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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舒伐他汀钙片说明书
i吾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药晶名利l]
通用各称瑞舒f戈他汀钙片
商品名称可定
英文名称 Rosuvastatin Calcium Tablets 
汉语饼音 Ruishufatatinggai Pian 

【成份】
本品活性成份为瑞舒伐f也汀钙。
化学名称双－ ［ （ E)-7 -[4-(4－氟基苯基）－6－异芮基－2－［甲基（甲磺

酷基）氨基］－11\i;睫毛－基］（3R,5S)-3 ,5－二经基庚，6－烯酸］钙盐（2:1)
化学结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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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式. (C22H27FN,0 6S}zCa 
分子军 1001.13 

【性状】
瑞舒伐他汀钙片S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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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黄色薄膜衣片 一面压印有＇ZD4522＇字样以及“5",
另面平：骨。

瑞舒伐他汀钙片10mg
圆形、粉红色薄膜衣片同一面压印有＂ZD4522"

5司一面平i骨。
瑞舒伐他汀钙片20mg
圆形、粉红笆薄膜衣片． 一面压印有＂ZD4522”字样以及‘＇20飞

另一面平滑。

I适应症】
本晶适用于经饮食控制和其它非药物治疗（如 运动治疗、

减轻体重）仍不能适当控制血脂异常的原发性高胆固醇血症（Ila型，
包括杂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或混合型血脂异帘症（lib型）。
本品也适用于纯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作为饮食

控制和其它降脂措施（如LDL去除疗法）的辅助治疗，或在这些方
法不适用时使用。

【规格】搜瑞舒伐他汀计
（才 ） 5 mg 
(2) 10mg 
(3) 20mg 

【用法用量】
在治疗开始前1 应给予患者标准的降胆固醇饮食控制 并在

治疗期间保持饮食控制。 本晶的使用应遵循个体化原则，综合考
虑患者个体的胆固醇水平、预期的心血管危险性以及发生不良反
应的潜在危险性。

口服。本晶需用起始剂量为Smg， 一日一次。 起始剂量的选
择应综合考虑患者个体的胆固醇水平、预期的心血管危险性以
及发生不良反应的潜在危险性。对于那些需要更强效地降低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的患者可以考虑1 0mg一日一次作为
起始剂量， i草剂量能控制大多蚊患者的血脂水平。 如有必要，
可在治疗4周后调整剂量至高一级的剂量水平． 本品每日最大剂
量为20mgo

本品可在一天中任何时候给药
肾功能不全患者用药

可在迸食或空腹时月El用。

轻度和印度’高功能损害的患者无需调整剂量。重度肾功能损
害的患者禁用本品的所有剂量。
肝功能损害患者用药
在Child·Pughi平分不高于7的受试看 瑞舒伐他i丁的全身暴

露量不升高。在Ch ild -Pug hi平分8丰田的受试看． 观察到全身暴露
量的升高。 在这些患者？ 应考虑对肾功能的评估。没有在Chi ld ·
Pug hi平分超过9的患者中使用本品的经验e 本品禁用于患有活动
性肝病的患者。

人种
己观察到亚洲人受试者的全身暴露量培加。 在决定有亚裔人

血统的患者的用药剂量时应考虑该因素g

【不良反应】
本品所见的不良反应通常是轻度的和短营性的。 在对照临床

试验中， 因不良事件而退出试验的患者不到4%。
不良事件的频率饺如下次序排列 常见（＞ 1 门 00. <1 110) , 

偶见（＞ 1 /1.000 , <1 /100) 罕见（＞1/10.000, <1/1000）， 十分罕见
(< 1 /10,000）。

’骨见 内分泌失调（糖尿病） ， 神经系统异常（头痛、头晕），
胃肠道异常（便秘、恶心、腹痛） 骨路肌、 关节和骨髓异常（肌痛），
全身异寓（无力）。
偶见 皮肤和皮下组织异常（II痒、皮掺和尊麻If)
罕见 免疫系统异常（过敏反应包后血管性水肿）；胃肠道

异常（旗腺炎）．骨髓肌、 关节和骨骨各异常（肌病（包括肌炎）和横绞
肌；￥￥解） ，

同其他HMG - CoA还原酶仰制1i!J一样， 本昂的不良反应发生
率高随剂量培加而增加的趋势。

对肾脏的影响；在接受本品的患者中观察到蛋白尿（试纸法检
测），蛋臼大多数来源于肾小管。不到1%的患者在10mg和20mg治
疗期闭的某些时段， 蛋白尿从无或微量升高至＋＋或更多1 在接受
40mg治疗的患者中， 这个比例约为3%。在20mg剂量治疗中． 观
察~J蛋白尿从元或微量升高至＋的轻度升高。 在大多数病例，继续
治疗后蛋白尿自动减少或消失。根据临床试验和迄今为止的上市
后的数据还不能确定蛋白原和急性或进展性肾脏疾病之［司的因果
关系。

在使用本品的患者中已经观察到血尿， 来自临床试验的数据
表明其发生率很低。

对骨髓肌的影晌：在接受本品各种剂量治疗的患者中均有对骨
路肌产生影晌的报道如肌痛‘肌病（包ri!i肌炎）． 以及罕见的横
绞肌溶解特别是在使用剂量大于20mg的患者中。

在服用本品的患者中观察到肌酸激酶（CK）水平的升高呈剂量
帽关性 ， 大多量虫病倒是轻度的、无症状的和短暂的。若CK水丰升
高（＞5xULN），应中止治疗（见 【注意事项】 ）。
对肝脏的影响：同冥它HMG - CoA还原酶抑制剂一样，在少

数服用本晶的患者中观察到剂量相关的转氨酶升高，大多量虫病倒
是轻度的、无症状的和短暂的。
上市后经验，除主述反应外，在本品的上市后使用过程中报告

了下列不良事件
罕见 肝胆系统疾病（肝转氨酶升高）。
十分罕见 神经系统疾病 （多发性神经病， 记忆丧失） ， 肝胆

系统疾病 （黄垣，肝炎），肌肉骨路系统疾病 （关节痛），泌尿系统
疾病 （血尿）。

未知 呼吸、胸廓、纵隔疾病（0主瞅、呼吸困难） 胃肠系统
疾病 （腹泻）， 皮肤和皮下组织疾病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
一般症状和用药部位状况 （水』啊， 精神疾病饲1郁、睡眠障碍
（包ri!i失眠和梦魔）。

他汀类药品：
1. 他汀类药品的上市后监测中有高血糖反应、糖耐.异

2 

常、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升高、新发糖尿病、血糖控制恶
化的报告， 部分他汀类药品亦布低血糖反应的报告。
上市后经验他汀类药品的国外上市后监测中有罕见的认
知障碍的报道， 表现为记忆力丧失、记忆力下降、思维i昆
乱等， 多为非严重、可逆性辰应， 般停药后ePPI恢复。

1在JUPITER研究（报道的J总体发生率瑞舒伐他汀组为2.8%，安慰
l'rJ组为2.3%）中， 观察到大多级患者的空腹血精值在5.6·6.9mmol/L
之间。

儿科患者人群 接受瑞舒伐他汀治疗的儿童和青少年患者在
为期52周的临床试验中，发现其肌酸激酶升高大于10xULN，以
及伴随运动或增强身体活动后观察到的肌肉症状， 较之在成入中
选行的临床试验申观察到的频率要高。 其官方面 瑞舒伐他：丁用
于儿童和青少年患者中的安全性与成人相似。
【策忌】

本品集用于
对瑞舒伐他汀或本品中任何成份过每费者。

·活动性肝病患者， 包铅原因不明的血清转氨酶待续升高和
任何血；青转氨酶升高超过3倍的E甫值上限（ULN）的患者。
严重的肾功能损害的患者｛肌肝清除亘巨<30ml/min）。
肌病患者。
同时使用环抱素的患者。
饪振期间、哺乳期闯、 以及有可能怀孕而未采用适当避孕
措施的妇女。

【注意事项】
对肾脏的作用：
在高剂量特别是40mg治疗的患者中，观察到蛋白尿（试纸法

检测）， 蛋臼大多数来源于肾小管， 在大多数病例，蛋白尿是短
暂的或断断续续的。 蛋臼尿未被认为是急性或迸展性肾病的前兆
（见h不良反应”

对骨惦肌的作用
在接受本品备种剂窒治疗的患者中均有对骨路肌产生影晌的

报道， 如肌痛、肌病I 以及罕见的横纹肌溶解，特别是在使用剂
量大于20mg的患者中。 依折麦布与HMG-CoA还原酶抑制剂合
用时有极罕见的横纹肌溶解症的报告。 不排除药效的相互影晌
这些药物合用时应慎重。

肌酸激酶检测
不应在剧烈运动后或存在引起CK升高的似是而非的因素时检

测肌酸激酶（CK）， 这样会混清对结果的解释。 着CK基础值明显升
高（＞5xULN），应在5 ～ 7天内再进行检测确认。着重复检测确认
患者CK基础值＞5xULN，则不可以开始治疗。

治疗前
和其官HMG-CoA还原酶仰制翔l一样，有肌病／横纹肌溶解

症易惠国素的患者使用本品时应慎重．这些因素包括
· 肾功能损害
甲状腺机能减退

· 本人或家族史中南遗传性肌肉疾病
既往有其它HMG-CoA还原酶抑制剂或贝特类的肌肉毒性
史的

·酒精滥用
·年龄＞70岁
· 可能发生血药浓度升高的情况
同时使用贝特类

对这些患者． 应考虑治疗的可能利益与潜在危险的关系，
建议给予临床监测。若患者CK基础值明显升高（＞5xULN）同则不应
开始治疗。
治疗中
应要求患者立即报告原因不明的肌肉疼痛、无力或在辈，

特别是在伴有不适和发热时。应检测这些患者的CK水平， 若CK
值明显升高（＞5 x ULN）或肌肉症状严重并引起整天的不适（即使
CK,;;5xULN），应中止治疗。 若症状消除且CK水平恢复E常，可
考虑重新给予本品或换用其f;HMG-CoA还原酶抑制剂的最低
剂量， 并窗切观察。

对无症状的患者定期检测CK水平是不需要的。
在临床研究中．没有证据表明在少数周时使用本品和其它

Ii'!疗的患者φ药物对青筋肌的影响增加。但是已经发现， 在其它
HMG-CoA还原酶仰和Ji"ilJ与贝酸类衍生物（包括吉非贝齐）、环抱
素、烟酸、毗咯类抗真菌药、蛋白酶抑制剂或大环内苗类抗生素
合并使用的患者中， 肌炎和肌病的发生率增高。言非贝齐与一些
HMG - CoA还原酶抑制1!1］同时使用 可增加肌病发生的危险。
因此，不建议本品与吉非贝齐合用。 应慎重权衡本品与贝特类或
烟酸合用以进一步改善脂质水平的益处与这种合用的潜在危险。

对任何伴有提示为肌病的急性重症或易于发生继发于横纹肌溶
解的自衰（如败血症、低血压、大手术、外｛穷、 严重的代谢、内分泌
和电解质异常， 或未经控制的癫痛）的患者，不可使用本晶。

对肝脏的影响
同其它HMG-CoA还原酶抑制剂一样， 过量饮酒和／或高肝

病史者应债用本品。 建议在开始治疗前及开始后第3个月进行肝
功能给测。 若血清转氨酶升高超过正常值上限3倍， 本晶应停用
或降低剂量。
对继发于甲状腺机能低下或肾病综合症的高胆固醇血症，

应在开始本品；台疗前泊疗原发疾病。
人种
药it动力学研究显示，亚洲人受试者的药物暴露量高于高

加索人。
蛋白酶抑制剂
不建议与蛋白酶仰制剂合用。
乳糖不耐症
！！＼有罕见的遗传位学乳糠不耐受性、乳糖酶缺乏或葡萄糖－半

乳糖吸收不良等患者不应服用本忌。
穰尿病
和其他HMG-CoA还原酶抑制fill一样，在使用瑞舒伐他汀的

患者中也可观察~JHbA怡和血糖浓度的升高。 存在糖尿病高凤险
因素的患者在使用瑞舒伐他汀之后，有报道糖尿病的发生频率高
所升高。

儿科患者群体
对年龄在10-17岁、 Tenner分期处于第二性征成熟翔的儿科

患者，根据线性t曹长（身高）、体重、 BMI（体重指数）的评估服用瑞
舒伐他汀的期限限定为一年。 经过52周的研究治疗后，对生长、
体重、 BMl!\11性成熟方面没有影响。 在儿童和儿和↓患者中的临床
试验经验有限， 瑞舒伐f也汀对青春期患者的长期（大于1年）治疗效
果尚未得知。

接受瑞舒伐｛也汀治疗的儿童和青少年黑者在为期52周的临床
试验中， 发现其肌酸激酶升高大于10xULN， 以及伴随运动或堪
强身体活动后观察到的肌肉症状， 较之在成人中进行的临床试验
中观察到的频率要高。 （见“不良反应”）。
对驾驶车辆和操纵机器的影嗣
确定本品对驾驶车辆和操纵机器的影晌的研究尚未进行。

然而，很据药效学特性， 本品不大可能影响这些能力。在驾驶车
辆和操纵机器时$ 应考虑到治疗申可能会发圭头晕。

【孕妇及瞒乳期妇友用药】
本晶禁用于孕妇及暗乳期妇女用药。
有可能怀孕的妇女应该采取适当的避孕措施。
由于胆固醇和其它胆固醇宝物合成产物对胚胎的发育很

重要，来自HMG-C。A还原路仰制的危险性超过了对孕妇治疗的
益处。 动物研究提供了有限的生殖毒性的证据。着患者在使用
本晶过程中怀孕，应立即中止治疗。瑞舒伐他汀能分泌入大鼠
乳汁。 尚无有关瑞舒伐他汀分泌入人乳的资料。

【儿童用药】
本品在儿童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建立。 儿科使用的经验局

限于少数（年龄.e8岁）纯台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t'Jl。 因此1
目前不建议儿科使用本晶。
【老年用药】

无需调整剂量。

【药物相互作用】
环抱素本品与怀抱素合并使用肘， 瑞舒伐他汀的AUG比在健

康志愿者中所观察到的平均高7倍（与服用本晶闰样剂量的相比）。
合用不影响环抱素的血浆浓度。

维生素K错抗剂 同其它HMG - CoA还原酶抑制剂一样町对
同时使用维生素K拮抗剂（如 华法林）的患者， 开始使用本品或逐
渐缩加本品剂量可能导致INR升高。 停用本品!\11逐渐降低本品剂
量可导致INR降低。 在这种情况下‘ 适当检测INR是需要的。

言非贝齐和奠它降后产品：本品与吉非贝齐同时使用 可使瑞
舒伐他汀的C川剧和AUC±首加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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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门的相互作用研究的资料， 预计本品与非诺贝特无药
代动力学相互作用．但可能发生药效字相互作用。
吉非贝齐、非诺贝特、其它贝特类（如苯tL贝特）和降脂剂量

(;,,1g／夫）的烟酸与HMG-CoA还原酶仰制J'i!J合用使肌病发生的危险
增加 这可能是由于它们单独给药时能引起肌病。
蛋白酶抑制剂，尽管药物相互作用的机制尚不明确，但罔时服

用蛋臼酶抑制剂可能大大增加瑞舒伐他汀的暴露量。 盔药代动力
学研究中T 健康志愿者同时服用本品20mg与两种蛋白酶抑制剂
的复方产品（400mg洛匹那韦／100mg利托那韦）？ 结果显示瑞舒伐
他汀的稳态AUCn-2，、 和CT.，，分别升高了约2倍和5倍． 因此在接
受蛋白酶仰串IJ剂（如洛匹！W三辑、 i主芦那三名、平lj托那苇、 同于L那韦）
治疗的HIV患者中宇 不推荐同时使用本晶（见 【注意事项】 ）。
抗酸药 同时给予本品和一种含氢氧化铝簇的优酸药混悬

；硬 可使瑞舒伐他汀的血浆浓度降低约50%。 如果在服用本晶
2小时后再给予优酸药、这种影晌可减轻。 这种药物相互作用的
临床意义尚未研究。
红霉素 本品与红霉素合用导致瑞舒伐他汀的AUG,,_t下降

20%、 Cm，.下降30%。 这种相互作用可能是自红霉素引起的胃肠
运动增加所致。

口服避孕药／激素替代治疗（HRT) 同时使用本品和口ij自避孕
药？ 使1直雌醇革口炽诺孕自目的AUC分别增加26%和34%。 在选择口
服避孕药剂量时应考虑这些血药浓度的升高． 尚无同时使用本品
和HRT的受试者的药代动力学数据 因此咱 不能排除存在类似的
相互作用。 但是，在临床试验中， 这种联合同药很广泛 旦被患
者良好耐受。

其他药物 根据来自专门的药物相互作用研究的数据， 估计
本品与地高辛不存在有临床相关性的相互作用。
细胞色熏P450酶 体外和体内研究的资料都显示，瑞

舒伐他汀既非细胞色素P450罔工酶的抑制剂， 也不是酶诱导
剂。 另外l 瑞舒伐他汀是这些酶的弱底物。 瑞舒伐他汀与氟康
瞠（CYP 2C9和CYP 3A4的一种抑制剂）或自同康岭（GYP 2A6和
CYP 3A4的种仰肯IJ剂）之间不存在具有临床相关性的相豆作用。
与伊幽康瞠（CYP 3A4的一种仰和j剂）合用 瑞舒伐他汀的AUC增
加28%, －：这种增加不被认为有临床意义。因此， 倍计不存在自细
胞色素P450介导的代谢所致的药物相互作用。

其他与他汀类可能产生相互作用的药物包li!i
j圭睡翻、胶E典陋、天地西酸。

【药物过量】

泰和j霉素、奈

本品过量时没有特殊治疗方法。 一旦发生过量l 应给予对症
治疗， 需要时采用支持性措施。应监测肝功能和CK水平。 血液透
析可能没有明显疗效。

【临床试验】
瑞舒伐他汀能降低升高的LDL胆固醇、总胆固醇和甘

油三醋叮升高HDL 胆固醇水平。它也能降低ApaB」41cJ:lDL C、
VLDL-C 、 VLD L -TG可升高ApoA-1 （见表 1 ）， 本品还能降低
LDL-C/HDL-C、 总胆固醇／HDL-C、非HDL-C/HDL C以及ApoB/
ApoA-1的比值。
表1 瑞舒伐他汀钙片对原发性高胆固醇血症（Ila和 lib型）患者的量效结果’

剂量

安慰剂

5 

10 

20 

（相对于基线值改变的平均百分率）

N LDL·C T。tal-C HDL-C TG nonHDL·C Ap。B Ap。A-I

13 -7 -5 3 -3 7 -3 a 

17 -45 -33 13 35 -44 -38 4 

11 -52 -3E 14 1 a -48 42 4 

17 -55 -40 8 -23 -51 -46 5 

本品对高胆固醇血症的成年患者有效， 不论这些患者是否伴
有高甘j由兰酣血症 也不论患者的种族、性别和年龄． 在一竖特
殊入群如糖尿病患者或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中， 本品也显示
出相应的治疗效果。
根据｜｜｜期临床研究数据的汇总z 本品在it疗太多数lla平Ollb型

高胆固醇血症患者（LDL-C的平均基线值约为4.8mmol/L）以达到欧
洲动脉粥样硬化协会（EAS）指导原则的目标中有效 接受1 0mg治
疗的患者中约80%达到丘AS对LDL-C的目标（＜3mmol/L）。
在国外 I员对杂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研究中 I

共435(§1J患者接受瑞舒伐他i丁20 ～ 80mg的治疗。结果显示，在剂
量递增至40mg（治疗12周）后 LDL-C减少53% . 33%的怠者达到
EAS对LDL C的目标（＜3mmolll ）。

同时有开放性、剂量递增的研究观察720 ‘ 40mg的瑞舒伐
他汀对42例纯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的治疗效果。 在这整
个人群中 LDL-C丰均降低22%。
在有限数量患者的临床研究中 2 当本品与非诺贝特合用

时，对降低甘油三院有额外的疗效 ，本品与烟酸合用时， 对升高
HDL-C水平高额外的疗效。

鉴于本品对死亡率和发病率影晌的研究尚未完成， 瑞舒伐他
汀对与脂质异常有关的并发症（如冠心病）的预防作用尚未被证实。
在一 Ijjj 随机、双盲、安慰 )'\IJ 对照的研究 （ METEOR)

中 984名字龄在45至70岁、冠心病发病低危（Framingham 10年发病
危险＜1 0%） 、 伴有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经检测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
CIMT证实）患者随机接受每日一次40mg瑞舒伐他汀或安慰剂治疗两
年， 这些患者的平均LDL-C为4.0 mmol/L(1 54.5mg/dl）。结果发现 与
安慰剂相比瑞舒伐他汀可以显著降低1 2个颈动脉节段最大CIMT的进
展速率（ 0.0 1 45mm！年 ［95%置信区闯 －0.0196, -0.0093 , p<D.0001］）。
与基线值相比， 瑞舒伐他；丁治疗组的变化为争0.0014 mm！年［－0.12%1年
（无统计学差异）］ 而安慰剂组则进一步进展可 为＋0.0131 mmi年
[112甲d年 (p<D.0001 月。迄今CIMT的降低与心血窗事件风险降低之f司
的直接联系尚未得到证实。

在中国进行的进口药品注册临床研究的结果．
在<p图进行的注册临床研究为随机、双言、两组平行分组、

采用瑞舒伐他汀钙片10mg进行的为期12周的阳性药物对照研究。
在第1 2周时 使用瑞舒伐他汀钙片10mg仍未达到ATP Ill LDL-C 
目标的患者， 增加瑞舒伐他汀钙的1\IJ壁至20mg延续治疗8周．
此阶段为开放性、非对照研究。

来自各危险分层的20 1例患者接受了瑞舒伐他汀1 0mg 1 2周
的治疗。 本研究随机时的基线血LDL-C为192 ±20 . 2mg/dl。 研究
结果显示l 瑞舒伐他汀10mg治疗12周后血LDL -C的降低百分比
率为45.6% ， 血TC和ApoB的降低百分比率分别为33 .2%和40.3% ,
同时， 瑞舒伐他汀10mg使HDL C和ApoAl分别升高6.6%和1 2 .5%.
使TG降低22.8%。 瑞舒伐｛也汀10mg使78 .0%的受试者的LDL-C达
到美国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中关于成年人高胆固醇血症的俭测、
评估和治疗的第兰次专向调查报告（NCEP ATP I l l）的靶目标， 在
冠心病及其等危症这 高危人群中的达标率为56. 5%。 未达标的
患者增加剂量至20mg一日一次，共服8周， 降1旨幅度和达标率进一
步增加。
在起效时间上瑞舒伐他j丁10mg在治疗6周时巳经发择最大

调脂作用， 并待续至1 2周研究结束。
本研究中 1 与瑞舒伐他汀药物相关的不良事件发生率

为6.6% , 与对照药相当， 研究者判断无药物徊关的严重不良事
件。 有1例瑞舒伐他汀受试看发生严重不良事件， 研究者判断与
药物无关。 试验期间无死亡病例报告。 研究申未出现CK升高超过
芷常值上限10倍或肌病的受试者， 有1例ALT升离超过正常值上
限3倍、 无不适主诉，研究结束后随访恢复E常，无其它具临床
意义的生命体征、 实验室指标或心电图改变。有13伊l患者出现轻
度（小于正常值上限3f击）的ALT升高． 冥中5例基线ALT值已轻度
升高， f堕小于正常值上曦的1 . 5倍。

在使用本品20mg的延续治疗中， 无严重不良事件。无肌病
发生 无具｜临床意义的肝酶升高或其它实验室指标改变。

【药理毒理】
药理作用
端舒伐他汀是一种选探性、竞争性的HMG-CoA还原酶仰制

剂。 HMG-CoA还原酶~H王－3－甲戊二酷辅酶A转变成甲经戊酸过
程申的限速酶，甲1至戊酸是胆固醇的前体。 动物试验与细胞培养
试验结果显示2 瑞舒伐｛也汀被肝脏摄取率高，并具有选择性‘ 肝
脏是降低胆固醇的作用靶器官＠ 体内、 体外试验结果显示， 瑞舒
伐他汀自E增加细胞表面的肝LDL受体数量，囱此l1!l强对LDL的摄
取和分解代谢，并抑制肝脏VLDL合成， 从而减少VLDL和LDL颗
粒的总数量。

对于纯合子与杂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非家族性
高胆固醇血症患者、混合型血脂异需患者 瑞舒伐他汀能降低总
胆固醇. LDL-C、 ApoB、非HDL C水平。 瑞舒伐他汀也能降低
丁G、 升高HDL C水平。对于单纯高甘油三ft旨血症患者， 瑞舒伐｛也
汀能降低总胆固醇、 LDL-C、 VLDL C、 ApoB、 非HDL C、 TG水
平， 并升高HDL-C水平。 尚未确定瑞舒伐他汀对心血管发病率与
死亡率的影晌。

霉理研究
中枢神经系统毒性
几个同类药物的犬试验申发现CNS血管损伤， 可见血管周

国出血、水肿、血管周围单核细胞浸润。与本类药物结构相似的
一个药物 在犬血浆药物浓度高于入最大准荐剂量下平均浓度
30倍的剂量时， 出现剂量依赖性视神经退变（视网膜－膝状体纤维
Wallerian变性）。

1只雌性犬经口给予瑞舒伐他汀90mg/kgl夫（搜AUG撞算全
身暴露量相当于入40mgl天暴露量的100！音）， 第24夫由于濒死而
安乐死，可见脉络丛间质水肿、出血、部分坏死。犬经口给予瑞
舒伐｛til ；丁6mg/kgl天（按AUG推算1 全身暴露量相当于人40mg／天
暴露量的20倍） 连续52周，可见角膜浑浊。 犬经口给予瑞舒伐
他i丁30mg/kg／天（按AUG！佳算？ 全身暴露量相当于人40mg／天暴露
量的60f音）， 连续12周 可见自内障发生。 犬经口给予瑞舒伐他
汀90mglkg l天（~AUCt筐篝 全身暴露量相当于入40mg／夫暴露量
的100倍） 连续4周， 可见视网膜发育不良和视网膜脱落。 犬在
剂量，；30mg/kg／夫（ !1i:AUC推算， 全身暴露量相当子人40mg／天暴
露量的60倍）时连续给药1年，未见对视网膜的影响。

遗传霉性
瑞舒伐他汀在Ames试验、小鼠淋巴瘤试验、 CHL细胞染色

体畸变试验‘ 小鼠微核试验中的结果均为阴性。
生殖毒性
在大鼠生育力试验中， 雄性大鼠自交配新9周至交配期间、雌

性大鼠自交配前2周至延赈第7天经口给予5、 15、 50mg/kg／天，
最高剂量节（接AUCf在算 全身暴露量相当于人40mgi天暴露量的
!.o倍）未见对生离力的不良影响． 犬经口给予端舒伐他汀30mglkg1夫
连续1个月 辜丸中可见巨精细胞（Spermati dic giant cell）。 猴经口给
予瑞舒伐他汀30mg/kgl天连续6个月 ， 可见巨精细胞、输精管上皮
空i包化。犬与猴的上述剂量按体表面积推算分目IJ相当于入40mg／天
的20倍和10倍。 同类药物也可见类似现象。

雌性大鼠交配前至交自己后7天经口给予5、 15、 50mg/kg／夫
高剂量组（搜AUG推算， 全身暴露量相当于人40mg／天暴露量的
10倍）可见胎仔体重减轻、骨化延迟。

大鼠自任做第7天至明乳第21天（离乳）经口给予2、 10 ‘ 50mg1kg／天，
高剂量组（技体表面积准算 大于等于人40mg／天的1 2倍）可见幼
仔存活$降低。 家兔自娃嫖第5天至晴乳第18天（离军L ）经口给予
0.3, 1 、 3mg/kgl天（技体表面积推算， 与人40mg／夫相当）， 可
见胎仔存活率降低 母体动物死亡。 瑞舒伐他汀剂量在大鼠申
,;25mglkgl天、家兔，；3mg/kg／天未见孜确性1分别饺AUG和体表面
积推算， 与人40mg／夫的暴露量相当）．

致癌性
在大鼠104周致癌性试验中，经口给药剂量为2 、 20 、 60 、

80mg成g！天。 80mg/kg／夫（!ti'AUC推算，全身暴露量相当于人40mg／夫
暴露量的20倍）剂量组肚量性动物可见子宫患肉发生率显著升高， 低剂量
下来见发生率升高．
在小鼠107周致癌性试验中 ， 经口给药剂量为10 、 60 、

200mg/kg／天。 200mg/kg／夫（按AUG推算， 全身暴露量相当于人
40mgl天暴露量的2日倍）剂量组葫物可觅肝细胞腺瘤／癌友生率ii
m，低剂量下未见发生率升高。

［药代动力学】
在国外完成的药代动力学研究结果：
吸收’本品口服5小时后血药浓度迟到蜂值。绝对生物利用

度为20%。
分布：瑞舒伐他汀被肝脏大量摄取 肝脏是胆固醇合成及

LDL C清除的主要部位。瑞舒伐｛也汀的分布容积约为134L，瑞吉于
伐｛也汀的血浆蛋白结合率（主要是自蛋白）约为90%。

代谢：瑞舒伐他汀发生有限的代谢（约10%）。用人肝细胞进
行的体外代谢研究显示，瑞舒伐他汀是细胞色素P450代谢的弱
底物。参与代谢的主要的用工酶是GYP 2C9, 2C19、 3A4和206
参与代谢的程度较低。 己知的代谢产物为N位去甲基和内醋代
谢物。 N位去甲墓代谢物的洁性tt瑞舒伐他汀if!:50%，而内E旨代谢
物被认为在临床上无活性。

对循环中的HMG- CoA还原酶的仰和j活性 90%以上来自瑞
舒伐他i丁。

排泄：约90%剂量的瑞舒伐他汀以原形随粪便排出（包指吸收
的相未吸收的活性物质），其余部分通过尿液排出。尿中约5%为
原形。 血浆清除半衰期约为19小时．清除半衰期习之随剂量增加而
延长。血浆清除率的几何平均值约为50υ小时（变异系鼓为21.7%）。
和其它HMG - CoA还原酶抑制剂一样 肝脏对瑞舒伐他汀的摄取
涉及膜转运子OATP-C, i茧转运子在E肝脏对瑞舒伐他汀的清除中很
重要。
线性：瑞舒tt{I也汀的全身暴露量随刑；；成比例培Ila.－乡茨坦F

后的药代动力学参数不变。
口mi剂量中仅约10%的瑞舒伐他汀发生代谢叮主要是N位

去甲基。
特殊人醉：
年龄相性别－年龄或性别对于瑞舒伐他i丁的药代动力学不产生

苦苦｜临床意义影响。
肾功能不全：在－Ijjj对不同程度肾功能损害患者迸行的研

究中 轻度和中度肾脏疾病对瑞舒伐他汀或N－去甲基代谢物的血
浆浓度没苦苦影响。但是与健原志愿者相比t 严重肾功能损害（肌西
清除率＜30ml/min）患者的血药浓度馆加3倍， N云田基代谢物的
血药浓度增加9倍。 血液透析患者的瑞舒伐他汀的稳态血药浓度
比健康志愿者高约50%。
肝功能不全：在一项对不同程度肝功能损害患者进行的研

究申， 没有证据表明Child - Pughi平分不超过7的受试者的暴露量
有升高O if12例Child - Pughi平分为侨凹的患者，他们的瑞舒伐他
汀暴露量比那些Child - Pug hi平分值低的患者堪高至少2倍。尚无
Child-Pugh评分超过9的受试者的使用经验。
人种：国外的药代动力学研究显示叮亚洲人（包括中国人）受试

者的血药浓度时闽曲线下面积（AUG）中位值和峰浓度（C，.，）约为
西方高加索人受试者的2倍。人群药代动力学分析显示 在高加
索入和黑人组中， 药代动力学无临床相关的差异。
在中国选行的中国人健康志愿者药代动力学研究的结果回
本研究对5、 10、 20毫芫瑞舒伐他汀钙片单；欠给药和多次给

药后的中国人健康志愿者的药代动力学参数进行了测定。 单；欠
给药后， tm，.申位值的范围在2 . 5 5小时， 随后呈指数降低。 半
袤期（t ， ，）为 11 至12小时左右。 多次给药的第3天，血药浓度这垂l
稳态。 多次给药后的药物蓄积很少， 且与剂量无关。

本研究与此前在新加饿和美国完成的有关中国人健康志愿者
的药代动力学研究. 丑角定了瑞舒伐他汀钙在中国人健康志愿者中
的药代动力学特性。 在这三个研究中。瑞舒伐他汀钙的药代动力
学参数相似。

【贮藏】
密封t 在干燥处保存。

【包装】
铝／铝塑泡包装， 7片／板／盒。

【有效期】
36个月

【执行标准】
5mg 进口药品注册标准JX20050198
10mg相20mg ·进口药品注册标准JX20030283

【批准文号】
进口药晶大包装注册证
(1) 5 mg H20110564 
(2) 10 mg H20110562 
(3) 20 mg H2011 0560 
迸口药品小包装注册证
(1) 5mg H20110565 
(2) 10 mg H2011 0563 
(3) 20 mg H20110561 
分包装批准文号
(1) 5 mg 国药；佳字J20120005
(2) 10 mg 国药；佳字J20 1 20006
(3) 20 mg 圈药；佳字J20120007

【笠严企业】
企业名称 IPR PHARMACEUTICALS INCORPORAT ED 
生产地址 CARR 188 LOTE 17, SAN ISIDRO INDUSTRIAL PARK, 

PO BOX 1624, CANOVANAS』 PUERTO RICO 00729 
分包装企业各称阿斯利康和l药有限公司
分包装企业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新区黄山路2号
邮政编码 214028 
质量投诉电话 。510 8522 0000. 800 828 1755 
产品信息免费咨询电话 800 820 8116. 400 820 811 6 
传真号码 021 - 5298 4474 
网址 www.astrazeneca .com.cn

Astr也neca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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