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注射器 600 万 IU Roferon-A—每 0.5 mL 含有 6 MIU 重组⼲扰素 alfa-2a、3.605 mg 氯化钠、0.1 mg 聚⼭梨醇酯 80、5 mg 苯
甲醇作为防腐剂和 0.385 mg ⼄酸铵。1 盒（NDC 0004-2016-09）；6 盒（NDC 0004-2016-07）。

每个注射器 900 万 IU Roferon-A—每 0.5 mL 含有 9 MIU 重组⼲扰素 alfa-2a、3.605 mg 氯化钠、0.1 mg 聚⼭梨醇酯 80、5 mg 苯
甲醇作为防腐剂和 0.385 mg ⼄酸铵。1 盒（NDC 0004-2017-09）；6 盒（NDC 0004-2017-07）。

贮存
预装注射器应存放在 36° ⾄ 46°F（2° ⾄ 8°C）的冰箱中。做不是冻结或摇晃。储存期间保护 Roferon-A 避光。

罗⾮⻰®-⼀种
（⼲扰素 alfa-2a，重组）注射液 - 预装注
射器
在您开始服⽤ Roferon-A (ro-FER-on) 之前，请仔细阅读本⽤药指南。每次重新配药时，请阅读本⽤药指南，以防添加了新信
息。此信息不能代替与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的交谈。

关于 Roferon-A，我应该了解哪些最重要的信息？
Roferon-A ⽤于治疗丙型肝炎、⽑细胞⽩⾎病和费城染⾊体阳性慢性粒细胞⽩⾎病 (CML) 患者。然⽽，Roferon-A 会引起⼀些
严重的副作⽤，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会导致死亡。在开始使⽤ Roferon-A 之前，您应该与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讨论治疗的可能
益处和可能的副作⽤，以确定 Roferon-A 是否适合您。服⽤ Roferon-A 时，您需要定期去看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进⾏体检和⾎
液检查，以确保您的治疗有效并检查副作⽤。

Roferon-A 治疗最严重的可能副作⽤包括：
1.⼼理健康问题：Roferon-A 可能会导致⼀些患者出现情绪或⾏为问题。这些问题的迹象包括易怒（容易⼼烦意乱）、抑郁（情

绪低落、对⾃⼰感觉不好或感到绝望）和焦虑。
⼀些患者可能有攻击性⾏为并考虑伤害他⼈。⼀些患者可能会产⽣结束⽣命的想法（⾃杀念头）并且可能会尝试这样做。⼀些
患者甚⾄结束了⽣命。以前的吸毒者可能会重新吸毒或吸毒过量。如果您正在接受精神疾病治疗或有精神疾病病史，或者您是
否曾经或曾经吸毒或酗酒，您必须告诉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如果您在接受 Roferon-A 治疗期间出现任何这些问题，请⽴即
致电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

2.⼼脏问题：Roferon-A 可能会导致⼀些患者出现⾼⾎压、⼼跳加快、胸痛和极少数情况下的⼼脏病发作。如果您过去有或曾
经有过任何⼼脏问题，请告诉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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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液问题：许多服⽤ Roferon-A 的患者的⽩细胞和⾎⼩板数量都有所下降。如果这些⾎细胞的数量太少，您可能会⾯临感染或
出⾎的⻛险。

如果您出现以下任何症状，请停⽌服⽤ Roferon-A 并⽴即致电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
·你变得⾮常沮丧或想⾃杀

·你有严重的胸痛

·你呼吸困难

·你的愿景发⽣了变化

·您注意到不寻常的出⾎或瘀伤

·⾼烧

·严重的胃痛。如果疼痛位于胃部下部，则可能意味着您的肠道发炎（结肠炎）

有关 Roferon-A 治疗可能产⽣的副作⽤的更多信息，请阅读“Roferon-A 可能产⽣的副作⽤是什么？”部分。在本⽤药指南中。

什么是 Roferon-A？
Roferon-A 是⼀种治疗⽅法，⽤于⼀些感染丙型肝炎病毒、⽑细胞⽩⾎病和费城染⾊体阳性慢性粒细胞⽩⾎病 (CML) 的⼈。丙型肝
炎患者的⾎液和肝脏中含有导致肝炎的病毒。⽑细胞⽩⾎病患者会产⽣异常的⽩细胞，这些⽩细胞会进⼊脾脏，在那⾥捕获并破坏
正常的⾎细胞。在 CML 中，您的⾝体会产⽣过多的某些⾎细胞。Roferon-A 在这些情况下通过减少体内病毒的数量、破坏可能对
您的⾝体有害的细胞并防⽌⾝体产⽣过多的细胞来发挥作⽤。

谁不应该服⽤ Roferon-A？ 如果出现以下
情况，请勿使⽤ Roferon-A：
· 您怀孕或哺乳或计划怀孕。

· 您对 α ⼲扰素过敏，⼤肠杆菌衍⽣产品或 Roferon-A 的任何成分。

· 您患有⾃⾝免疫性肝炎（由免疫系统攻击肝脏引起的肝炎）。

Roferon-A 不应给予新⽣⼉或早产⼉。
如果您有或曾经有以下任何情况或严重的医疗问题，请在服⽤ Roferon-A 之前与您的医⽣讨论：

· 有严重精神疾病史或⽬前（如抑郁症或焦虑症）

· 既往⼼脏病发作或⼼脏问题

· 睡眠问题

· ⾼⾎压

· ⾃⾝免疫性疾病（⾝体的免疫系统攻击⾝体⾃⾝的细胞），例如⾎管炎、⽜⽪癣、系统性红斑狼疮、类⻛湿性关节炎

· 肾脏问题

· ⾎液疾病 - 低⾎细胞计数或出⾎问题

· 您服⽤了⼀种叫做茶碱的药物

· 糖尿病（⾼⾎糖）

· 甲状腺问题

· 肝脏问题，丙型肝炎除外

· ⼄型肝炎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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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V 感染（导致艾滋病的病毒）

· 视⼒问题

· 结肠炎

· ⾝体器官移植并正在服⽤防⽌您的⾝体排斥您的移植的药物（抑制您的免疫系统）

· 酗酒

· 药物滥⽤或成瘾

如果您对⾃⼰的健康状况或服⽤ Roferon-A 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 服⽤ Roferon-A 时
应该避免什么？
· ⼥性患者以及男性患者的⼥性伴侣在服⽤ Roferon-A 时必须避免怀孕。Roferon-A 可能会伤害您未出⽣的孩⼦或导致您失去婴

⼉（流产）。

· 服⽤ Roferon-A 时不应⺟乳喂养宝宝。

我应该如何服⽤ Roferon-A？
为了从这种药物中获得最⼤益处，重要的是完全按照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告诉您的⽅式服⽤ Roferon-A。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会
告诉您服⽤多少药物以及服⽤频率。⼀旦您开始使⽤ Roferon-A 进⾏治疗，请不要在未咨询医⽣的情况下改⽤其他品牌的⼲扰
素。其他⼲扰素可能对您的疾病的治疗没有相同的效果。更换品牌还需要改变您的剂量。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会告诉您需要使
⽤ Roferon-A 多⻓时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可能会改变您的 Roferon-A 剂量。除⾮您的医⽣告诉您更改剂量，否则不要更改剂
量。
Roferon-A 以预装注射器的形式提供。⽆论您是给⾃⼰注射还是他⼈给您注射，请务必遵循本⽤药指南中的说明（请参阅附
录“使⽤ Roferon-A 预填充注射器准备和给药的说明”）。

如果您错过了⼀剂 Roferon-A，请在同⼀天或第⼆天尽快服⽤错过的剂量，然后继续您的常规给药计划。如果在您错过剂量后⼏
天过去了，请咨询您的医⽣该怎么做。除⾮您的医⽣告诉您，否则不要将下⼀剂加倍或每天服⽤超过⼀剂。如果您服⽤的剂量超
过规定的 Roferon-A 剂量，请⽴即致电您的医⽣。您的医⽣可能希望更仔细地检查您并抽⾎进⾏测试。

您必须定期进⾏⾎液检查，以帮助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检查治疗效果并检查副作⽤。如果您正在服⽤或计划服⽤其他处⽅药或⾮
处⽅药，包括维⽣素和矿物质补充剂以及草药，请告诉您的医⽣。

Roferon-A 可能产⽣的副作⽤是什么？ 可能的严
重副作⽤包括：
·⼼理健康问题，包括⾃杀、⾃杀念头、⼼脏问题和⾎液问题：请参阅“关于 Roferon-A，我应该了解哪些最重要的信息？”部

分。

·其他⾝体器官问题：⼀些患者可能会出现肺部问题（如呼吸困难或肺炎）和视⼒问题。

·新的或恶化的⾃⾝免疫性疾病：⼀些患者在接受 Roferon-A 治疗时可能会患上⾃⾝免疫性疾病（⼀种⾝体⾃⾝免疫系统开始攻
击⾃⾝的疾病）。这些疾病可能包括⾎管炎（⾎管炎症）、类⻛湿性关节炎或红斑狼疮、⽜⽪癣或甲状腺问题。在⼀些已经患
有⾃⾝免疫性疾病的患者中，在接受 Roferon-A 治疗时疾病可能会恶化。

常⻅但不太严重的副作⽤包括：
·流感样症状：⼤多数服⽤ Roferon-A 的患者都有流感样症状，通常在治疗的最初⼏周后会减轻。流感样症状可能包括异常疲倦、

发烧、发冷、肌⾁酸痛和关节痛。在服⽤ Roferon-A 之前服⽤对⼄酰氨基酚或布洛芬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您也可以尝试在晚
上服⽤ Roferon-A。您可能能够通过症状⼊睡。

·极度疲劳（疲倦）：许多患者在接受 Roferon-A 治疗时可能会变得⾮常疲倦。

·胃不舒服：恶⼼、味觉改变、腹泻和⻝欲不振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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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问题：⼀些患者的⾝体控制⾎糖的⽅式可能会出现问题，并可能患上糖尿病。

·甲状腺问题：⼀些患者的甲状腺功能可能会发⽣变化。这些变化的症状可能包括始终感觉冷热、难以集中注意⼒、⽪肤变化
（您的⽪肤可能变得⾮常⼲燥）以及体重变化。

·⽪肤反应：⼀些患者可能会出现⽪疹、⽪肤⼲燥或发痒，以及注射部位发红和肿胀。

·睡眠障碍和头痛：Roferon-A 治疗期间也可能出现睡眠困难和头痛。

·头发稀疏：使⽤ Roferon-A 时脱发并不少⻅。这种脱发是暂时的，停⽌服⽤ Roferon-A 后头发应该会恢复⽣⻓。

这些并不是 Roferon-A 的所有副作⽤。您的医⽣或药剂师可以为您提供更完整的清单。如果您担⼼副作⽤或
觉得它们⾮常⿇烦，请咨询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
关于处⽅药的⼀般建议
有时会出于药物指南中列出的⽬的以外的⽬的开药。如果您对 Roferon-A 有任何疑虑或疑问，请联系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请勿
将 Roferon-A ⽤于规定以外的条件或⼈。如果您想了解有关 Roferon-A 的更多信息，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或药剂师将能够为您提
供为医疗保健提供者编写的详细信息。

本⽤药指南已获得美国⻝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将此药物和所有其他药物放在⼉
童接触不到的地⽅。
修订：2004 年 10 ⽉

⽤药指南附录：使⽤ Roferon-A 预填充注射器准备和给药的说明 我应该如何储存 Roferon-A？

Roferon-A 必须存放在温度为 36°F ⾄ 46°F（2°C ⾄ 8°C）的冰箱中。请勿将 Roferon-A 留在冰箱外超过 24 ⼩时。不要冷冻 
Roferon-A。将 Roferon-A 保持在推荐范围之外的温度会破坏药物。不要摇晃 Roferon-A。摇晃会破坏 Roferon-A，使其⽆法正常
⼯作。储存期间保护 Roferon-A 避光。

如何注射 Roferon-A？
以下说明将帮助您了解如何使⽤ Roferon-A 预充式注射器。在尝试服药之前，请阅读所有这些说明。仔细遵循这些指⽰很重要。
如果您对如何使⽤ Roferon-A 有任何疑虑，请咨询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论您是给⾃⼰注射还是给他⼈注射，医疗保健提供者
都必须教您如何注射。

预充式注射器⽤于将 Roferon-A 注射到⽪肤表⾯下（⽪下）。
1. 在开始注射之前收集所有您需要的材料：

· ⼀个带针头的⽆菌 Roferon-A 预装注射器
· 酒精棉签
· 防刺穿⼀次性容器

2. 检查包装上的有效期以确保没有过期，并检查注射器中的溶液。注射器中的溶液应为透明或⽆⾊⾄浅⻩⾊。

·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请勿使⽤ Roferon-A：

‒ 药物混浊
‒ 药物中漂浮着颗粒
‒ 药物是除透明或⽆⾊⾄浅⻩⾊以外的任何颜⾊
‒ 它已经过了有效期

3. 将注射器在⼿掌中轻轻滚动约⼀分钟，以加热冷藏的药物。

4. ⽤肥皂和温⽔洗⼿。这⼀步对于帮助预防感染⾮常重要。

5. Roferon-A 预充式注射器：

6. 组装注射器：
· 将柱塞杆放⼊注射器筒的开⼝端。
· 将活塞杆轻轻拧⼊柱塞塞，直⾄紧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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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使⽤武⼒。

7.准备针：
· 转动并从针头上取下亮⻩⾊的防篡改封条。“咔嚓”⼀声表⽰针可以使⽤。

如果您没有听到“咔哒”声，请不要使⽤针头，也不要取下透明的针头护罩。将针头丢弃在防穿刺容器中。

如果您有其他针头，请再次执⾏步骤 7。如果没有其他针头可⽤，请联系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以安排更换针头。

8. 将针头连接到预充式注射器：

· 从注射器筒上取下灰⾊端盖。

· 将针头放在注射器筒的末端，使其紧密贴合。不要取下透明的针头护罩。

9. 选择注射部位：
· 每次注射或接受注射时，您应该选择不同的位置。常⽤的⽹站有：
· 腹部，避开肚脐和腰围
· ⼤腿

· 如果其他⼈正在给您注射，则上臂外侧可以⽤作注射部位。

10. 准备注射部位：
· ⽤酒精棉签清洁注射部位的⽪肤，让该部位⼲燥 10 秒钟。

11. 注射 Roferon-A：
· ⽤拇指和⻝指夹住淡⻩⾊的针座，⽤另⼀只⼿⼩⼼地（避免针刺）取下透明的针头护罩。注射器已准备好进⾏注射。

· 将注射器保持在⽔平位置，直到准备好使⽤。

· 握住注射器，针头朝上，轻敲注射器筒，使⽓泡浮到顶部。
· 轻轻按压柱塞，将⽓泡通过针头推出。
· ⽔平握住注射器，定位针头的斜⾯，使针头朝上。

· ⽤拇指和⻝指紧紧捏住⽪肤区域。

· 像铅笔⼀样握住针头，与⽪肤呈 45° 到 90° ⻆，并使⽤⻜镖般的快速动作，将针头尽可能地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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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后，慢慢拉回注射器。如果注射器中出现⾎液，则针头已进⼊⾎管。

不要在该部位注射 Roferon-A 并丢弃注射器。使⽤新注射器进⾏注射并在不同的注射部位使⽤。

· 如果注射器中没有出现⾎液，则慢慢将柱塞⼀直向下推，这样您就可以得到所有药物。
· 以与插⼊相同的⻆度拔出针头。请参阅“我应该如何处理⽤于注射 Roferon-A 的材料？”部分中关于针头和注射器的处理

说明。
· 完成后，将酒精棉签放在注射部位并轻轻按压。

· 不要重复使⽤注射器和针头。每次注射使⽤新的预充式注射器和针头。

我应该如何处理⽤于注射 Roferon-A 的材料？
· 做不是 回顾⼀下针。

· 将整个注射器和针头放⼊防刺穿容器中。您可以在药房购买家⽤“锐器容器”，或者您可以使⽤带螺旋盖的硬塑料容器或带塑
料盖的咖啡罐。您应该与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讨论如何正确处理装满⽤过的注射器的容器。关于处置⽤过的注射器和针头可能有
特殊的州或地⽅法律，因此请咨询您的医⽣、护⼠或药剂师以获取指⽰。不要将装满的容器扔进家庭垃圾中，也不要回收。

· 针套和酒精棉签可以扔到普通垃圾中。您应始终将注射器和处置容器放在⼉童接触不到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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