（NSAIDs）可能导致肾功能损害（包括可能的急性肾功能衰竭）⻛险增加
和 TRIBENZOR 的抗⾼⾎压作⽤丧失。

肾素-⾎管紧张素系统 (RAS) 的双重阻断：与单药治疗相⽐，⾎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ACE 抑制剂或阿利吉仑
双重阻断 RAS 与低⾎压、⾼钾⾎症和肾功能改变（包括急性肾功能衰竭）的⻛险增加有关。与单药治疗相
⽐，⼤多数接受两种 RAS 抑制剂联合治疗的患者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益处。⼀般来说，避免联合使⽤ RAS 抑
制剂。密切监测使⽤ TRIBENZOR 和其他影响 RAS 药物的患者的⾎压、肾功能和电解质。

避免在肾功能不全（GFR <60 mL/min）患者中使⽤阿利吉仑和 TRIBENZOR。

与盐酸考来维仑同时使⽤：盐酸考来维仑与 TRIBENZOR 同时给药可降低奥美沙坦的全⾝暴露量和⾎浆峰浓
度。考虑在盐酸考来维仑给药前⾄少 4 ⼩时服⽤奥美沙坦。

氨氯地平对⾟伐他汀的影响：由于⾟伐他汀的暴露增加，当与氨氯地平（TRIBENZOR 中的⼀种成分）共同给药
时，⾟伐他汀的每⽇剂量不要超过 20 mg。

锂：据报道，同时使⽤奥美沙坦或噻嗪类利尿剂会增加⾎清锂浓度和锂毒性。监测接受 TRIBENZOR 
和锂的患者的锂⽔平。

不良反应

最常报告的不良反应是头晕（5.8% ⾄ 8.9%）。在接受 TRIBENZOR 治疗的 ≥2% 的患者中发⽣的其他最常⻅的
不良反应是外周⽔肿 (7.7%)、头痛 (6.4%)、疲劳 (4.2%)、鼻咽炎 (3.5%)、肌⾁痉挛 (3.1%)、恶⼼（3.0%）、
上呼吸道感染（2.8%）、腹泻（2.6%）、尿路感染（2.4%）、关节肿胀（2.1%）。

在特定患者⼈群中使⽤

哺乳⺟亲：哺乳时避免使⽤；停⽌护理或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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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处⽅信息三苯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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