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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法灵
(Warfarin)



什么是华法灵 (Warfarin)?
华法灵是一种抗凝血药物，也被称为薄血剂。它延长血液凝固的时间以及防止

血块继续扩大。

市场上有几种不同的商标的华法灵(例Marevan@或Coumadin吨。因为不同商标

的华法灵可能有不一样的疗法，请别随意更换商标。亚历山大医院所使用的是

Marevan@，药片的剂量和颜色如下。

请确保您在任何时候都拥有足够的华法灵储备，尤其是在外旅游的时候。

剂量(毫克) 颜色

1 褐色

3 浅蓝

5 粉红



Venous thrombosis: pathogenesis and 
clinicaI consequences

Red thrombus in 
lumen of vein

为什么要服食华法灵?
您的医生让您服食华法灵可能是由于您的血管中有血块或血凝成块的风险。 

医生要您服食此药是为了减低您血液的凝固力以预防像中风等并发症。您应该

向医生或药剂师了解为何您的血液比较容易凝固以及服食此药的疗程长短。

Thrombus growth results in proximal progession 
 along the vein

Deep vein thrombusis Damage to vein (PTS) 
Pulmonary embolism

如何服用华法灵?
请遵照药瓶上的药丸数量指示，每天定时服药一次。定时服药对疗程非常重要。

忘了服食该怎么办?
若您忘了服食，尽快在平时服食此药的八小时内服用; 如果已经超过八小时， 

即不可再服药，须等到隔天同样的时间照常服用指定的药丸数量，千万不可加 

倍剂量。除非是在您医生的指示下，否则您不可在同一天内服食两次药物，因为 

这将导致血液过薄。请记得把忘了服食的剂量记录下来以待下回复诊时告诉您 

的医生。



服食华法灵时该注意什么?
请依照预约的日期做抽血检验。刚初期时，为了调整出最适合您的剂量， 

抽血检验会较频密。您所需药物的剂量是根据国际标准凝血时间比值(INR) 

来调整。INR是测量一个人血液凝固能力的指标。

您的理想INR范围是:

复诊时，请向医生报告期间任何病痛、住院或服药剂量的更动。

如向其他医生或牙医求诊时，也需让他们知道您正服用华法灵。



服用华法灵需要禁食某些食物或药物吗？
维持均衡的饮食习惯。在未询问您的医生或药剂师之前，避免大幅度改变您的 

饮食习惯。避免突然大量进食或禁止含高量维他命k的食物，包括黄豆产品 

(例如豆腐 )，绿茶以及一些蔬菜（如硬花甘蓝、菠菜、芽甘蓝、菜花和雏豆）、

因为这将影响您的INR指数。

避免过量饮酒，一星期内不可喝超过五罐啤酒或一瓶红酒又或白酒。

避免服食任何传统药物、草药以及非处补品 

(例如银杏、大蒜以及人参)，因为这些药物 

对华法灵疗效的影响尚未确定。

在询问医生或药剂师的意见前，不可以

开始或停止服用任何药物，因为某些药

物（例如一些止痛药、坑生素以及荷尔

蒙药物）可能会影响华法灵的疗效。



什么是服食华法灵时须注意的副作用?
过量的华法灵将导致:

• 尿液带血，污浊或呈深色

• 粪便呈黑粘状

• 女性经血过量

• 不寻常的捺青; 鼻、牙龈或咳嗽时出血;皮肤出现红点

华法灵剂量不足或导致血凝成块，症状如:

• 腿部红肿发热、莫名疼痛

• 气喘、胸痛

• 突然严重头晕或头痛

• 身体一边的手脚麻痹或无力

如发现上述症状, 请尽快通知您的医生

或到医院紧急部门求诊。



您日常生活习惯需要很大的调整吗?
不需要。可是当您使用剃刀或其他尖锐物体时，须要加倍小心。尽量避免任何

有可能导致您受伤的或流血的运动或活动。

我应该如何保存药物?
把药物存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室温即可，避免阳光直接照射。

服用华法灵需知事项:
• 每天定时服药一次 。

• 在寻求其他医生、牙医或药剂师的诊治或咨询时，须通知他们您正在服食 

华法灵。

• 在未询问您的医生或药剂师前，不要开始或停止服食任何药物。

• 服用华法灵期间，小心避免损伤或割伤，特别是使用刷牙及牙线时。如有 

任何损伤，或皮肤出现痰青或红点，请通知您的医生。

• 华法灵有影响胎儿的风险; 服用华法灵的妇女在怀孕之前请记得通知您的 

医生。



更多详情

黄廷方综合医院

裕廊社区医院

裕廊东21街1号，

新加坡邮区 609606
一般咨询: 6716 2000  传真: 6716 5500
www.ntfgh.com.sg
www.jch.com.sg 

诊所和预约热线开放时间

(星期日和公共假日关闭)

欲安排预约，请拨6716 2222 

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至下午5店30分，

星期六早上8点至中午12点30分

欲安排牙科预约，请拨6716 2233
星期一至四，早上8点至下午5点30分，

星期五早上8点至下午5点

如何前往

乘搭地铁

裕廊地铁站

乘搭巴士

从裕廊巴士转换站乘搭

SBS 51, 52, 66, 78, 79, 97, 97e, 98,
98M, 105, 143, 143M, 160, 183, 197, 
333, 334, 335, 506

途经文礼大道

私人巴士服务625号

裕廊医疗中心

60裕廊西中心3，

新加坡邮区648346
一般咨询: 6716 2000  传真: 6551 7999
www.jmc.com.sg

诊所和预约热线开放时间

(星期日和公共假日关闭)

欲安排预约，请拨 6551 7828 
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至下午5点30分，

星期六早上8点至中午12点30分

欲安排牙科预约，请拨 6716 2233
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至下午5点30分

如何前往

乘搭地铁

文礼地铁站

乘搭巴士

SBS 30, 79, 154, 157, 174, 179, 181,
182, 192, 193, 194, 198, 199, 240, 241, 
242, 243 W/G, 246, 249, 251, 252, 254,
255, 257, 405
SMRT 172, 178, 180, 187

Disclaimer: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brochure is meant for educational purposes and should not be used as 
substitute for medical diagnosis or treatment. Please seek your doctor’s advice before starting any 
treatment or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related to your health, physical fitness or medical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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