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替巴肽 Accord 2 mg/ml 注射⽤溶液
依替巴肽

在您开始使⽤该药之前，请仔细阅读所有本传单，因为它包含对您来说很重要的信息。

-
-
-

保留此传单。你可能需要把它重读⼀遍。
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请咨询您的医⽣或医院药剂师或护⼠。
如果您有任何副作⽤，请咨询您的医⽣或医院药剂师或护⼠。这包括本传单中未列出的任何
可能的副作⽤。⻅第 4 节。

本传单中的内容 ：
1. 依替巴肽 Accord 是什么以及它的⽤途
2. 在给予依替巴肽之前您需要了解的内容
3. 如何使⽤依替巴肽 Accord
4. 可能的副作⽤
5. 如何储存依替巴肽 Accord
6. 包装内容及其他信息

1. 依替巴肽 Accord 是什么以及它的⽤途

依替巴肽 Accord 是⼀种⾎⼩板聚集抑制剂。这意味着它有助于防⽌⾎栓形成。

它⽤于具有严重冠状动脉功能不全表现的成年⼈，该症状被定义为⾃发性和近期胸痛，伴有⼼
电图异常或⽣物学变化。它通常与阿司匹林和普通肝素⼀起服⽤。

2. 在给予依替巴肽之前您需要了解的内容

不要使⽤依替巴肽 Accord：
- 如果您对依替巴肽或该药物的任何其他成分过敏（在第 6 节中列出）。

如果您最近有胃、肠、膀胱或其他器官出⾎，例如，如果您在过去 30 天内发现⼤便或尿液
中有异常⾎液（⽉经出⾎除外）。

如果您在过去 30 天内中⻛或任何出⾎性中⻛（另外，请确保您的医⽣知道您是否曾中
⻛）。
如果您患有脑肿瘤或影响⼤脑周围⾎管的疾病。如果您在过去 6 周内进⾏过⼤⼿术或重
伤。
如果您有或曾经有出⾎问题。
如果您有凝⾎困难或⾎⼩板计数低。如果您患有或曾经患有严重的⾼⾎压（⾼⾎
压）。
如果您有或曾经有严重的肾脏或肝脏问题。
如果您接受过与依替巴肽 Accord 相同类型的另⼀种药物治疗。

-

-

-
-
-
-
-
-
-

如果您有任何这些情况，请告诉您的医⽣。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咨询您的医⽣或医院药剂师
或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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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和注意事项

- 依替巴肽 Accord 建议仅⽤于冠状动脉监护病房的成年住院患者。

依替巴肽 Accord 不适⽤于 18 岁以下的⼉童或⻘少年。在您使⽤依替巴肽 Accord 治疗之
前和期间，您的⾎液样本将作为⼀项安全措施进⾏测试，以限制意外出⾎的可能性。

在使⽤依替巴肽 Accord 期间，将仔细检查您是否有任何异常或意外出⾎的迹象。

-
-

-

在使⽤依替巴肽之前，请咨询您的医⽣或医院药剂师或护⼠。

其他药物和依替巴肽协议
为避免与其他药物发⽣相互作⽤的可能性，如果您正在服⽤或最近服⽤或可能服⽤任何其他
药物，包括未经处⽅获得的药物，请告诉您的医⽣或医院药剂师或护⼠。特别：

- ⾎液稀释剂（⼝服抗凝剂）或
- 预防⾎栓的药物，包括华法林、双嘧达莫、噻氯匹定、阿司匹林（可能作为依替巴肽治疗

的⼀部分给予您的药物除外）。

怀孕、哺乳和⽣育
通常不建议在怀孕期间使⽤依替巴肽 Accord。如果您怀孕，请告诉您的医⽣，认为您可能怀孕或
计划⽣育。您的医⽣会权衡您在怀孕期间使⽤依替巴肽 Accord 对您的益处和对宝宝的⻛险。

如果您正在⺟乳喂养婴⼉，则应在治疗期间中断⺟乳喂养。

依替巴肽 Accord 含有钠
该药每瓶含有 34.5 毫克钠（烹饪/⻝盐的主要成分）。这相当于成⼈每⽇推荐的最⼤钠膳⻝摄⼊
量的 1.7%。

3. 如何使⽤依替巴肽 Accord

依替巴肽 Accord 通过直接注射和输注（滴注溶液）进⼊静脉。给予的剂量取决于您的体重。推荐
剂量为 180 微克/千克，以推注（快速静脉注射）的形式给药，然后以 2 微克/千克/分钟的速度输
注（滴注溶液）⻓达 72 ⼩时。如果您患有肾脏疾病，输注剂量可减少⾄ 1 微克/公⽄/分钟。

如果在依替巴肽 Accord 治疗期间进⾏经⽪冠状动脉介⼊治疗 (PCI)，则静脉内溶液可能持
续⻓达 96 ⼩时。

您还必须服⽤⼀定剂量的阿司匹林和肝素（如果您的情况没有禁忌）。

如果您对使⽤本产品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您的医⽣或医院药剂师或护⼠。

4. 可能的副作⽤

像所有药物⼀样，这种药物会引起副作⽤，尽管不是每个⼈都能得到。

⾮常常⻅的副作⽤
这些可能会影响超过⼗分之⼀的⼈



- 轻微或严重出⾎，（例如，尿⾎、便⾎、吐⾎或外科⼿术出⾎）。

贫⾎（红细胞数量减少）。-

常⻅的副作⽤
这些可能会影响多达⼗分之⼀的⼈
- 静脉发炎。

不常⻅的副作⽤
这些可能会影响多达 100 ⼈中的 1 ⼈
- 减少⾎⼩板数量（凝⾎所需的⾎细胞）。
- 减少流向⼤脑的⾎流量。

⾮常罕⻅的副作⽤
这些可能会影响多达万分之⼀的⼈
- 严重出⾎（例如，腹部、⼤脑内部和肺部出⾎）

致命的出⾎。
⾎⼩板（凝⾎所需的⾎细胞）数量严重减少。⽪疹（如荨⿇疹）。

突然的、严重的过敏反应。

-
-
-
-

如果您发现任何出⾎迹象，请⽴即通知您的医⽣或医院药剂师或护⼠。在极少数情况下，出⾎会变
得严重甚⾄致命。防⽌这种情况发⽣的安全措施包括验⾎和由照顾您的医疗保健专业⼈员仔细检
查。

如果您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或荨⿇疹，请⽴即通知您的医⽣或医院药剂师或护⼠。

需要此类治疗的患者可能发⽣的其他事件包括与您正在治疗的疾病相关的事件，例如⼼跳加
快或不规则、低⾎压、休克或⼼脏骤停。

副作⽤报告
如果您有任何副作⽤，请咨询您的医⽣或医院药剂师或护⼠。这包括本传单中未列出的任何可能
的副作⽤。您也可以通过 Yellow Card Scheme ⽹站直接报告副作⽤：www.mhra.gov.uk/
yellowcard 或在 Google Play 或 Apple App Store 中搜索 MHRA Yellow Card。通过报告副作
⽤，您可以帮助提供有关该药物安全性的更多信息。

5. 如何储存依替巴肽 Accord

将此药放在⼉童看不到和拿不到的地⽅

在 EXP 后的纸箱和⼩瓶上注明的有效期后，请勿使⽤该药。到期⽇是指该⽉的最后⼀天。

储存在冰箱（2°C‒8℃）。

将⼩瓶放在外包装中以避光。然⽽，在给药期间不需要对依替巴肽 Accord 溶液进⾏避光保护。



使⽤前，应检查⼩瓶内容物。

如果发现存在颗粒物质或变⾊，则不应使⽤依替巴肽 Accord。

开封后未使⽤的药品应丢弃。

不要通过废⽔或⽣活垃圾丢弃任何药物。询问您的医院药剂师如何丢弃您不再使⽤的药物。这些
措施将有助于保护环境。

6. 包装内容及其他信息

依替巴肽协议包含什么 活性物质是
依替巴肽。

依替巴肽 2 毫克/毫升：每毫升注射液含有 2 毫克依替巴肽。⼀瓶 10 ml 注射⽤溶液含有 20 mg 
依替巴肽。
其他成分是柠檬酸⼀⽔合物、氢氧化钠和注射⽤⽔。

Eptifibatide Accord 的外观和包装内容 Eptifibatide Accord 2 mg/ml 注
射⽤溶液：10 ml ⼩瓶，⼀瓶⼀包。

依替巴肽 2 毫克/毫升：澄清、⽆⾊溶液装在 10 ml 玻璃⼩瓶中，⽤丁基橡㬵塞封闭并⽤可翻
转的铝密封件密封。

上市许可持有⼈和制造商

上市许可持有⼈：

Accord Healthcare Limited Sage 
House, 319 Pinner Road North Harrow, 
Middlesex, HA1 4HF United Kingdom

制造商：

雅阁医疗有限公司 Sage 
House
319，平纳路，哈罗⽶德
尔塞克斯 HA1 4HF
英国

Wessling 匈⽛利 Kft
Fòtiùt 56，布达佩斯 1047，
匈⽛利

Accord Healthcare Polska Sp.z oo,
ul。Lutomierska 50,95-200 Pabianice, 波兰

本传单最后⼀次修订于 05/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