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始服用 
 JYNARQUE®（托伐普坦）

治疗过程须知

请阅读包括加框警告
在内的完整处方信息
以及用药指南。

访问JYNARQUE.com了解更多信息

适应症和重要安全信息摘选：

JYNARQUE是什么？

JYNARQUE是一种处方药，用于存在病情快速进展风险的常染色体显性多囊肾病

(ADPKD)成人患者，延缓肾功能的下降。JYNARQUE对于儿童是否安全和有效尚不

明确。

严重的肝脏问题。JYNARQUE可能引起严重肝脏问题，导致需要肝脏移植或导致死

亡。如果您出现以下任何症状，应立即停止服用JYNARQUE，并致电您的医护人员：

感觉疲劳、食欲不振、恶心、胃（腹部）右上方疼痛或压痛、呕吐、发热、皮疹、发痒、 

皮肤和眼白变黄（黄疸）、尿色加深。

非真实患者。

https://www.otsuka-us.com/sites/g/files/qhldwo4836/files/media/static/JYNARQUE-PI.pdf
https://www.jynarque.com/media/10US21EBC0225-Chinese-Version-of-Medication-Guide.pdf
http://JYNARQUE.com


2

祝贺您
决定使用JYNARQUE®

在这本小册子中，您会找到您需要了解的关于开始服用
JYNARQUE的知识。

您可以访问JYNARQUE.com了解更多信息，并注册获取电
子邮件更新消息。

ADPKD=常染色体显性多囊肾病。

进行下一步！

请参阅第14-15页的
重要安全信息。

（托伐普坦）来延缓您 
 ADPKD的进展

http://JYNARQU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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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症：

JYNARQUE是什么？
JYNARQUE是一种处方药，用于存在病情快速进展风险的常染色体显性多

囊肾病(ADPKD)成人患者，延缓肾功能的下降。JYNARQUE对于儿童是

否安全和有效尚不明确。

重要安全信息摘选：

• �严重的肝脏问题。JYNARQUE可能引起严重肝脏问题，导致需要肝脏移

植或导致死亡。如果您有以下任何症状，应立即停止服用JYNARQUE，

并致电您的医护人员：

-  感觉疲倦

-  食欲不振

-  恶心

-   胃（腹部）右上方疼痛或压痛

-  呕吐

-  发热

-  皮疹

-  发痒

-   皮肤和眼白变黄（黄疸）

-  尿色加深

请参阅第14-15页的
重要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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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专门药房获得JYNARQUE®  

pantherxrare.com

(833) 599-2245 

alliancerxwp.com

(800) 480-9052

optum.com

(877) 719-6330

只通过3家经REMS认证的药房提供JYNARQUE

您在专门药房的体验和在传统药房会有所不同。与传统药房不同， 
专门药房每个月都会及时将治疗药物配送给您，因此您无需自己去取

JYNARQUE。

许多专门药房还提供临床和指导支持、JYNARQUE服用帮助，以及实
验室化验和续药提醒。

如果您不知道将使用哪个药房，请咨询您的肾脏科医生。

REMS=风险评估和缓解策略。

请参阅第14-15页的
重要安全信息。

（托伐普坦）

http://pantherxrare.com
http://alliancerxwp.com/
http://optum.com


5

收到第一批处方药之后，药房将每月联系您一次以安排续药。保存您的
药房的电话号码，这样您就不会错过他们的任何电话，并且可在出现问

题时轻松联系到他们。药房可24/7全天候为您提供服务，并可根据要
求提供翻译。

获得�JYNARQUE®（托伐普坦）的程序将包括与您的专门药房

进行几次谈话，讨论您的治疗方法：

在医生给您开具JYNARQUE处方后不久，您的专门药房将与您取得 
联系。药房将询问您首选的联系方式，并制定计划，帮助您在药物送达

时开始服用JYNARQUE进行治疗。

不要忘记询问您的肾脏科医生和药房，

您是否有资格获得共付额援助

在您获得第一批处方药之前，您需要接受血液检查

提醒

请参阅第14-15页的
重要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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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降低您肝脏损伤的风险，您在开始服用JYNARQUE之前必
须接受血液检查，然后在开始服药2周和4周后接受血液检查

在接下来接受JYNARQUE治疗的18个月内，您需要每个月接受一次血液
检查。

在这之后，您只需要每3个月接受一次血液检查便可继续服用

JYNARQUE。

通过专门药房获得JYNARQUE® 

 （托伐普坦）（续）

请参阅第14-15页的
重要安全信息。

基线血液检查
开始服用JYNARQUE前

开始服用JYNARQUE

血液检查
开始服用JYNARQUE后2周

血液检查
开始服用JYNARQUE后4周

血液检查
每个月的月底

血液检查
每3个月周期结束时

第0天

第14天

第28天

第2-18
个月

第21个月
及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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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您的肾脏科医生办公室合作，加入REMS计划，并在整个治疗过程中
持续进行血液检查

提醒

在临床试验中，

您的肾脏科医生将需要在您服用 JYNARQUE®（托伐普坦）期间监
测您的肾脏健康状况

给您开具JYNARQUE处方后，您将加入REMS计划，这是一个特别安全
计划，您的肾脏科医生会监测您的血液检查结果，以降低您肝脏损伤的 

风险。JYNARQUE可能引起严重和可能致命的肝脏损伤。您的肾脏科医生会
在您的定期血液检查中监测您的肝功能。

只有当您和肾脏科医生持续监测您的肝脏健康时，专门药房才会为您

配送处方药。您必须定期完成血液检查方可获得JYNARQUE

在接受托伐普坦治疗的1487名患者中，有3名(0.2%)出现了
严重的肝脏损伤

在JYNARQUE的服用者中，有5%出现肝脏损伤体征，而在安慰剂的

服用者中只有1%出现此类情况

JYNARQUE可能引起严重肝脏问题，导致需要肝脏移植或
导致死亡。

停用JYNARQUE之后，肝脏损伤体征通常在1到4个月之内消失

请参阅第14-15页的
重要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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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YNARQUE®

 （托伐普坦）如何送达？

一旦您加入了REMS计划，并和专门药房确认了送货地址，
您的JYNARQUE迎新套装就会发出！

迎新套装是一个盒子，里面包含了您需要的所有支持材料，帮助管
理治疗过程。套装里面包括一本患者手册、一张提示和技巧卡以及
一个32盎司的水瓶。

请参阅第14-15页的
重要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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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JYNARQUE的一些有用提示

•  除您的肾脏科医生另有建议之外，一天服用JYNARQUE两次。

起床时服用第一剂；8小时后服用第二剂。在第一剂之后8小时
服用第二剂，可帮助减少夜间起床排尿的次数

    -  您的肾脏科医生可能会增加您服用JYNARQUE的剂量， 
以确保其发挥最大作用

•  务必两次均服用处方剂量的JYNARQUE，确保其全天发挥作用

•  JYNARQUE可与食物同服，也可单独服用

•  在接受JYNARQUE治疗期间请勿喝葡萄柚汁，否则会导致您血
液中存留的托伐普坦过多

•  如果您漏服了一剂JYNARQUE，请勿服用双倍剂量。在正常服
用时间服用下一次剂量

您和您的肾脏科医生将共同来确定适合您的JYNARQUE剂量

JYNARQUE的起始剂量为每日60毫克。

如何服用JYNARQUE® 

 （托伐普坦）

JYNARQUE以3种剂量组合提供：每日60毫克、每日90毫克和每日120毫克。

请参阅第14-15页的
重要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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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剂之后8小时服用第二剂，可帮助减少夜间起床排尿的次数

提醒

*所示药片并非实际大小。

每周以泡罩包装提供JYNARQUE，并标记一周天数。上午剂量
和下午剂量分别用“AM”和“PM”清楚标记

JYNARQUE有3种剂量组合*：

第1片
（醒来后）

第2片
（8小时后）

如何服用JYNARQUE®（托伐普坦）（续）

+

+

+

起始剂量

（60毫克） 45毫克

30毫克

30毫克

15毫克

60毫克

90毫克

中剂量

（90毫克）

最高剂量

（120毫克）

请参阅第14-15页的
重要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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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肝脏问题病史或有肝脏问题的体征或症状，不包括多囊性肝病

•  无法感觉到是否口渴或无法通过喝水补充水分 

•  曾被告知血液中的钠（盐）含量过高或过低

•  脱水

•  对托伐普坦或JYNARQUE的任何成分过敏 

• 无法排尿

应对副作用会有一定困难。如果您一直在服用JYNARQUE，但是遇到了

副作用方面的问题，请咨询您的肾脏科医生、护士或药剂师，看看他们是

否能提供任何有用的建议。此外，您还可以访问JYNARQUE.com获得

一些有用资源。

 如果我无法忍受JYNARQUE® 

（托伐普坦）的副作用，该怎 
 么办？

哪些人不应该服用JYNARQUE® 

 （托伐普坦）？

JYNARQUE不适用于有以下情形的患者

请参阅第14-15页的
重要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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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冢患者支持也提供以下帮助

•  如果您的保险承保出现延误，免费提供药物治疗

• 实验室化验支持

大冢努力在您服用JYNARQUE的过程中成为您的得力伙伴。无论您是刚刚开
始接受治疗，还是需要帮助才能坚持下去，我们提供很多信息和服务，可以为
您的每一步提供帮助。

大冢实验室支持计划提供抽血帮助

•  您可以在Labcorp或Quest Diagnostics接受免费血液检查。向您的肾
脏科医生索取大冢实验室支持申请表。如果您不住在实验室附近，我们
会派一名抽血医师到您家中采集血样。即刻致电预约上门采样： 

(888) 302-7652，周一至周五东部时间上午10:30至晚上8点

•  请咨询您的肾脏科医生，帮助您加入大冢患者支持计划，以获得免费的
实验室化验，这很重要*

 大冢的JYNARQUE®

（托伐普坦）社区随 
 时提供帮助

请参阅第14-15页的
重要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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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电(855) 242-7787联系大冢患者支持中心，了解更多关于药物、 
患者就医方面的信息，以及在引导您的治疗过程方面提供的援助

提醒

* 假设每月只有一张28天的供应处方。如果一个日历月有多张处方，那么患者当月付款
可能超过10美元。处方不可转让。如果患者未满18岁，或者通过任何州计划或联邦医
疗保健计划（包括但不限于医疗保险或医疗救助[包括医疗救助管理的医疗]、差额保险
[Medigap]、退伍军人医疗保险[VA]、DOD或军人健康保健系统[TRICARE]）全部或
部分投保，则不符合资格。仅在美国和波多黎各有效。在法律禁止、税收或限制的领域 
无效。其他限制可能适用。本计划并非医疗保险。大冢制药美国有限公司有权随时撤销、 
取消或修订此计划，恕不另行通知。您参加本计划，确认本要约与您的承保范围一致， 
在保险公司提出要求时您将报告收到的金额。您使用本计划时，证明您理解并将遵守计划
的规则、条款和条件。

与朋辈辅导员联系

•  和朋辈辅导员交谈，听听他们服用JYNARQUE®（托伐普坦）的体验

•  想要和朋辈辅导员交谈，请致电(855) 415-7459或访问 

www.adpkdpeermentorprogram.com

与患者指导联络员(PEL)交谈

•  PEL是持有执照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他们可以提供有关REMS计划的指导， 
审查获得治疗的步骤，提供寻找有用资源的指导，并针对有关保险的问题提
供支持

•  PEL在大冢患者支持中心的服务时间是上午9点至下午5点：(855) 242-7787

请参阅第14-15页的
重要安全信息。

http://www.adpkdpeermentorprogr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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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症：
JYNARQUE是什么？
JYNARQUE是一种处方药，用于存在病情快速进展风险的常染色体显性多囊肾
病(ADPKD)成人患者，延缓肾功能的下降。JYNARQUE对于儿童是否安全和有
效尚不明确。

重要安全信息：

•  严重的肝脏问题。JYNARQUE可能引起严重肝脏问题，导致需要肝脏移植或
导致死亡。如果您有以下任何症状，应立即停止服用JYNARQUE，并致电您
的医护人员：

-  感觉疲倦
-  食欲不振
-  恶心
-   胃（腹部）右上方疼痛或压痛
-  呕吐

您在开始服用JYNARQUE之前应接受血液检查，以协助降低肝脏问题的风险，
这很重要。您的医护人员将在以下时间做血液检查，检查您的肝脏：

• 在您开始服用JYNARQUE之前
• 在您开始JYNARQUE治疗后2周和4周
• 然后在JYNARQUE治疗期间的18个月内每月一次�
• 以及此后每3个月一次

因为存在导致严重肝脏问题的风险，所以JYNARQUE只能通过一项名
为“JYNARQUE风险评估和缓解策略(REMS)”计划的受限给药计划提供。

如果您有以下情形，请勿服用JYNARQUE：
• 有肝脏问题病史或有肝脏问题的体征或症状，不包括多囊性肝病

• 无法感觉您是否口渴或无法通过喝水补充水分

• 曾被告知您血液中的钠（盐）含量过高或过低

• 脱水

• 对托伐普坦或JYNARQUE的任何成分过敏

• 无法排尿

告诉医护人员您的所有医疗状况，包括您是否有以下情形：

• 有钠（盐）含量过低的病史

-  发热
-  皮疹
-  发痒
-   皮肤和眼白变黄（黄疸）
-  尿色加深

JYNARQUE®（托伐普坦） 
的适应症和重要安全信息

请阅读包括加框警告在内的完整处方信息以及用药指南。

https://www.otsuka-us.com/sites/g/files/qhldwo4836/files/media/static/JYNARQUE-PI.pdf
https://www.jynarque.com/media/10US21EBC0225-Chinese-Version-of-Medication-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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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怀孕，或计划怀孕。目前尚不清楚托伐普坦是否对胎儿有害。如果您已怀孕
或认为您可能怀孕，请告诉您的医护人员

•  正在哺乳或打算哺乳。目前尚不清楚托伐普坦是否会进入乳汁。在接受
JYNARQUE治疗期间请勿哺乳。请咨询医护人员了解在此期间的最佳婴儿喂
养方式

请将您所有的用药都告知医护人员，包括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维生素和草药补品。

•  JYNARQUE与某些药物同时服用可能导致您的血液中托伐普坦过多。 
JYNARQUE不得与某些药物同时服用。您的医护人员可告诉您JYNARQUE 
与其他药物同时服用是否安全

• 在未事先咨询医护人员的情况下，请勿开始使用任何新药

JYNARQUE可能导致严重的副作用，包括：
•  您血液中钠过多（高钠血症）和体液流失过多（脱水）。在有些情况下，脱水

可能引起体液极度流失，称为低血容量症。您口渴时应当喝水，白天和夜里都
应当喝。如果您因为任何原因无法喝到足够的水，例如无法获得水，或者呕吐
或腹泻，则应停止服用JYNARQUE，并致电医护人员。如果您有以下任何 
症状，请告诉您的医护人员：

-  眩晕
-  昏厥
-  体重减轻

在服用JYNARQUE期间您应避免做什么？
在接受JYNARQUE治疗期间请勿喝葡萄柚汁，否则会导致您血液中存留的托伐
普坦过多。

JYNARQUE最常见的副作用包括：
• 口渴和液体摄入量增加
•  尿量增多、尿频和夜尿

这些并不是JYNARQUE的所有潜在副作用。请将任何令您困扰或持续出现的副
作用告知您的医护人员。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咨询您的医护人员或药剂师。

如果您对自己的健康或药物有任何问题，请咨询您的专业保健医生。

如果要报告疑似不良反应，请致电1-800-438-9927联系大冢制药美国有限 
公司，或者拨打1-800-FDA-1088或登录网址www.fda.gov/medwatch与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取得联系。

-  心搏变化
-  感觉混乱或虚弱

JYNARQUE®（托伐普坦）的适应症和重要安全信息（续）

请阅读包括加框警告在内的完整处方信息以及用药指南。

http://www.fda.gov/medwatch
https://www.otsuka-us.com/sites/g/files/qhldwo4836/files/media/static/JYNARQUE-PI.pdf
https://www.jynarque.com/media/10US21EBC0225-Chinese-Version-of-Medication-Guide.pdf


请阅读包括加框警告在内的完整处方信息以及用药指南。

点赞并关注JYNARQUE

@jynarque_tolvaptan @JYNARQUEfb.com/JYNARQUE

访问JYNARQUE.com了解更多信息

© 2022年大冢制药美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保留所有权利。 2022年3月 10US22EBC0008

对开始服用JYNARQUE® 

 （托伐普坦）还有其他问题吗？

https://www.otsuka-us.com/sites/g/files/qhldwo4836/files/media/static/JYNARQUE-PI.pdf
https://www.jynarque.com/media/10US21EBC0225-Chinese-Version-of-Medication-Guide.pdf
https://www.instagram.com/jynarque_tolvaptan/
https://twitter.com/JYNARQUE
http://fb.com/JYNARQUE
http://JYNARQUE.com
https://twitter.com/jynarque
https://www.facebook.com/JYNARQUE
https://www.instagram.com/jynarque_tolvapt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