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您病程管理 
的重要一步

请阅读有关开始JYNARQUE® (托伐普坦)治疗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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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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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食欲不

振、皮疹、恶心、发痒、胃（腹部）右上方疼痛或压痛、皮肤和眼白变黄（黄疸）、呕吐、尿色

加深。

请参阅第13-14页的 重要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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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信息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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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开始使用JYNARQUE® (托伐普坦) 
开始使用JYNARQUE进行治疗对您的ADPKD病程来说是一种积极的选择。尽管有所进展

值得振奋，但有疑问也很正常。 

在本文件中，您将找到帮助管理治疗所需的关键信息，从所需的实验室工作，到与专门药

房合作，再到了解治疗的预期作用。花些时间熟悉自己的情况。因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可以让您满怀信心地前行。



为什么选择JYNARQUE® (托伐普坦)?

您的医生为您开具JYNARQUE处方是因为您面临ADPKD快速进展的风险。经过
多年的治疗，JYNARQUE可能通过延缓肾功能衰退来改变您的病程。

在开始JYNARQUE治疗时，请记住这是一项长期治疗，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显
示出效果。

研究人员已证实，在具有病情快速进展风险的ADPKD 
成人患者中，JYNARQUE可延缓肾功能衰退。

JYNARQUE 
的作用机制

JYNARQUE通过抑制血管加压素（一种可
导致囊肿生长的激素）发挥作用。ADPKD
患者体内的血管加压素过多。JYNARQUE
可阻断肾脏中血管加压素的结合，使囊肿
更难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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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信息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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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评估和缓解策略(REMS)计划 
您和您的医生是一项安全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通过降低肝脏损伤的风险来帮助保证您的安全。 

JYNARQUE® (托伐普坦) REMS计划为确保您的安全而设立，因为JYNARQUE可能引起严重和

可能致命的肝脏损伤。该计划用于确保您的医生监测您的肝功能。 

•   在临床试验中，有0.2%的托伐普坦治疗患者发生严重肝损伤，而在安慰剂治疗的患者中这

一比例为0%。及时停用JYNARQUE后，不再有任何肝脏损伤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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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降低您的肝脏损伤风险，需要进行血液检查。

开始服用
JYNARQUE

基线血液检查 

开始服用 
JYNARQUE前

血液检查

开始服用JYNARQUE
后4周

血液检查

开始服用JYNARQUE
后2周

血液检查

每个月的月底

第0天 第28天 第14天 第21个月及以后 第2 – 18个月

为了降低服用JYNARQUE® (托伐普坦)期间的肝脏损伤风险，您在开始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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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在接受JYNARQUE治疗的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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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jynarque.com/helpful-adpkd-resources#calendar下载包含您的血液检查日期的 
JYNARQUE REMS日历

Please read IMPORTANT SAFETY INFORMATION on pages 14-15.

安排所需的血
液检查

血液检查

每3个月周期结束时

https://jynarque.com/helpful-adpkd-resources#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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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副作用：需密切注意

•  详细了解这些副作用、严重肝脏问题，以及第4-5页的 JYNARQUE REMS安全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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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和夜里都要喝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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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搏变化

 • 昏厥    • 感觉混乱或虚弱

 • 体重减轻

如果您出现上述任何症状，请立即致电您的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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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NARQUE® (托伐普坦)最常见副作用的三个应对技巧 

请访问 JYNARQUE.com 查看可帮助您找到附近洗手间的应用程序

起床后立即服用第一剂, 
整8小时后服用 

第二剂

提前了解洗手间的位置

随身携带一瓶水 

最常见副作用：预计会发生 
由于JYNARQUE在肾脏中的作用机制，通常会出现过度口渴和尿频。

JYNARQUE在肾脏中发挥作用，以阻断控制体内水量的血管加压素。在JYNARQUE治疗期间，您
的身体维持的水量会减少，这会让您经常口渴，并且排尿次数会增多。

重要安全信息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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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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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JYNARQU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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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专门药房

到目前为止，您已经通过三家REMS认证药房之一获得了第一剂JYNARQUE® (托伐普坦)。因此，
您可能已经了解了专门药房与传统药房的不同之处。

重要安全信息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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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您继续与专门药房合作时，需要记住以下几点：

您的专门药房还提供：

•  临床和教育支持 

•   服用JYNARQUE 
的帮助 

•  关于实验室检查和续 
药的提醒

药剂师可24/7全天候为
您提供服务，并可根据
要求提供翻译。

在您的处方准备就绪
后，专门药房会打电话
给您以安排配送。因
此，请务必接听电话。

未经您认， 
JYNARQUE不会发货。

收到第一剂药物之后，
药房将每月联系您一次
以安排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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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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iancerxwp.com
电话：(800) 480 - 9052

avella.com
电话：(877) 719 - 6330

pantherxrare.com
电话：(833) 599 - 2245

知道该给谁打电话

http://alliancerxwp.com
https://www.avella.com
http://pantherxr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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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所示并非实际尺寸。并非所有剂量规格都包装在一起。

JYNARQUE有3种剂量组合*：

起始剂量（60毫克）

中剂量（90毫克） 

最高剂量（120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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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JYNARQUE® (托伐普坦)剂量 
您和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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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医生可能会增加剂量，以确保治疗效果最佳。

重要安全信息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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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搏变化

   - 昏厥   - 感觉混乱或虚弱

   - 体重减轻



请参阅第13-14页的重要安全信息。

11

服用JYNARQUE® (托伐普坦) 
除医生另有建议之外，一天两次服用JYNARQUE。

•  务必两次均服用处方剂量的JYNARQUE，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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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NARQ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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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泡罩包装上的标签可 
帮助您保持正常服药 

JYNARQUE采用每周剂量泡罩包装形式，包装上标有一周天数。 

上午剂量和下午剂量分别用“AM”（上午）和“PM”（下午）清楚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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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厕所的次数。

 周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上午

下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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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第一代具有ADPKD快速进展风险并

进行自我治疗的患者

在

Meet .com

真实的ADPKD患者。

Joseph

Karen

Elizabeth

Deidre

Anthony Jim

Cari

12

您正在开始一段重要的旅程；要知道
您并非孤立无援
在开始治疗时，请先了解具有ADPKD快速发展风险的男性和女性患者的真实故
事，寻求慰藉。希望他们的故事能激励您、鼓舞您，并一路为您提供支持。

扫描二维码以了解更多信息。

请参阅第13-14页的重要安全信息。

上聆听我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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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NARQUE®（托伐普坦）的适应症和重要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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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热 

- 食欲不振 - 皮疹  

- 恶心 - 发痒  

-  胃（腹部）右上方疼痛或压痛 - 皮肤和眼白变黄（黄疸）

- 呕吐 - 尿色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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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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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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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NARQUE®（托伐普坦）的重要安全信息（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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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搏变化

   - 昏厥   - 感觉混乱或虚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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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登录网址 (www.fda.gov/medwatch) 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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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gov/safety/medwatch-fda-safety-information-and-adverse-event-reporting-program
https://www.otsuka-us.com/media/static/JYNARQUE-PI.pdf
https://www.jynarque.com/sites/g/files/qhldwo1806/files/2019-11/10US19EBC0144%20Chinese%20Version%20of%20Med%20Guide-%20Update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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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JYNARQU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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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NARQUE.com
https://www.otsuka-us.com/media/static/JYNARQUE-P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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