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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药妆店处方药（部分） 
（药店保留处方药分配权） 

 

中文名 外文名 适用症 

莫索尼定 
Physiotens 

Moxonidine 
适用于各期高血压 

速效救心喷剂 

速效救心胶囊 

Isoket spray 
速效救心喷剂 

Isoket comprime retard 

速效救心胶囊 comprime retard 

capsule retard 

非布索坦 Adenuric 痛风及降尿酸药 

预防老年痴呆 Symfona 
提高注意力，记忆力，缓解动脉硬化

引起的痉挛及间歇性跛脚，头晕耳鸣 

前列腺炎 Pratif-T 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尿不尽 

美多巴 Madopar 帕金森病和不宁腿综合征的综合治疗 

森福罗 

Sifrol 

成人特发性帕金森病,中度到重度特发

性不宁腿综合征的症状治疗 

Sifrol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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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外文名 适用症 

右布洛芬片 Seractil 消炎镇痛药 

头孢克洛缓释片 Ceclor Retard 
消炎药， 扁桃体炎，咽喉炎，支气管

炎，肺炎，中耳炎，牙周炎，皮囊炎 

伟哥 Viagra 伟哥 

左甲状腺素片 Euthyrox 

1.治疗非毒性的甲状腺肿 2.甲状腺肿

切除术后，预防甲状腺肿复发。3.甲

状腺功能减退的替代治疗。4.抗甲状

腺药物冶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辅助

治疗 5.甲状腺癌术后的抑制治疗 

双甲二孤片 Metfin 

糖尿病治疗，可预防糖尿病引起的大

血管和微血管病变，改善高胰岛素血

症和胰岛素抵抗、改善血脂代谢，逆

转前期糖尿病 

达美康 Diamicron MR 

当单用饮食疗法，运动治疗和减轻体

重不足以控制血糖的成人非胰岛素依

赖型糖尿病（Ⅱ型）病人 

拜瑞妥 

(利伐沙班片) 
Xarelto (Rivaroxaban) 

动脉及深静脉溶血栓药 

用于择期髋关节或膝关节置换手术成

年患者，以预防静脉血栓形成 

瑞舒伐他汀 Rosuvastatine  治疗动脉硬化，高胆固醇 

达比加群酯，普

栓达抗凝血心颤 
Pradaxa 110mg 60pce 

适用于有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减

低中风和全身栓塞的风险 

动脉硬化或糖尿

病导致的外周阻

塞性动脉病变 

Pentoxi-Mepha 400 

间歇性跛行和休息疼痛 

腿部溃疡和坏疽 

视觉和听觉能力降低。 

夫西地酸氢化可

的松霜和软膏 
Fucidin H 银屑病、皮脂溢和鱼鳞癣病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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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肤宝 Daivobet 银屑病外敷药 

罗霉乐／乐指利 Loceryl set 灰指甲用药 

舒悦泰 Seretide250， 120 吸 成人哮喘，支气管哮喘 

熊去氧胆酸 Ursofalk 降低胆汁中的胆固醇含量 

奥氮平 Olanzapine Mepha 抑郁症用药 

贝利单抗注射冻

干粉 
BENLYSTA 

治疗正在接受标准治疗的有活动性，

自身抗体-阳性，全身性红斑狼疮成年

患者 

黄体酮片剂/孕酮 Utrogestan 
保胎，治疗先兆性流产、习惯性流产

及月经失调 

雌二醇 Oestrogel 

治疗雌激素缺乏引起的各种症状,尤其

与绝经有关的症状(潮热,多汗,泌尿系

统症状,阴道干燥等) 

艾曲波帕片 Repolade 

促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适用于治

疗慢性免疫性(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

紫癜患者的血小板减少，对皮质激

素、免疫球蛋白或脾切除反应不佳的

患者 

青光眼， 降眼压

眼药水 
Latanoprost-Mepha 青光眼， 降眼压眼药水 

慢性咽炎，消炎

药 
Cefuroxime-Mepha 250 急慢性咽喉炎，支气管炎 

Rho（D）免疫球

蛋白 
Rhophylac 300mcg/2ml 

用于防止免疫状态称为恒河猴疾病

（或新生儿溶血病） 

高原反应药 Daimox 250mg 4000 米高原反应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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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血脂滴剂 Spagyrie Cholesterol 降血脂，防动脉硬化 

补充雌激素贴 Systen Conti 
治疗由于自然或人工更年期引起的雌

激素缺乏症状 

西他列汀／二甲

双胍缓释 

Janumet XR  

50mg/1000mg 
2 型糖尿病降糖 

复方达帕格列净

／盐酸二甲双胍

缓释，新药 

Xigduo XR 1010mg 2 型糖尿病降糖新药 

熊去胆胶囊 
Ursodiol Zentiva 

300, 100 pce 

溶解晶体和胆固醇胆结石,碎石术之前

／后使用,使胆汁的组成正常化,抑制

胆源性疼痛性消化障碍，包括由于十

二指肠胃胆汁反流而导致的胃炎（胃

炎）及胃肠胀气。在肝损伤与胆汁流

量减少相关的情况下减弱胆汁酸对肝

细胞的毒性 

舒瑞伐他汀 
Rosuvastatine Sandoz 

10mg  

由于动脉硬化，高血压导致的心梗，

脑梗， 脑血栓，中风 

帕迪夫前列腺片

剂 
Pradif T 400ug 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尿痛处方药 

雌二醇贴 
Estradot Novartis 

780ug 

雌激素贴， 预防治疗更年期雌激素缺

乏及因激素缺乏而导致的骨质疏松 

使肺泰雾化吸入

器 

Seredite 250, 120 

inhalations 
成人哮喘及支气管哮喘 

别嘌呤痛风药 Allopur 300mg 痛风药及降尿酸药 

恩替卡韦 
Enticaver, Paraclude 

1mg，30 片 
B 型乙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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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膜炎药膏 Fastum Gel 滑膜炎，创伤性关节炎 

莫西沙星 
Moxigloxacin Sandoz 

400mg 

上下呼吸道感染，胸膜炎，轻度肺炎

盆腔炎及软组织感染 

波立维硫酸氯吡

格雷片 
Clopidogrel 75mg, 84 片 

中风， 心肌梗塞，心绞痛，动脉粥样

硬化症 

达格列净降糖片 Forxiga 5mg 

阻断肾脏中葡萄糖的在洗手左右将过

多的葡萄糖排泄到体外，从而达到降

血糖的效果， 

胎盘组成针剂 Placenta Compositum 

刺激血液循环的代谢功能，防止动脉

硬化，过度吸烟导致腿部坏疽症，象

皮病，糖尿病，坏疽性溃疡，褥疮，

痛经，神经性疼痛，结节性红斑和多

形性栓塞，脑炎和中风后遗症，闭塞

性动脉内膜炎，四肢冰凉，子宫内膜

炎，角膜混浊，内耳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