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装传单：患者须知

GRANOCYTE 1300 万 IU/mL，粉末和溶剂，⽤于注射/输液预
填充注射器

GRANOCYTE 3400 万 IU/mL，粉末和溶剂，⽤于注射/输液预
填充注射器
来诺司亭

在您开始服⽤该药之前，请仔细阅读所有本传单，因为其中包含对您来说很重要的信息。

· 保留本传单。你可能需要重新读⼀下
· 如果您有任何其他问题，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 该药只为您开具。请勿将其传递给他⼈。它可能会伤害他们，即使他们的疾病迹象与您的
相同
· 如果您有任何副作⽤，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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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粒细胞以及它的⽤途
2. 服⽤粒细胞前需要了解的事项
3. 如何服⽤粒细胞
4. 可能的副作⽤
5. 如何储存粒细胞
6. 包装内容及其他信息

1. 什么是粒细胞以及它的⽤途
您的药物名称是⽤于注射/输液的粒细胞、粉末和溶剂（在本宣传单中称为粒细胞）。粒细胞含有⼀
种叫做来格司亭的药物。这属于⼀组称为细胞因⼦的药物。

粒细胞通过帮助您的⾝体制造更多抗感染的⾎细胞起作⽤。
· 这些⾎细胞是在您的⻣髓中制造的。
· 粒细胞促使您的⻣髓制造更多称为“造⾎⼲细胞”的细胞。
· 然后它有助于将这些年轻的⾎细胞转变为完全正常⼯作的⾎细胞。
· 特别是，它有助于产⽣更多称为中性粒细胞的⽩细胞。中性粒细胞在对抗感染⽅⾯
很重要。

粒细胞⽤于：
·癌症治疗后，如果您的⽩细胞⽔平过低（称为“中性粒细胞减少症”） ⼀些癌症治疗（也称

为“化疗”）会影响⻣髓。这可以降低⽩细胞的数量。它特别影响中性粒细胞，被称为“中性
粒细胞减少症”。它会持续到您的⾝体能够产⽣更多的⽩细胞。当您的中性粒细胞数量较少
时，更容易感染。这些有时可能⾮常严重。粒细胞将有助于减少细胞⽔平低的时间。它通过⿎
励你的⾝体制造新的⽩细胞来做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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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需要增加⾃⼰的造⾎⼲细胞时（称为“动员”）
粒细胞可⽤于促进您的⻣髓产⽣造⾎⼲细胞。这被称为“动员”。这可以单独发⽣，也可能在
化疗后发⽣。这些造⾎⼲细胞是从您的⾎液中取出并使⽤特殊机器收集的。然后可以储存造⾎
⼲细胞并通过输⾎回馈给您。

·⻣髓或造⾎⼲细胞移植后
当您要进⾏⻣髓或造⾎⼲细胞移植时，您⾸先会接受⾼剂量化疗或全⾝照射。这是为了杀死你
的病细胞。然后将⻣髓或造⾎⼲细胞移植作为输⾎给予您。您的新⻣髓需要⼀段时间才能开始
产⽣新的⾎细胞（包括⽩细胞）。粒细胞将帮助您的⾝体加速新⽩细胞的恢复。

·当您想捐献造⾎⼲细胞时
粒细胞也可⽤于健康供体。在这⾥，他们⿎励⻣髓产⽣额外的造⾎⼲细胞。这称为动员——
⻅上⽂。然后，这些健康的捐赠者可以将造⾎⼲细胞捐赠给需要它们的⼈。

粒细胞可⽤于成⼈、⻘少年和 2 岁以上的⼉童。
2. 服⽤粒细胞前需要了解的事项 不要服⽤粒细胞：

· 如果您对来格司亭或该药的任何其他成分过敏（列于第
6）。过敏反应的迹象包括：⽪疹、吞咽或呼吸问题、嘴唇、⾯部、喉咙或⾆头肿胀

· 如果您患有⼀种称为“髓样癌”的癌症。但是，如果您在某些情况下新诊断出“急性髓性⽩
⾎病”，如果您超过 55 岁，您可以进⾏粒细胞检查。
· 如果您在同⼀天接受癌症化疗。

如果上述任何⼀种情况适⽤于您，请勿服⽤此药。如果您不确定在给予粒细胞之前请咨询您的
医⽣或药剂师。

警告和注意事项
服⽤此药前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 如果您曾经有过任何疾病，尤其是过敏、感染、肾脏或肝脏问题。
· 如果您患有镰状细胞病或镰状细胞性状，因为粒细胞可能会导致镰状细胞危象。

请在粒细胞治疗期间⽴即告诉您的医⽣，如果您：
· 脸部或脚踝浮肿、尿液中带⾎或呈棕⾊，或发现您的排尿量⽐平时少

如果您不确定这是否适⽤于您，请在使⽤ Granocyte 之前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在来诺格司亭治疗期间，您的医⽣可能会建议进⾏额外的监测，因为⼀些患者的静脉和动脉中出现
了⾎栓（另请参阅第 4 节“可能的副作⽤”）。

在癌症患者和健康捐献者中很少报告主动脉（将⾎液从⼼脏输送到⾝体的⼤⾎管）的炎
症。症状可能包括发烧、腹痛、不适、背痛和炎症标志物增加。如果您遇到这些症状，请
告诉您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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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和⻘少年
服⽤此药前请咨询您的医⽣：

▪ 如果您或您的孩⼦患有⼀种称为“急性淋巴细胞性⽩⾎病”的癌症，并且您或您的孩⼦
未满 18 岁。

其他药物和粒细胞
如果您正在服⽤或最近服⽤过任何其他药物，请告诉您的医⽣或药剂师。这包括未经处⽅获
得的药物，包括草药。
如果您想捐献您的造⾎⼲细胞并且您正在接受抗凝治疗（例如华法林或肝素），请确保在开始
使⽤粒细胞之前让医⽣知道这⼀点。如果您知道⾃⼰有任何其他凝⾎问题，也请告诉他们。

如果您接受抗癌化疗，在治疗开始前 24 ⼩时⾄治疗结束后 24 ⼩时期间不要使⽤ 
Granocyte。

怀孕和哺乳
Do not take this medicine if you are pregnant, might become pregnant or are breast-feeding unless your 
doctor tells you it is necessary. If you are pregnant or breast-feeding, think you may be pregnant or are 
planning to have a baby, ask your doctor for advice before taking this medicine. Granocyte has not been 
tested in pregnant women or in breast-feeding.

Driving and using machines
The effect of Granocyte on the ability to drive or use machines or tools is not known. Wait to see how 
Granocyte affects you before driving or using tools or machines.

Granocyte contains phenylalanine.
This medicine contains 10mg phenylalanine (10 mg/mL after reconstitution) in each vial.

Phenylalanine may be harmful if you have phenylketonuria (PKU), a rare genetic disorder in which 
phenylalanine builds up because the body cannot remove it properly.

粒细胞含钠
该药每瓶含有少于 1 毫摩尔钠（23 毫克），也就是说基本上“⽆钠”。

3. 如何服⽤粒细胞
粒细胞必须在有经验的肿瘤学或⾎液学中⼼的监督下给予。它通常由医⽣、护⼠或药剂师给予。它
以注射或输液的形式给药。
然⽽，⼀些患者被教导如何给⾃⼰注射。如果您对如何服⽤该药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您的医
⽣、护⼠或药剂师。
给予多少粒细胞
如果您不确定为什么要给予您粒细胞或对给予您多少粒细胞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您的医
⽣、护⼠或药剂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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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移植、化疗或动员造⾎⼲细胞后
化疗
· 您的医⽣会根据您⾝体的表⾯积计算出给您多少。这是根据您的体重和⾝⾼计算得出的。
它以“平⽅⽶”为单位，即

2
写成'm'
· 粒细胞的常⽤剂量是每天每平⽅⽶体表⾯积 19.2 MIU（150 微克）。2 岁以上⼉童和⻘
少年的剂量与成⼈相同”
· 您获得粒细胞的天数将由您的医⽣决定。您可能会被给予⻓达 28 天

· 化疗后给予粒细胞⽤于动员造⾎⼲细胞时，您的医⽣会告诉您何时采集造⾎⼲细胞

单独使⽤粒细胞进⾏⾎液⼲细胞动员
· 您的医⽣会根据您的体重计算出给您多少。
· 粒细胞的常⽤剂量是每天每公⽄体重 1.28 MIU（10 微克）。2 岁以上⼉童和⻘少年的剂
量与成⼈相同”
· 您将在⽪下注射粒细胞 4 ⾄ 6 天
· 您的造⾎⼲细胞将在 5 到 7 天后采集。

GRANOCYTE 1300 万 IU/mL 可⽤于体表⾯积达 0.7 平⽅⽶的患者。GRANOCYTE 3400 万 
IU/mL 可⽤于体表⾯积⾼达 1.8 平⽅⽶的患者。
如果您服⽤的粒细胞多于应有的量
如果医⽣、护⼠或药剂师给您这种药，他们不太可能给您太多药。他们将监控您的进度并检查剂
量。如果您不确定为什么要服⽤⼀剂药物，请务必询问。

如果您给⾃⼰过多的粒细胞，请⽴即告诉医⽣或去医院。随⾝携带这个药包。这样医⽣就知道你吃
了什么。如果你有太多，你可能会得到特别糟糕的副作⽤。您可能遇到的最可能的问题是肌⾁和⻣
骼疼痛。
如果您忘记服⽤粒细胞
不要服⽤双倍剂量来弥补忘记的注射。始终与您的医⽣交谈，他们会告诉您应该做什么。

验⾎
当您服⽤该药时，医⽣需要对您进⾏监测。他们需要定期进⾏⾎液检查。这些将检查您的不同⾎细
胞（中性粒细胞、其他⽩细胞、红细胞、⾎⼩板）的⽔平。

其他医⽣可能会进⾏的其他⾎液检查可能会在您患有粒细胞时显⽰变化。如果您正在接受⾎液检
查，请务必告诉医⽣您患有粒细胞。您的⽩细胞数量可能会上升，⾎⼩板数量可能会下降，并且
酶⽔平可能会增加。在您停⽌使⽤ Granocyte 后，这些变化通常会有所改善。如果您正在进⾏
⾎液检查，请务必告诉医⽣您患有粒细胞。

如果您对该药的使⽤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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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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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癌症患者和健康捐赠者：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请⽴即停⽌服⽤ Granocyte 并⽴即告诉您的医⽣：

· 腹部左上⽅或左肩疼痛。这些可能是脾脏增⼤的迹象。这是⼀种常⻅的副作⽤，称为脾肿
⼤，但⾮常罕⻅的副作⽤可能导致脾脏分裂。

· 您有⼀种⾮常严重的过敏反应，称为“过敏性休克”。这是⼀种突然的危及⽣命的反应。
症状包括感觉虚弱、虚弱、呼吸困难或⾯部肿胀。这是⼀种⾮常罕⻅的副作⽤。

· 您有呼吸问题。症状包括咳嗽、发烧，或者您可能很容易⽓喘吁吁。这些可能是急性呼吸
窘迫综合征 (ARDS) 的迹象，这是⼀种⾮常罕⻅的副作⽤。

· 您有以下任何⼀种或以下副作⽤的组合：肿胀或浮肿，这可能与流⽔次数减少、呼吸困
难、腹部肿胀和饱胀感以及⼀般的疲倦感有关。这些症状通常以快速的⽅式发展。这些可能
是⼀种称为“⽑细⾎管渗漏综合征”的罕⻅疾病（可能影响多达 100 ⼈中的 1 ⼈）的症
状，这种疾病会导致⾎液从⼩⾎管渗漏到您的体内，需要紧急医疗护理。

· 您有肾损伤（肾⼩球肾炎）。在接受粒细胞治疗的患者中曾观察到肾损伤。如果您的⾯部或
脚踝出现浮肿、尿液中带⾎或呈棕⾊尿液，或者发现您的排尿量⽐平时少，请⽴即致电您的医
⽣。

如果您有以下任何副作⽤，请尽快告诉医⽣或药剂师：
⾮常常⻅的副作⽤(可能会影响超过⼗分之⼀的⼈）：

· ⻣骼、肌⾁、关节、背部以及腿部和⼿臂疼痛、头痛、发烧和/或感觉不适（恶⼼）。如
果发⽣这种情况，可以使⽤普通⽌痛药控制疼痛。
· ⾎液检查的临时改变，包括与您的肝功能相关的改变，通常不需要任何额外的预防措施，并
且在停药后恢复正常。
· 捐献造⾎⼲细胞后，您可能会感到疲倦。这是因为你的红细胞下降。您的⽩细胞计数可能
会在短时间内升⾼。您的⾎⼩板计数也可能减少，这可能使您⽐正常情况更容易流⾎或瘀
伤。

常⻅的副作⽤(可能会影响多达⼗分之⼀的⼈）：
· 注射部位的反应。
· 全⾝疼痛，包括腹痛

不常⻅的副作⽤(可能会影响多达 100 ⼈中的 1 ⼈）：
· 咳⾎（咯⾎）。

稀有的(可能影响多达千分之⼀的⼈）：
· 肺部出⾎（肺出⾎）。
· 主动脉（将⾎液从⼼脏输送到⾝体的⼤⾎管）发炎，⻅第 2 节。

⾮常罕⻅的副作⽤(可能会影响多达 10,000 ⼈中的 1 ⼈）：
· ⽪肤问题，例如⼿臂或腿部呈紫红⾊、凸起的区域，有时您的⾯部或颈部会发烧（“Sweet 
综合征”的迹象）。发烧时也可能有凸起的红⾊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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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莱尔综合征”的迹象）。此外，还有其他⽪肤问题，例如腿部出现红⾊凸起的瘀伤
或⾝体溃疡，伴有发烧和关节疼痛。
· 过敏反应。症状包括⽪疹、吞咽和呼吸问题、嘴唇、⾯部、喉咙或⾆头肿胀。

未知(频率⽆法从可⽤数据中估计）：
▪ ⾎液检查结果表明炎症（例如C-反应蛋⽩增加）。
▪ 静脉和动脉中形成⾎栓。

副作⽤报告
如果您有任何副作⽤，请咨询您的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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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直接报告副作⽤（详⻅下⽂）。
英国 - ⻩卡计划⽹站：
www.mhra.gov.uk/yellowcard。
爱尔兰 - HPRA 药物警戒，Earlsfort Terrace，IRL - 都柏林 2；电话：+353 1 6764971；传真：
+ 353 1 6762517。⽹站：www.hpra.ie；电⼦邮件：medsafety@hpra.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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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储存粒细胞
将此药放在⼉童看不到和够不到的地⽅。
在到期 (EXP) ⽇期之后，请勿使⽤ Granocyte 粉末和溶液试剂盒的任何部件。Granocyte 粉末的有
效期标注在外纸盒、泡罩的纸箔和每个 Granocyte ⼩瓶的标签上。溶剂（注射⽤⽔）的有效期在⽔
预充式注射器的标签上给出。

到期⽇是指该⽉的最后⼀天。不要在 30°C 以上储
存。不要冻结。
建议在复溶或稀释后⽴即使⽤。如果需要，您可以在 2°C -8°C 下（在冰箱中）储存重新
配制或稀释的溶液⻓达 24 ⼩时。
不要通过废⽔或⽣活垃圾丢弃任何药物。询问您的药剂师如何丢弃不再使⽤的药物。这些措施
将有助于保护环境。
6. 包装内容和其他信息 Granocyte 包含什么

· 活性物质是复溶后每毫升1340 万国际单位（相当于105 微克）的来诺司亭（rHuG-CSF）。

· 活性物质是重构后每毫升 3360 万国际单位（相当于 263 微克）的来诺司亭 (rHuG-CSF)。

· 粉末中的其他成分是精氨酸、苯丙氨酸、蛋氨酸、⽢露醇 (E421)、聚⼭梨醇酯 20 和稀盐
酸。
已知具有公认作⽤或效果的辅料：苯丙氨酸
· ⽤于配制溶液的溶剂是注射⽤⽔

粒细胞的外观和包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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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细胞呈现为[粉末和溶剂，⽤于预填充注射器中的注射/输注溶液]。

⼩瓶中的粉末 + 1mL 溶剂在带有两根针头的预填充注射器中（较⼤的奶油⾊⽤于重组 (19G)，较
⼩的棕⾊⽤于给药 (26G)）
粒细胞呈现为[粉末和注射/输液溶液的溶剂]。 ⼩瓶中的粉末 + 安瓿中的 1mL 溶
剂（仅限英国市场）

GRANOCYTE 有 1 或 5 个包装尺⼨。并⾮所有包
装尺⼨都可以销售
上市许可持有⼈ 英国

Chugai Pharma UK Ltd, Mulliner 
House, Flanders Road, Turnham 
Green, London
W4 1NN。

爱尔兰
Chugai Pharma France SAS
游览富兰克林 100/101 Quartier Boieldieu 
La Défense 8 - 92042
巴黎拉德芳斯 CEDEX 法
国

制造商
SANOFI WINTHROP INDUSTRIE, Usine de Maisons-Alfort, 180 rue J  ean-Jaurès, BP40 94702 
Maisons-Alfort - Cedex -France

该药品在 EEA 成员国以下列名称获得授权：

EEA 的所有成员国：GRANOCYTE 意⼤利：
GRANOCYTE 和 MYELOSTIM
有关该药物的任何信息，请联系上市许可持有⼈的当地代表：

英国和爱尔兰 - Chugai Pharma UK Ltd, Mulliner House, Flanders Road, Turnham Green, London W4 
1NN。

本传单最后⼀次修订是在 2020 年 11 ⽉。
<---------------------------------------------------- -------------------------------------------------- --------------------------
以下信息仅供医疗或保健专业⼈员使⽤：
为医疗或保健专业⼈员准备和处理药品的实⽤信息

粒细胞瓶仅供单次使⽤。
鉴于可能存在微⽣物污染的⻛险，带有溶剂的预填充注射器仅供⼀次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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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细胞⽤于⽪下或静脉内使⽤。 制备重组溶液

使⽤ 19G 针头将⼀个预填充注射器的可提取内容物⽆菌添加到粒细胞瓶中。

·轻轻搅拌直⾄完全溶解。
·不要剧烈摇晃。
·重构的肠胃外溶液看起来是透明的并且没有颗粒。
使⽤ 19G 针头从⼩瓶中取出所需体积的复溶溶液。
·使⽤ 26G 针头通过⽪下注射⽴即给药。

在静脉内使⽤的情况下，粒细胞必须在重组后稀释。
粒细胞在稀释时与常⽤的注射给药装置兼容：

·在 0.9% 盐⽔溶液中（聚氯⼄烯袋和玻璃瓶）
·或 5% 葡萄糖溶液（玻璃瓶）

不建议将 GRANOCYTE 1300 万 IU/mL 稀释⾄终浓度低于 26 万国际单位/mL (2 µg/mL)。1 瓶
重构的 GRANOCYTE 1300 万 IU/mL 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稀释超过 50 mL

不建议将 GRANOCYTE 3400 万 IU/mL 稀释⾄终浓度低于 32 万国际单位/mL (2.5 µg/mL)。在
任何情况下，1 瓶重构的 GRANOCYTE 3400 万 IU/mL 均不得稀释超过 100 mL。

任何未使⽤的产品/溶液或废料都应按照当地规定进⾏处置
要求

™Granocyte 是 Chugai Pharma UK Limited 的商标。©本传单
的⽂字版权属于 Chugai Pharma UK Limited。

A：端盖（包括内橡㬵插件） B：塞⼦

C：柱塞

针头在由以下材料组成的硬质独⽴包装中受到保护： D：针头
护套
E：彩⾊帽（奶油⾊或棕⾊）

F：针毂
G：针尖

图1
从泡罩中取出⼩瓶并从
⼩瓶上取下塑料盖。

图 7
保持针头和注射器与⼩瓶
相连，将⼩瓶倒置。

⽤⽆菌酒精擦拭清洁⼩瓶的橡
㬵塞。

部分拔出针头，确保尖端在溶
液中。握住针座和注射器，将
柱塞慢慢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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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将所有溶液注⼊注射
器。

图 2 图 8
取下预充式注射器和两根针
头（⼀根带有奶油⾊帽 
(19G)，⼀根带有棕⾊

泡罩中的彩⾊帽 (26G))。

检查注射器是否有⽓泡。如
果注射器中有⽓泡，请将注
射器笔直向上并轻敲注射器
的侧⾯，直到⽓泡漂浮在顶
部。

⽤柱塞将⽓泡推出。

图 3 图 9
从注射器上拧下端盖并将其
取下。

推动柱塞，直到塞⼦顶部与下
⼀个⽐您需要的更⼤的体积标
记对⻬（以 0.1 毫升计）

增量）。例如，如果您需要 
0.8 毫升，则将柱塞推⾄ 0.9 
毫升标记

图4 图 10
牢牢抓住奶油⾊针头包装的两
端。扭动奶油⾊的帽⼦（顺时
针或逆时针）并将其拉下。

握住针头护套，将针头毂拧
到注射器上。

将⼩瓶直⽴并将针头完全推⼊
⼩瓶中。握住针头毂，拧下注
射器，将针头留在⼩瓶中。

牢牢抓住棕⾊针头包装的两
端。扭动棕⾊盖⼦（顺时针或
逆时针）并将其拉下。握住针
头护套，将针头毂拧到注射器
上。

取下针鞘。
图 5 图 11
取下针鞘。将⼩瓶保持在平坦
的表⾯上，将针头推过橡㬵
塞，然后慢慢推动柱塞杆将溶
剂注⼊⼩瓶中。

检查注射器是否有⽓泡。如
果注射器中有⽓泡，请将注
射器笔直向上并轻敲注射器
的侧⾯，直到⽓泡浮到顶
部。

⽤柱塞将⽓泡推出。

如有必要，调整要给药的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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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GRANOCYTE 现在已准备好进
⾏管理。⽴即通过⽪下注射给
药。

轻轻旋转直到粉末完全溶解。
不要剧烈摇晃。

⽪下注射部位的位置

⾏政。
正⾯ 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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