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酸倍他司汀 8 毫克⽚剂 盐酸倍他司汀 
16 毫克⽚剂

倍他司汀⼆盐酸盐

在您开始服⽤此药之前，请仔细阅读所有本传单，因为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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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有任何其他问题，请咨询您的医⽣、药剂师或护⼠。
该药只为您开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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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师或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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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盐酸倍他司汀⽚，⽤途是什么
2. 服⽤盐酸倍他司汀⽚前须知
3. 如何服⽤盐酸倍他司汀⽚
4. 可能的副作⽤
5. 盐酸倍他司汀⽚如何储存
6. 包装内容及其他信息

⼀、什么是盐酸倍他司汀⽚，⽤途是什么

倍他司汀是⼀种组胺类似物药物，⽤于治疗梅尼埃综合征的症状，如头晕（眩晕）、⽿
鸣（⽿鸣）、听⼒丧失和恶⼼。

该药通过改善内⽿的⾎流起作⽤。这降低了压⼒的积累。

2. 服⽤盐酸倍他司汀⽚前须知

不要服⽤倍他司汀⼆盐酸盐⽚剂：
- 如果您对⼆盐酸倍他司汀或⼆盐酸倍他司汀⽚剂的任何其他成分过敏（过敏）（请参

阅第 6 节，包装内容和其他信息）。

如果您因肾上腺肿瘤（嗜铬细胞瘤）⽽患⾼⾎压，这是⼀种罕⻅的肾上腺肿瘤。-

警告和注意事项
-
-
-

如果你有胃溃疡（消化性溃疡）如
果你有哮喘
如果您有荨⿇疹、⽪疹或因过敏引起的鼻⼦感冒，因为这些症状可能会加剧。

如果你有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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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患有上述任何⼀种情况，请咨询您的医⽣是否可以服⽤盐酸倍他司汀⽚。

这些患者组在治疗期间应由医⽣监测。

其他药品和盐酸倍他司汀⽚
相互作⽤意味着药物或物质可以影响彼此的作⽤⽅式或同时服⽤两者时的副作⽤。

到⽬前为⽌，尚未观察到倍他司汀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
倍他司汀可能会影响抗组胺药的作⽤。抗组胺药是特别⽤于治疗花粉症等过敏症和晕⻋
的药物。如果您同时使⽤抗组胺药（抗过敏药物），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单胺氧化酶抑制剂 (MAOIs) - ⽤于治疗抑郁症或帕⾦森病可能会增加倍他司汀的暴露量⼆
盐酸盐药⽚。

如果您正在使⽤（或最近使⽤过）其他药物，请告知您的医⽣或药剂师。这也适⽤于⽆
需处⽅即可获得的其他药物。

倍他司汀⼆盐酸盐⽚剂与⻝物和饮料 您可以在饭后或饭
后服⽤倍他司汀。

怀孕、哺乳和⽣育
如果您怀孕，请勿服⽤倍他司汀⼆盐酸盐⽚剂，除⾮您的医⽣认为这是绝对必要
的。向您的医⽣寻求建议。
除⾮医⽣指⽰，否则不要在使⽤盐酸倍他司汀⽚时进⾏⺟乳喂养。不知道倍他司汀是否
会进⼊⺟乳

驾驶和使⽤机器
盐酸倍他司汀⽚剂不太可能影响您驾驶或使⽤⼯具或机械的能⼒。但是，请记住，您正
在使⽤盐酸倍他司汀⽚剂治疗的疾病（与美尼尔综合征相关的眩晕、⽿鸣和听⼒损失）
会使您感到头晕或⽣病，并可能影响您驾驶或使⽤机器的能⼒。

倍他司汀⼆盐酸盐⽚剂含有乳糖⼀⽔合物
该药含有 50 毫克⼀⽔乳糖（8 毫克强度）和 100 毫克⼀⽔乳糖（16 毫克强度）。患有罕
⻅遗传性半乳糖耐受异常的患者、拉普乳糖酶缺乏症或葡萄糖-半乳糖吸收不良的患者不
应使⽤这种药物。如果您知道⾃⼰患有糖不耐症，请告诉您的医⽣。

3. 如何服⽤盐酸倍他司汀⽚

始终完全按照医⽣告诉您的⽅式服⽤⼆盐酸倍他司汀⽚剂。如果您不确定，请咨询您的
医⽣或药剂师。

不建议将⼆盐酸倍他司汀⽚剂⽤于 18 岁以下的⼉童和⻘少年，因为没有关于这些年龄组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数据。



通常的剂量是： 成
年⼈
通常的起始剂量是每天 3 次，每次 1 到 2 ⽚ 8 毫克⽚剂或半⽚到 1 ⽚ 16 毫克⽚剂。维持
剂量通常在每天 24-48 毫克的范围内。

您可能需要⼏周的时间才能注意到任何改善。

如何使⽤
⽤⽔吞服药⽚。饭后服⽤。. 完全按照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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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服治疗为 8 ⾄ 16 毫克，每⽇ 3 次，最好随餐服⽤。维持剂量通常在每天 24 - 48 
毫克的范围内。每⽇剂量不应超过 48 毫克。可以调整剂量以满⾜个别患者的需要。有时
仅在治疗⼏周后才能观察到改善。

没有可⽤于肝功能损害患者的数据。没有肾功能不全患者的
可⽤数据。
⽼年⼈的数据有限，在该⼈群中应谨慎使⽤倍他司汀。

⽤于⼉童和⻘少年（6 ⾄ 18 岁）

不建议⼉童使⽤和⻘少年 18 岁以下，因为缺乏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

如果您服⽤的盐酸倍他司汀⽚剂过多 如果您服⽤的剂量超过规定剂
量，请咨询您的医⽣。
盐酸倍他司汀⽚剂过量的症状是恶⼼、呕吐、消化问题、协调问题以及 - 更⾼剂量 - 适
合。

如果您忘记服⽤倍他司汀⼆盐酸盐⽚
等到您必须服⽤下⼀剂。不要服⽤双倍剂量来弥补忘记的药⽚。

如果您停⽌服⽤倍他司汀⼆盐酸盐⽚

如果您对使⽤本产品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4. 可能的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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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出现以下
副作⽤：

使⽤倍他司汀治疗期间可能会出现以下严重副作⽤：
-
-
这可能会导致呼吸困难。
-红⾊⽪疹，发炎发痒的⽪肤

过敏反应，例如：
脸部、嘴唇、⾆头或颈部肿胀。



如果出现任何这些副作⽤，您应该⽴即停⽌治疗并联系您的医⽣。

常⻅的副作⽤（可能会影响多达⼗分之⼀的⼈）：
头痛、偶尔嗜睡、恶⼼、消化不良、轻微的胃部不适，如呕吐、胃痛和腹胀。与⻝
物⼀起服⽤倍他司汀可以帮助减少任何胃病。

未知（⽆法从可⽤数据估计频率）
患者可能会出现瘙痒、⽪疹、荨⿇疹、⼼跳异常（⼼悸）、⽀⽓管痉挛
患有⽀⽓管哮喘

副作⽤报告
如果您有任何副作⽤，请咨询您的医⽣、药剂师或护⼠。这包括本传单中未列出的任何
可能的副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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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英国 - 您也可以通过⻩卡计划直接报告副作⽤：www.mhra.gov.uk/yellowcard

对于爱尔兰 - 您也可以直接通过 HPRA 药物警戒报告
副作⽤，
Earlsfort Terrace，爱尔兰 - 都柏林 2；
电话：+353 1 6764971；传真：+353 1 6762517。
⽹站：www.hpra.ie；
电⼦邮件：medsafety@hpra.ie。

5. 盐酸倍他司汀⽚如何储存

-
-
-
-

储存在30°C以下。
将您的平板电脑存放在原始包装中，以防受潮。远离孩⼦可以触及的地
⽅。
不要在包装上明确注明的有效期后服⽤药⽚。到期⽇是指当⽉的最后⼀天。

不应通过废⽔或⽣活垃圾处理药物。询问您的药剂师如何处置不再需要的药物。
这些措施将有助于保护环境

-

6. 包装内容及其他信息

盐酸倍他司汀⽚含有什么

活性物质是倍他司汀⼆盐酸盐。
每⽚含有 8 毫克或 16 毫克倍他司汀⼆盐酸盐。⽚剂含有以
下⾮活性成分：
乳糖⼀⽔合物、聚维酮 K25、⽆⽔柠檬酸⽟⽶淀粉、微晶纤维素、交聚维酮、氢化植
物油



盐酸倍他司汀⽚的外观和包装内容

倍他司汀⼆盐酸盐 8 毫克⽚剂
该药物呈⽩⾊圆形扁平⽚剂，边缘有斜⻆，⼀侧刻有“BE”字样，另⼀侧有断线。

划线只是为了便于折断以⽅便吞咽，不分等份。

倍他司汀⼆盐酸盐 16 毫克⽚剂
该药物呈⽩⾊圆形扁平⽚剂，边缘斜切，⼀侧刻有“BF”字样，另⼀侧有断线。

平板电脑可以分成相等的两半。

8mg 的⽚剂采⽤泡罩包装（PVC/PVdC-铝）。包装尺⼨为 14、20、
30、50、60、84、90 和 120 ⽚。

对于 16 毫克，⽚剂包装在泡罩条（PVC/PVdC-铝）中，包装尺⼨为 
14、20、30、60、84、90 和 120 ⽚。
并⾮所有包装尺⼨都可以销售。

上市许可持有⼈ 雅阁医疗有限公
司，
Sage House, 319 Pinner Road, North Harrow, Middlesex, HA1 4HF, 
United Kingdom

制造商
雅阁医疗有限公司，
Sage House, 319 Pinner Road, 北哈罗, Middlesex HA1 4 HF, 英
国

Accord Healthcare Polska Sp.z oo,
ul。Lutomierska 50,95-200 Pabianice, 波兰

Accord Healthcare BV, 
Winthontlaan 200,
3526 KV 乌得勒⽀,
荷兰⼈

该药品在 EEA 成员国以下列名称获得授权。

国家 提议的发明名称
荷兰 倍他司汀 2HCL Accord 8 / 16 毫克⽚剂
FR 倍他司汀协议 8 毫克 Comprimes
IE 倍他司汀⼆盐酸盐 8/16mg ⽚剂
它 Betahistine dihydrochloride Accord Healthcare 8 / 16 mg Compresse
PL 倍他司汀⼆盐酸盐协议
英国 倍他司汀⼆盐酸盐 8/16 毫克⽚剂

本宣传单最后⼀次修订是在 12/2019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