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扩展®5 mg/80 mg 薄膜⾐⽚ Exforge®5 
mg/160 mg 薄膜⾐⽚ Exforge®10 mg/

160 mg 薄膜⾐⽚
氨氯地平/缬沙坦

在您开始服⽤该药之前，请仔细阅读所有本传单，因为其中包含对您来说很重要的信息。

- 保留此传单。你可能需要把它重读⼀遍。
- 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 此药只为您开具。请勿将其传递给他⼈。它可能会伤害他们，即使他们的疾病迹象与您的相同。

如果您有任何副作⽤，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这包括本传单中未列出的任何可能的
副作⽤。⻅第 4 节。

-

本传单中的内容

1. Exforge 是什么以及它的⽤途
2. 使⽤ Exforge 之前需要了解的内容
3. 如何使⽤ Exforge
4. 可能的副作⽤
5. 如何存储 Exforge
6. 包装内容及其他信息

1. Exforge 是什么以及它的⽤途

Exforge ⽚剂含有两种物质，称为氨氯地平和缬沙坦。这两种物质都有助于控制⾼⾎压。

- 氨氯地平属于⼀组称为“钙通道阻滞剂”的物质。氨氯地平阻⽌钙进⼊⾎管壁，从⽽阻⽌
⾎管收紧。

缬沙坦属于⼀组称为“⾎管紧张素-II受体拮抗剂”的物质。⾎管紧张素II由⾝体产⽣，使⾎
管收紧，从⽽增加⾎压。缬沙坦通过阻断⾎管紧张素 II 的作⽤起作⽤。

这意味着这两种物质都有助于阻⽌⾎管收紧。结果，⾎管放松，⾎压降低。

-

Exforge ⽤于治疗单独使⽤氨氯地平或缬沙坦⽆法充分控制⾎压的成⼈⾼⾎压。

2. 使⽤ Exforge 之前需要了解的内容

不要使⽤ Exforge
- 如果您对氨氯地平或任何其他钙通道阻滞剂过敏。这可能涉及⽪肤瘙痒、发红或呼吸困

难。
如果您对缬沙坦或该药的任何其他成分过敏（在第 6 节中列出）。如果您认为⾃⼰可能过
敏，请在服⽤ Exforge 之前咨询您的医⽣。如果您有严重的肝脏问题或胆汁问题，例如胆
汁性肝硬化或胆  汁淤积。如果您怀孕超过 3 个⽉。（在怀孕初期最好避免使⽤ Exforge，
请参阅怀孕部分）。

如果您患有严重的低⾎压（低⾎压）。

-

-
-

-

TITLE - AMLODIPINE + VALSARTAN / EXFORGE MEDICATION PATIENT INFORMATION IN CHINESE

Source : Medicines Org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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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有主动脉瓣狭窄（主动脉瓣狭窄）或⼼源性休克（您的⼼脏⽆法为⾝体提供⾜够
⾎液的情况）。
如果您在⼼脏病发作后出现⼼⼒衰竭。
如果您患有糖尿病或肾功能受损，并且您正在接受含有阿利吉仑的降⾎压药物治疗。

如果上述任何⼀项适⽤于您，请不要服⽤ Exforge 并咨询您的医⽣.

-
-

警告和注意事项
在服⽤ Exforge 之前咨询您的医⽣：
-
-
-

如果您⽣病了（呕吐或腹泻）。如果您有肝
脏或肾脏问题。
如果您进⾏过肾移植，或者您被告知肾动脉狭窄。

如果您患有⼀种影响肾腺的疾病，称为“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如果您患有⼼⼒衰竭或⼼
脏病发作。仔细按照医⽣的指⽰开始剂量。您的医⽣也可能会检查您的肾功能。如果您的医
⽣告诉您⼼脏瓣膜变窄（称为“主动脉或⼆尖瓣狭窄”）或⼼肌厚度异常增加（称为“阻塞
性肥厚性⼼肌病”）。

如果您在服⽤其他药物（包括⾎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时出现肿胀，尤其是⾯部和喉
咙肿胀。如果您出现这些症状，请停⽌服⽤ Exforge 并⽴即联系您的医⽣。你永远不应
该再使⽤ Exforge。

如果您正在服⽤以下任何⼀种⽤于治疗⾼⾎压的药物：
-

-
-

-

-

-
ACE 抑制剂（例如依那普利、赖诺普利、雷⽶普利），特别是如果您有糖尿病相关
的肾脏问题。
阿利吉仑。-

您的医⽣可能会定期检查您的肾功能、⾎压和⾎液中电解质（例如钾）的含量。

另请参阅“请勿使⽤ Exforge”标题下的信息。

如果其中任何⼀项适⽤于您，请在服⽤ Exforge 之前告诉您的医⽣。

⼉童和⻘少年
不建议在⼉童和⻘少年（18 岁以下）中使⽤ Exforge。

其他药品和 Exforge
如果您正在服⽤、最近服⽤或可能服⽤任何其他药物，请告诉您的医⽣或药剂师。您的医⽣可能
需要更改您的剂量和/或采取其他预防措施。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不得不停⽌服⽤其中⼀种药
物。这尤其适⽤于下列药物：

- ACE 抑制剂或阿利吉仑（另请参阅“不要服⽤ Exforge”和“警告和注意事项”标题下的信
息）；
利尿剂（⼀种也称为“⽔⽚”的药物，可增加您产⽣的尿液量）；

锂（⼀种⽤于治疗某些类型抑郁症的药物）；
保钾利尿剂、钾补充剂、含钾盐替代品和其他可能增加钾⽔平的物质；

某些类型的⽌痛药称为⾮甾体抗炎药 (NSAID) 或选择性环氧合酶 2 抑制剂 (COX-2 抑制
剂)。您的医⽣也可能会检查您的肾功能；

抗惊厥药（如卡⻢西平、苯巴⽐妥、苯妥英钠、磷苯妥英钠、扑⽶酮）；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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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圣约翰草；
硝酸⽢油和其他硝酸盐，或其他称为“⾎管扩张剂”的物质；⽤于艾滋
病毒/艾滋病的药物（如利托那⻙、茚地那⻙、奈⾮那⻙）；⽤于治疗
真菌感染的药物（如酮康唑、伊曲康唑）；
⽤于治疗细菌感染的药物（如利福平、红霉素、克拉霉素、他利霉素）；

维拉帕⽶，地尔硫卓（⼼脏药物）；
⾟伐他汀（⼀种⽤于控制⾼胆固醇⽔平的药物）；丹曲林（严重
体温异常的输注）；⽤于防⽌移植排斥的药物（环孢素）。

-
-
-
-

⽤⻝物和饮料交换
服⽤ Exforge 的⼈不应⻝⽤葡萄柚和葡萄柚汁。这是因为葡萄柚和葡萄柚汁会导致活性物质氨氯地
平的⾎液⽔平升⾼，从⽽导致 Exforge 的降⾎压作⽤不可预知地增加。

怀孕和哺乳 怀孕

如果您认为⾃⼰是（或可能成为 ) 怀孕。您的医⽣通常会建议您在怀孕之前或⼀旦您知道⾃⼰怀孕
就停⽌服⽤ Exforge，并建议您服⽤另⼀种药物⽽不是 Exforge。Exforge 不建议在怀孕早期（前 3 
个⽉）使⽤，怀孕 3 个⽉以上时不得服⽤，因为如果在怀孕 3 个⽉后使⽤，可能会对您的宝宝造成
严重伤害。

哺乳
如果您正在⺟乳喂养，请告诉您的医⽣或即将开始⺟乳喂养 . 已显⽰氨氯地平少量进⼊⺟乳。不建
议⺟乳喂养的⺟亲使⽤ Exforge，如果您希望⺟乳喂养，您的医⽣可能会为您选择另⼀种治疗⽅
法，特别是如果您的宝宝是新⽣⼉或早产。

在服⽤任何药物之前，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驾驶和使⽤机器
这种药可能会让你感到头晕。这会影响您集中注意⼒的程度。因此，如果您不确定该药将如何影
响您，请不要开⻋、使⽤机器或进⾏其他您需要集中精⼒的活动。

3. 如何使⽤ Exforge

始终按照医⽣告诉您的⽅式服⽤该药。如果您不确定，请咨询您的医⽣。这将帮助您获得最佳效
果并降低副作⽤的⻛险。

Exforge 的常⽤剂量是每天⼀粒。
-
-
-

最好每天在同⼀时间服药。⽤⼀杯⽔吞服⽚剂。

您可以在有或没有⻝物的情况下服⽤ Exforge。不要将 Exforge 与葡萄柚或葡萄柚汁⼀起服
⽤。

根据您对治疗的反应，您的医⽣可能会建议更⾼或更低的剂量。

不要超过规定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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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forge and older people (age 65 years or over)
Your doctor should exercise caution when increasing your dose.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questions on the use of this medicine, ask your doctor or pharmacist.

If you take more Exforge than you should
If you have taken too many tablets of Exforge, or if someone else has taken your tablets, consult a 
doctor immediately.

If you forget to take Exforge
If you forget to take this medicine, take it as soon as you remember. Then take your next dose at its usual 
time. However, if it is almost time for your next dose, skip the dose you missed. Do not take a double dose 
to make up for a forgotten tablet.

If you stop taking Exforge
Stopping your treatment with Exforge may cause your disease to get worse. Do not stop taking your 
medicine unless your doctor tells you to.

4. Possible side effects

像所有药物⼀样，这种药物会引起副作⽤，尽管不是每个⼈都能得到。

⼀些副作⽤可能很严重，需要⽴即就医：
⼀些患者经历了这些严重的副作⽤(可能影响多达千分之⼀的⼈）.如果发⽣以下任何情况，请⽴即
告诉您的医⽣：
出现⽪疹、瘙痒、⾯部或嘴唇或⾆头肿胀、呼吸困难、低⾎压（头晕、头晕）等症状的过敏反
应。

Exforge 的其他可能副作⽤：
常⻅（可能影响多达⼗分之⼀的⼈）: 流⾏性感冒（流感）；吞咽时鼻塞、喉咙痛和不适；头痛; 
⼿臂、⼿、腿、脚踝或脚肿胀；疲倦; 虚弱（虚弱）; ⾯部和/或颈部发红和温暖的感觉。

不常⻅（可能影响多达 100 ⼈中的 1 ⼈）: 头晕; 恶⼼和腹痛; ⼝⼲; ⼿脚嗜睡、刺痛或⿇⽊；眩晕; 
⼼跳加快，包括⼼悸；站起来头晕；咳嗽; 腹泻; 便秘; ⽪疹，⽪肤发红; 关节肿胀，背痛; 关节疼
痛。

罕⻅（可能影响多达千分之⼀的⼈）: 感到焦虑；⽿鸣（⽿鸣）；昏厥；排尿⽐正常多或感觉更想
排尿；⽆法勃起或维持勃起；沉重的感觉; 伴有头晕、头晕等症状的低⾎压；出汗过多; 全⾝⽪疹；
瘙痒; 肌⾁痉挛。

如果其中任何⼀个严重影响您，请告诉您的医⽣。

单独使⽤氨氯地平或缬沙坦报告的副作⽤，使⽤ Exforge 未观察到或观察到的频率⾼于使⽤ 
Exforge：

氨氯地平
如果您在服⽤该药后出现以下任何⾮常罕⻅、严重的副作⽤，请⽴即就医：

- 突然喘息、胸痛、⽓短或呼吸困难。
- 眼睑、⾯部或嘴唇肿胀。
- ⾆头和喉咙肿胀，导致呼吸困难。
- 严重的⽪肤反应，包括剧烈⽪疹、荨⿇疹、全⾝⽪肤发红、严重瘙痒、起⽔泡、⽪肤脱⽪和肿

胀、粘膜炎症（史蒂⽂斯-约翰逊综合征、中毒性表⽪坏死松解症）或其他过敏反应。⼼脏病
发作，⼼跳异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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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胰腺发炎，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腹部和背部疼痛，并伴有⾮常不适的感觉。

已报告以下副作⽤。如果其中任何⼀个导致您出现问题或持续超过⼀周，您应该联系您的医
⽣。
常⻅（可能影响多达⼗分之⼀的⼈）：头晕，嗜睡; ⼼悸（意识到你的⼼跳）；潮红，脚踝肿胀
（⽔肿）；腹痛，感觉恶⼼（恶⼼）。
不常⻅（可能影响多达 100 ⼈中的 1 ⼈）：情绪变化、焦虑、抑郁、失眠、颤抖、味觉异常、昏
厥、痛觉丧失；视⼒障碍，视⼒障碍，⽿鸣；低⾎压; 由鼻内膜炎症（鼻炎）引起的打喷嚏/流鼻
涕；消化不良，呕吐（⽣病）; 脱发、出汗增多、⽪肤发痒、⽪肤变⾊；排尿障碍，夜间排尿需求
增加，排尿次数增加；男性⽆法勃起、乳房不适或增⼤、疼痛、感觉不适、肌⾁疼痛、肌⾁痉挛；
体重增加或减少。

罕⻅（可能影响多达千分之⼀的⼈）：困惑。
⾮常罕⻅（可能影响多达 10,000 ⼈中的 1 ⼈）：⽩细胞数量减少，⾎⼩板减少，可能导致不寻常
的瘀伤或容易出⾎（红细胞损伤）；⾎液中糖分过多（⾼⾎糖）；⽛龈肿胀，腹胀（胃炎）; 肝功
能异常、肝脏炎症（肝炎）、⽪肤发⻩（⻩疸）、肝酶升⾼，这可能对某些医学检查有影响；肌⾁
张⼒增加；⾎管炎症常伴有⽪疹，对光敏感；结合僵硬、震颤和/或运动障碍的疾病。

缬沙坦
未知（⽆法从可⽤数据估计频率）：由于感染引起的红细胞减少、发烧、喉咙痛或⼝腔溃疡；⾃发
性出⾎或瘀伤；⾎液中钾含量⾼；肝脏检查结果异常；肾功能下降和肾功能严重下降；主要是⾯部
和喉咙肿胀；肌⾁疼痛; ⽪疹，紫红⾊斑点; 发烧; 瘙痒; 过敏反应; ⽪肤起泡（称为⼤疱性⽪炎的症
状）。

如果您遇到任何这些情况，请⽴即告诉您的医⽣。

副作⽤报告
如果您有任何副作⽤，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这包括本传单中未列出的任何可能的副作⽤。
您也可以直接报告副作⽤（详⻅下⽂）。通过报告副作⽤，您可以帮助提供有关该药物安全性的
更多信息。

英国 ⻩牌计划
⽹站：www.mhra.gov.uk/yellowcard 或在 Google Play 或 Apple App 
Store 中搜索 MHRA Yellow Card

5. 如何存储 Exforge

将此药放在⼉童看不到和够不到的地⽅。

在纸箱和⽔泡上注明的有效期后，请勿使⽤该药。

不要在 30°C 以上储存。

存放在原包装中，以防受潮。

不要使⽤任何损坏或有篡改迹象的 Exforge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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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包装内容及其他信息

Exforge 包含什么

Exforge 5 mg/80 mg 薄膜⾐⽚
Exforge 的活性物质是氨氯地平（作为苯磺酸氨氯地平）和缬沙坦。每⽚含 5 毫克氨氯地平和 80 
毫克缬沙坦。

其他成分是纤维素微晶；交聚维酮（A型）；⼆氧化硅，⽆⽔㬵体；硬脂酸镁；羟丙甲纤维素（替
代类型 2910 (3 mPa.s)）；聚⼄⼆醇4000；滑⽯粉，⼆氧化钛（E171）；氧化铁，⻩⾊
（E172）。

Exforge 5 毫克/160 毫克薄膜⾐⽚
Exforge 的活性物质是氨氯地平（作为苯磺酸氨氯地平）和缬沙坦。每⽚含 5 mg 氨氯地平和 
160 mg 缬沙坦。

其他成分是纤维素微晶；交聚维酮（A型）；⼆氧化硅，⽆⽔㬵体；硬脂酸镁；羟丙甲纤维素（替
代类型 2910 (3 mPa.s)）；聚⼄⼆醇4000；滑⽯粉，⼆氧化钛（E171）；氧化铁，⻩⾊
（E172）。

Exforge 10 毫克/160 毫克薄膜⾐⽚
Exforge 的活性物质是氨氯地平（作为苯磺酸氨氯地平）和缬沙坦。每⽚含 10 毫克氨氯地平和 
160 毫克缬沙坦。

其他成分是纤维素微晶；交聚维酮（A型）；⼆氧化硅，⽆⽔㬵体；硬脂酸镁；羟丙甲纤维素（替
代类型 2910 (3 mPa.s)）；聚⼄⼆醇4000；滑⽯粉，⼆氧化钛（E171）；氧化铁，⻩⾊ (E172)，
氧化铁，红⾊ (E172)。

Exforge 的外观和包的内容
Exforge 5 mg/80 mg ⽚剂呈圆形和深⻩⾊，⼀侧带有“NVR”，另⼀侧带有“NV”。近似尺⼨：
直径 8.20 毫⽶。

Exforge 5 mg/160 mg 药⽚⼀侧为椭圆形和深⻩⾊“NVR”，另⼀侧为“ECE”。⼤概尺⼨： 
14.2 毫⽶（⻓）x 5.7 毫⽶（宽）。

Exforge 10 mg/160 mg ⽚剂呈椭圆形和浅⻩⾊，⼀侧带有“NVR”，另⼀侧带有“UIC”。⼤
概尺⼨： 14.2 毫⽶（⻓）x 5.7 毫⽶（宽）。

Exforge 提供包含 7、14、28、30、56、90、98 或 280 ⽚药⽚的包装，以及包含 4 个纸箱，每
个包含 70 ⽚药⽚或 20 个纸箱，每个包含 14 ⽚药⽚的合装包。所有包装均提供标准泡罩；56、
98 和 280 ⽚包装还提供穿孔单位剂量泡罩。

您所在的国家/地区可能不提供所有包装尺⼨。

上市许可持有⼈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Vista ⼤楼

榆树公园，梅林路都柏
林 4
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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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
Novartis Farmacéutica SA Ronda de 
Santa Maria 158 08210 Barberà del 
Vallès, Barcelona Spain

有关该药物的任何信息，请联系上市许可持有⼈的当地代表：

英国
诺华制药英国有限公司电话：+44 
1276 698370

本宣传单最后⼀次修订于 07/2019

其他信息来源
有关该药的详细信息，请访问欧洲药品管理局⽹站：http://www.ema.europa.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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