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VANDAMET 平板电脑
罗格列酮（⻢来酸盐）和盐酸⼆甲双胍

消费药品信息

这张传单⾥有什么？ 这有助于⾝体的细胞利⽤⾎液中的
糖分，从⽽阻⽌您的⾎糖⽔平升⾼
过⾼。⾼⾎糖⽔平会对⾝体细胞造
成损害。

过敏或“过敏性”反应可能包
括发痒的⽪疹（荨⿇疹）、呼
吸急促、呼吸困难、⾯部、⾆
头或⾝体其他部位的喘息肿
胀，或

昏厥。

在您服⽤ AVANDAMET 之前，请
仔细阅读本宣传单。如果您正在帮
助其他⼈服⽤ AVANDAMET，请在
服⽤第⼀剂之前仔细阅读本传单。

AVANDAMET 含有两种活性成分；
即罗格列酮（⻢来酸盐），属于⼀
组称为

格列酮类药物和盐酸⼆甲双胍属
于⼀组药物，称为

双胍类。

· 您有⼼⼒衰竭或过去曾有过
⼼⼒衰竭。本宣传册回答了有关 AVANDAMET 

的⼀些常⻅问题。它不包含所有可
⽤信息。 · 您正在接受⼼绞痛或⼼脏病发

作治疗。
· 您患有不复杂且胰岛素调节

良好的⻘少年糖尿病；仅由
饮⻝调节的糖尿病；糖尿病
的急性并发症，如代谢性酸
中毒、昏迷、感染、坏疽，
或在

在需要胰岛素的⼿术后⽴即进
⾏。

它不能代替与您的医⽣或药剂师交
谈。
所有药物都有⻛险和益处。有时
即使⼀种药物已经使⽤多年，也
会发现新的⻛险。您的医⽣已经
权衡了您服⽤的预期益处

AVANDAMET 对抗这种药物可能
给您带来的⻛险。

AVANDAMET 的作⽤是使您的⾝体
对胰岛素更敏感。因此，它可以帮
助您的⾝体更好地利⽤它产⽣的胰
岛素，从⽽帮助您将⾎糖恢复到正
常⽔平。

AVANDAMET 可以单独使⽤（当
饮⻝和运动不⾜以治疗糖尿病
时）或与其他抗糖尿病药物⼀起
使⽤。

如果您对服⽤该药有任何疑虑，
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 您有肾功能衰竭或肾功能下降
（例如，如果您是⽼年⼈）。

将此传单与药物⼀起保
存。

· 您有任何可能与组织缺氧
（组织缺氧）有关的情况
（例如

坏疽、循环休克、急性显着失
⾎）；肺栓塞; 严重的肝功能
衰竭；胰腺炎; 过量饮酒或使
⽤利尿剂。这是由于乳酸酸中
毒的⻛险（⾎液中  乳酸含量
增加）。

您的医⽣可能出于其他原因开了 
AVANDAMET。你可能需要把它重读⼀遍。
没有证据表明 AVANDAMET 
会上瘾。

什么是 AVANDAMET
⽤于？

在你服⽤之前
万达美AVANDAMET ⽤于治疗 2 型糖

尿病患者。这也称为⾮胰岛素
依赖型糖尿病 (NIDDM) 或成⼈
型糖尿病。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请勿服⽤：

在以下情况下，您不得
服⽤ AVANDAMET： · 印在包装上的有效期 (EXP) 已

过。
2 型糖尿病是⼀种您的⾝体不能产
⽣⾜够的胰岛素或您的⾝体产⽣的
胰岛素不能正常⼯作的疾病。胰岛
素是⼀种天然的⾝体化学物质

· 你曾经对罗格列酮有过过敏
反应，
⼆甲双胍或本说明书末尾列出
的任何成分（⻅

“原料”）。⼀个迹象

· 包装破损或有篡改迹象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请告诉您的医⽣：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您必须告诉您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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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正在哺乳、怀孕或试图怀
孕。

因此，它不应⽤于 1 型（或胰岛
素依赖型）糖尿病患者。

阅读这些药物的传单。

· 您有⼼⼒衰竭或过去曾有过
⼼⼒衰竭。 尚⽆关于 18 岁以下⼈群使⽤ 

AVANDAMET 的信息，因此不适⽤
于这些患者

受到推崇的。

在⼉童中使⽤：
· 你有呼吸困难。 尚⽆关于 18 岁以下⼈群使⽤ 

AVANDAMET 的信息，因此不适⽤
于这些患者

受到推崇的。

· 您有腿部和脚部肿胀或疼痛的病
史。

· 你的肝脏有问题。药物在您体
内的停留时间可能⽐平时更
⻓。

· 你有视觉障碍。
· 你正在服⽤胰岛素。

吃多了怎么办？（过量）
我该如何服⽤
万达美？

· 您正在服⽤硝酸盐来治疗现
有的⼼脏病，因为已经报告
了⼼绞痛和⼼脏病发作等⼼
脏病。

如果您认为您或其他⼈可能服⽤了
过多的 AVANDAMET，即使没有任
何不适或不适的迹象，请⽴即致电
您的医⽣或毒药信息中⼼（电话 
131126）寻求建议

中毒。

取多少：
按照医⽣或药剂师的指⽰服⽤ 
AVANDAMET。

· 您正在服⽤其他抗糖尿
病药物。

⼈们服⽤ AVANDAMET 的量可能
不同，这取决于您的状况。您的
医⽣会为您开出最佳剂量。· 你患有多囊卵巢综合症。由于

您的药物的作⽤⽅式，可能会
增加怀孕的⻛险。

如果您不确定该怎么做，请联系
您的医⽣、药剂师或最近的医
院。

不要服⽤超过医⽣建议的药⽚。

· 您对⻝物、染料、防腐剂或任
何其他物质过敏
药物。 如何服⽤： 当您服⽤ 

AVANDAMET 时· 您正在服⽤任何其他药物，包括
您在没有处⽅的情况下购买的药
物。特别是与 AVANDAMET ⼀
起服⽤会影响⾎液中糖含量的药
物，例如

吉⾮罗⻬、利福平、西咪替丁
和可能改变⾎液中⼆甲双胍含
量的药物（特别是如果您的肾
功能下降），例如

维拉帕⽶、利福平、
西咪替丁、多替拉⻙、雷
诺嗪、甲氧苄啶、凡德他
尼、艾沙康唑、克唑替
尼、奥拉帕尼。

您的 AVANDAMET 平板电脑
应该⽤⼀杯⽔吞服。它们可以在饭
后或饭后服⽤，也可以空腹服⽤。 你必须做的事情：

如果出于任何原因您没有完全按
照指⽰服药，请告诉您的医⽣。然⽽，在饭后或饭后服⽤药⽚会

减少胃部不适的机会。
否则，您的医⽣可能会认为它没
有正常⼯作并改变您的治疗

不必要的。

最好每天在同⼀时间服⽤。

需要多⻓时间： 如果您忘记服⽤ AVANDAMET，请
在记住后⽴即服⽤您的平板电脑。
不要服⽤超过常⽤剂量。在平时服
⽤下⼀剂。

糖尿病是⼀种需要⻓期治疗和医⽣
定期评估的疾病。⼀旦您开始服
药，您通常需要在余⽣中继续服
药。

服⽤ AVANDAMET 时，不要服
⽤任何含有⼆甲双胍的其他药
物，⽆论是单剂量还是联合剂
量。向您的医⽣或药剂师寻求建
议。

· 您患有肾功能衰竭或肾功能可
能下降（例如，如果您是⽼年
⼈）。

如果您觉得您的药物效果太弱或太
强，请不要停⽌服⽤ AVANDAMET 
或⾃⾏更改剂量，但请咨询您的医
⽣。使⽤罗格列酮时曾观察到⻣折，通

常发⽣在⼿、上臂或⾜部。向您的
医⽣咨询如何保持⻣骼健康的建
议。

你不能做的事情：
您的医⽣可能会将 AVANDAMET 
与其他抗糖尿病药物联合使⽤。 不要将这种药给其他任何⼈，即使

他们的症状与您的症状相似。
AVANDAMET 仅适⽤于
⾝体⾃⾝胰岛素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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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您的医⽣要求，否则不要使⽤ 
AVANDAMET 治疗任何其他投诉。

和其他药物⼀样，
AVANDAMET 可能会引起⼀些副
作⽤。如果它们发⽣，它们很可
能是次要的，并且
暂时的。但是，有些可能很严重，
需要就医。

胆固醇” (HDLc) 和“坏胆固
醇” (LDLc)，它们的平衡⽐总⽔
平更重要。AVANDAMET 不影响
好坏平衡

胆固醇。如果您对⾃⼰的胆固
醇⽔平有任何疑虑，您应该咨
询您的医⽣。

服⽤ AVANDAMET 时不要不进
餐。
不要停⽌服⽤ AVANDAMET 或改
变剂量
请先咨询您的医⽣。

最常⻅的副作⽤是：

· ⼼⼒衰竭或肺部积液（肺⽔
肿）。需要注意的事项：

如果您发现以下任何⼀种情况，请
⽴即告诉您的医⽣或前往最近医院
的急诊科

乳酸酸中毒的症状（⾎液中乳酸
含量⾼）：

在您了解 AVANDAMET 对您的
影响之前，请⼩⼼驾驶或操作机
器。

· ⼼绞痛或⼼脏病发作等⼼脏问
题。

· 局部肿胀（⽔肿）
· 体重略有增加。如果您必须保持警惕，例如在开⻋

时，请特别注意不要让您的⾎糖⽔
平降得太低。

· ⾎液中的低糖⽔平（低⾎
糖）。 · 恶⼼、呕吐或胃痛。

· 红细胞计数（贫⾎）和⽩细胞
计数略有减少。服⽤期间应避免过量饮酒

AVANDAMET 因为它可以增强这
种药物的效果，也可以导致乳酸
酸中毒（⾎液中乳酸含量增
加）。

· 呼吸困难。
· 感到虚弱、疲倦或全⾝不适。

· ⻣折，通常在⼿、上臂或脚
上。 · 不寻常的肌⾁疼痛。

· 嗜睡。
· 头晕或头晕。

· ⼝中有⾦属味。
· ⻝欲增加。
· 便秘。 · 瑟瑟发抖，感觉异常寒冷。如果您是⽼年⼈，您的肾功能可

能会降低，您的医⽣可能希望调
整您的剂量。

如果您发现以下任何⼀种情况，
请⽴即告诉您的医⽣： · ⼼跳缓慢。
· 胃部不适，如恶⼼或

呕吐。
您可能需要紧急医疗护理。
AVANDAMET 引起的乳酸性酸中毒
是罕⻅的。⼀些患者发⽣乳酸酸中
毒的⻛险较⾼，包括⽼年⼈、每天
服⽤⼆甲双胍超过 2 克的患者、饮
酒过量的患者以及肾脏功能不健全
的患者。

好好⼯作。

如果您有任何疑虑，您应该咨询您
的医⽣。不要停⽌服⽤ 
AVANDAMET 或
更改剂量，⽆需先咨询医⽣。

· 腹泻。
· 胸痛。
· 瘙痒，⽪疹。

· 深⾊尿液或苍⽩⼤便。
· ⽪肤或眼睛发⻩（⻩疸）。

有什么副作⽤？ · 严重的胃痉挛。
· 体重减轻。
· 疲倦。
· ⽓促。
· 腿部和脚部肿胀或疼痛。
· 体重迅速增加。
· 视觉障碍。

这不是所有可能的副作⽤的完整列
表。其他⼈可能会发⽣在某些⼈⾝
上，并且可能会出现⼀些未知的副
作⽤。

如果您认为因服⽤ AVANDAMET 
⽽出现任何副作⽤或过敏反应，
请尽快咨询您的医⽣，即使问题
未在下⾯列出。 如果您发现您的药物有任何此处未

提及的副作⽤，请告诉您的医⽣或
药剂师。

· 发痒的⽪疹（荨⿇疹）、呼吸急
促、呼吸困难、喘息、⾯部、⾆
头或⾝体其他部位肿胀或昏厥。
这些可能是

过敏反应的症状。

AVANDAMET 可能会增加某些患者
⼼脏病发作或⼼⼒衰竭的⻛险。如
果您出现以下任何情况，您必须⽴
即告诉您的医⽣：

不要被这个可能的副作⽤列表吓
到。您可能不会体验其中任何⼀
种。

· 体重迅速增加
· ⽓促
· 腿和脚肿胀
· 胸痛

AVANDAMET 可能会略微增加您的
总胆固醇⽔平。总胆固醇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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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存储
万达美？

⼆氧化硫、聚⼄⼆醇 400、氧化
铁⻩和氧化铁红。
对乳糖不耐受的患者应注意，
每⽚ AVANDAMET ⽚剂也

含有少量乳糖。

AVANDAMET ⽚剂应存放在下⾯
阴凉⼲燥的地⽅ 30℃。

将此药放在⼉童⽆法拿到的地
⽅，例如锁着的地⽅
橱柜。

供应商：
您的 AVANDAMET 由以下公司提
供：

请勿留在⻋内、窗台上或浴室
内。

GlaxoSmithKline Australia Pty Ltd 
Level 4, 436 Johnston Street, 
Abbotsford, Victoria, 3067
澳⼤利亚。

将 AVANDAMET 药⽚放在泡罩包
装中，直到需要服⽤。

将任何未使⽤或过期的药物
退还给您的药剂师。 去哪⾥获取更多信息：

制药公司⽆法为⼈们提供个⼈诊断
或医疗建议。您的医⽣或药剂师是
就您的病情向您提供治疗建议的最
佳⼈选。你也许还能找到

来⾃患者信息组和产品特定组织
（例如澳⼤利亚糖尿病协会）的
有关您的疾病及其治疗的⼀般信
息。

产品描述

AVANDAMET 的外观
像：
AVANDAMET ⽚剂是椭圆形薄膜包
⾐⽚剂，⼀侧凹有“gsk”，背⾯
有以下凹痕。⽚剂也以颜⾊区分。

'2/500' - 2 毫克罗格列酮/500 毫克
盐酸⼆甲双胍淡粉⾊⽚剂

本宣传单于 2019 年 5 ⽉ 30 ⽇
编制。
所提供的信息仅适⽤于：
AVANDAMET。'4/500' - 4 mg 罗格列酮/500 mg 

⼆甲双胍盐酸盐橙⽚ 万达美：
2 mg/500 mg - AUST R 114516 4 

mg/500 mg - AUST R 114517 2 

mg/1000 mg - AUST R 115430 4 

mg/1000 mg - AUST R 115459

'2/1000' - 2 mg 罗格列酮/1000 mg 
盐酸⼆甲双胍⻩⾊⽚剂

'4/1000' - 4 毫克罗格列酮/1000 
毫克盐酸⼆甲双胍粉红⾊⽚剂 商标归葛兰素史克集团公司

所有或获得许可。

原料
©2019 GSK 集团公司或 它的许可
⼈。AVANDAMET 含有活性成分罗格列

酮（如
⻢来酸盐）和⼆甲双胍
盐酸盐。

6.0 版

AVANDAMET 还含有羟基⼄酸
淀粉钠、羟丙甲纤维素、微晶
纤维素、聚维酮、乳糖、

硬脂酸镁，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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