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求另一个层 
次的缓解

适用于患有慢性特发性便秘 (CIC)  
或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 (IBS-C) 的成人

Trulance 可帮助您增加正常规律的排便， 
减轻 IBS-C 相关腹痛并降低腹泻的发生率。*

*在临床试验中与安慰剂进行比较

什么是 Trulance？
Trulance®（普卡那肽）3 mg 片剂是一种成人用处方药，用于治疗
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 (IBS-C) 和慢性特发性便秘 (CIC)。“慢性”意味
着便秘的持续时间长。“特发性”意味着便秘的原因尚不清楚。目前
尚不清楚 Trulance 在未满 18 岁的儿童中是否安全有效。

关于 Trulance，我最应了解哪些重要信息？
• 禁止让年龄在 6 岁以下的儿童服用 Trulance。这可能会对他们

造成伤害。
• 不应让年龄在 6 岁至 18 岁以下的儿童服用 Trulance。这可能会

对他们造成伤害。
• 如果医生告知您，您患有肠阻塞（肠梗阻），请勿服用 

Trulance。

请参阅以下页面上的其他重要安全信息，并单击此处查看 
包含药物指南的完整处方信息。



什么是便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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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便秘困扰的人并非只有您一个。每个人都可能曾有
过便秘的经历。便秘的两种常见类型为慢性特发性便
秘 (CIC) 和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 (IB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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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的美国成年 
人患有 CIC

便秘的症状  
便秘的症状可能包括排便频率低或排便困难、腹胀、过度
用力、不适，以及总感觉排不尽。尽管 CIC 和 IBS-C 有许
多相同的症状，但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CIC
一种长期出现上述症状且原因未知的疾病。 

“慢性”意味着便秘的持续时间长或持续复发。“特发性”意味
着便秘的原因尚不清楚。

IBS-C 
除慢性便秘的症状外，IBS-C 患者还会出现腹痛。

1/20 的成年
人患有 IB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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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便分类的重要性
布里斯托大便分类直观地展示了 7 种不同的排便类型。排
便类型 4 - 分类表将其描述为光滑柔软的香肠状或蛇形，无
块状或多余液体，被认为是正常形状。类型 1 或类型 2 通
常被认为是便秘，而类型 6 或类型 7 通常被认为是腹泻。

分散的硬块，形似坚果（排便困难）。
类型 1

香肠状，但表面凹凸。
类型 2

香肠状或蛇形，光滑柔软。
类型 4

边缘清晰的柔软块状。
类型 5

粗边蓬松块，糊状大便。
类型 6

精选重要安全信息
在服用 Trulance 之前，请告知您的医生：
• 您是否有其他任何医疗状况。
• 您是否已怀孕或计划怀孕。目前尚不清楚 Trulance 是否会

对未出生的宝宝造成伤害。

水状，无固体块（完全液体）。
类型 7

香肠状，但表面有裂纹。
类型 3

布里斯托大便分类表

改编自 Lewis SJ, Heaton KW.Stool form scale as a useful guide to intestinal 
transit time.Scand J Gastroenterol.1997;32:920-924.

请参阅以下页面上的其他重要安全信息，并单击此处查看 
包含药物指南的完整处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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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交谈 
尽管谈论起来可能很尴尬，但告知医生您通常的排便类型可
帮助你们制定对您和您的身体都有效的治疗计划。 

然后，请务必询问以下几个简单的问题： 
1. 我的大便应该是什么硬度？
2. 我每周应该排便几次？
3. Trulance 对治疗我的便秘有帮助吗？

需要更多定制讨论工具？  
请访问 Trulance.com/DDG 创建您的个性化医生讨论指南。 

2. 您尝试治疗相关症状多长时间了？

0-6 个月

6-12 个月

1-2 年

2-4 年

4 年以上

为帮助对话的开展，请让您的医生了解：
1.  您经历过以下哪些便秘症状？

每周排便少于 3 次

排便困难

腹痛

过度用力

排便后没有排尽感

其他

3. 不服用药物时，您的大便最常为左侧布里斯托大便分类表
中的哪一类？

类型 1

类型 2

类型 3

类型 4

类型 5

类型 6

类型 7



什么是 
Trulance®？
无论您是刚被诊断出 CIC 或 IBS-C 或是已患上
一段时间，与安慰剂（糖丸）组相比，Trulance 
都能帮助您增加，正常规律的排便。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Trul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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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lance 可帮助 
IBS-C 患者减轻腹痛

Trulance 可在短短 24 小时内帮助您缓解便秘。*
*在临床研究中，不使用泻药即可看到结果。

Trulance 可帮助您增加正常规律的排便*
                                  *与安慰剂（糖丸）组相比 

在 12 周的研究期内在患者中对 Trulance 进行了测试。 

在参与研究之前，

• 患者一周内有 2 次自发排便（任
何类型的排便）。Trulance 帮助
患者在一周内实现 5 次自发排便

• 患者在 3 周内约有一次完全自发
排便（有排尽感的排便）。 
Trulance 帮助患者在一周内实现 3 次完全排便

Trulance 帮助患者拥有“正常”（光滑柔软
的香肠状或蛇形）的大便或排便形式

精选重要安全信息
在服用 Trulance 之前，请告知您的医生（续）：。
• 您是否正在母乳喂养或计划母乳喂养。目前尚不清楚 

Trulance 是否会进入母乳。请与您的医生讨论服用 Trulance 
时喂养婴儿的最佳方式。

• 您服用的所有药物，包括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维生素以及草
药补充剂。

请参阅以下页面上的其他重要安全信息，并单击此处查看 
包含药物指南的完整处方信息。



Trulance 如何发挥功
效，有何特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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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重要安全信息
Trulance 的常见副作用是什么？
腹泻是最常见的副作用，有时可能会很严重。腹泻通常在 
Trulance 治疗的前 4 周内开始出现。如果出现严重腹泻，
请停止服用 Trulance，并立即给您的医生打电话。
这些并非 Trulance 所有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如果存在任何
对您产生困扰或持续的副作用，请告知您的医生。 

Trulance 的功效类似于您体
内的天然尿鸟苷蛋白，有助
于在肠道中提供适量液体。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Trulance.com



Trulance 可复制人体的自
然行为* 
Trulance 是首款旨在模仿尿鸟苷蛋白（人体内的一种天然
肽）功效的药物，适用于 CIC 和 IBS-C 患者。为明晰尿
鸟苷蛋白的功效，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消化过程中体内
的变化。

Trulance 和尿鸟苷蛋白有什么区别？
Trulance 与您身体自然生成的尿鸟苷蛋白非常相似，但 
Trulance 分子存在一小处改变，使其可以更好地附着在小
肠中。
通过复制尿鸟苷蛋白的活性，Trulance 还可为 IBS-C 患者提
供适量液体，以形成正常大便并减轻腹痛。Trulance 对 CIC 
和 IBS-C 的益处和安全性已得到充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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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活性在动物研究中可见。尚不清楚与人体的相关性。

进食后，食物在胃和肠道内分解

在消化过程中，液体有助于调节粪便硬度

如果液体过少，可能会导致便秘，而液体过多则可能会
导致腹泻

尿鸟苷蛋白存在于胃肠道中，在小肠中功效最强（基于
该区域不断变化的 pH 值），可提供适量液体以形成正
常大便*

尿鸟苷蛋白还可减轻腹痛*

请参阅以下页面上的其他重要安全信息，并单击此处查看 
包含药物指南的完整处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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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 Trulance 
之前我需要了
解什么？

充分利用 Trulance

为获得最佳效果，应每天服用 Trulance 或遵循医嘱服用。 

请记住，效果可能会因人而异，某些人症状的缓解可能比其
他人更快。

Trulance 是一种适用于 CIC 或 IBS-C 成人患者
的药物，每日服用一次

• 不包含乳糖或麸质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with constipation

Chronic idiopathic constipation

K58.1

K59.04

ICD-10 codes*

Once-daily 
tablet

Any time 
of day

With or 
without food

X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Trulance.com



Trulance 可在一天中的任
何时间服用，可用食物送
服，也可单独服用
计划您的日程时您不必顾虑服药时间。Trulance 服用时间
灵活，有助于您掌控自己的日程安排。

Trulance 的安全性已得到充分研究
少于或等于 5% 的患者出现腹泻，安慰剂组中这一数值
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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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重要安全信息
关于 Trulance，我最应了解哪些重要信息？ 
•  禁止让年龄在 6 岁以下的儿童服用 Trulance。这可能

会对他们造成伤害。
•  不应让年龄在 6 岁至 18 岁以下的儿童服用 Trulance。

这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伤害。
•  如果医生告知您，您患有肠阻塞（肠梗阻），请勿服用 

Trulance。

并非有效处方，仅用于说明目的。

请参阅以下页面上的其他重要安全信息，并单击此处查看 
包含药物指南的完整处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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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Trulance？
Trulance®（普卡那肽）3 mg 片剂是一种成人用处方药，用
于治疗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 (IBS-C) 和慢性特发性便秘 (CIC)
。“慢性”意味着便秘的持续时间长。“特发性”意味着便秘的
原因尚不清楚。目前尚不清楚 Trulance 在未满 18 岁的儿
童中是否安全有效。

关于 Trulance，我最应了解哪些重要信息？
• 禁止让年龄在 6 岁以下的儿童服用 Trulance。这可能会

对他们造成伤害。
• 不应让年龄在 6 岁至 18 岁以下的儿童服用 Trulance。

这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伤害。
• 如果医生告知您，您患有肠阻塞（肠梗阻），请勿服用 

Trulance。

在服用 Trulance 之前，请告知您的医生：
• 您是否有任何其他医疗状况。
• 您是否已怀孕或计划怀孕。目前尚不清楚 Trulance 是否

会对未出生的宝宝造成伤害。
• 您是否正在母乳喂养或计划母乳喂养。目前尚不清楚 

Trulance 是否会进入母乳。请与您的医生讨论服用 
Trulance 时喂养婴儿的最佳方式。

• 您服用的所有药物，包括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维生素以
及草药补充剂。

Trulance 的常见副作用是什么？
腹泻是最常见的副作用，有时可能会很严重。腹泻通常在 
Trulance 治疗的前 4 周内开始出现。如果出现严重腹泻，
请停止服用 Trulance，并立即给您的医生打电话。
这些并非 Trulance 所有可能出现的副作用。  如果存在任何
对您产生困扰或持续的副作用，请告知您的医生。 
我们鼓励您向 FDA 报告副作用。请访问 www.fda.gov/
medwatch 或致电 1-800-FDA-1088。或者，您也可以拨
打 1-877-361-2719 向 Bausch Health 报告不良反应。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Trulance.com

请参阅以下页面上的其他重要安全信息，并单击此处查看 
包含药物指南的完整处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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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付处方费用方面存在困难？ 
请联系 888-869-8869 以查看您是否有资
格获取额外的财务援助支持。

要报名参加 

折扣卡 
计划，请访问  

Trulance.com/savings

*请参阅封底的条款和条件。

Trulance 折扣卡
符合条件*的商业保险患者只需支付 $25 即可
获得长达 90 天的 Trulance 供应。 

请参阅以下页面上的其他重要安全信息，并单击此处查看 
包含药物指南的完整处方信息。



Trulance® 是 Salix Pharmaceuticals 的注册商标。 
© 2020 Salix Pharmaceuticals 或其附属公司。  
TRU.0122.USA.20    07/20

只需支付 $25*，即可获得长
达 90 天的药物供应
要获取 Trulance 折扣，只需执行以下操作即可：
1. 获取 Trulance 处方
2.  从您医生的办公室获取 Trulance 折扣卡或在  

Trulance.com/Savings 网页上打印折扣卡
3.  请按照 Trulance.com/Savings 网页上的说明 

进行操作以激活您的卡

*‡ 条款和条件：如果患者参加了承保处方药的任何联邦或州医疗计
划，例如 Medicaid、Medicare、Medigap、VA、DOD、TRICARE，或任何
类似的联邦或州医疗计划（都属于政府计划），或者要求该等计
划赔付或向该等计划提交了赔付申请，或者有相关法律禁止，则
患者不符合条件。患者必须参加了商业保险计划，并且必须要求
该计划赔付或向该计划提交了赔付申请。此优待不包括全额现金
支付患者。为符合此优待的资格，患者的自付额必须为每张处方
至少 $25。存在最高折扣限额；患者的自付额可能会有所不同。计
划参与者必须年满 18 岁且未满 65 岁。此优待仅在美国和波多黎各
有效，在法律禁止的地方无效。请在 Trulance.com 查看完整的计划
条款、条件和资格标准。此优待对每年至多 12 张处方有效。 

•  禁止让年龄在 6 岁以下的儿童服用 Trulance。这可能会
对他们造成伤害。

•  不应让年龄在 6 岁至 18 岁以下的儿童服用 Trulance。 
这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伤害。

•  如果医生告知您，您患有肠阻塞（肠梗阻），请勿服用 
Trulance。

精选重要安全信息

•  符合条件‡的商业保险患者只需自付 $25 即可获得长达 90 天的药物供应

请参阅以下页面上的其他重要安全信息，并单击此处查看 
包含药物指南的完整处方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