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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药品信息

本传单中的内容 ⽤于治疗由称为念珠菌的真菌或
酵⺟细胞引起的感染。

在你开始服⽤之前

如果您对任何其他药物、⻝物、
防腐剂或染料过敏，请告诉您的
医⽣。

本传单回答了⼀些关于 
Mycamine 的常⻅问题。
它不包含所有可⽤信息。它不能
代替与您的医⽣或药剂师交谈。

它通过⼲扰部分真菌细胞壁的产
⽣⽽起作⽤，使真菌⽆法⽣存和
⽣⻓。 如果您患有或曾经患有以下任

何疾病，请告诉您的医⽣：

· 溶⾎性贫⾎（红细胞分解引起
的贫⾎）或溶⾎（红细胞分
解）

如果您对为什么会这样有任何疑
问，请咨询您的医⽣
已经为您开了药。

所有药物都有⻛险和益处。您的
医⽣已经权衡了您服⽤ 
Mycamine 的⻛险和他们期望它
为您带来的好处。 您的医⽣可能出于其他原因开了

它。
· 肾脏问题，例如肾功能衰竭或

肾功能检查异常
如果您对服⽤该药有任何疑虑，
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 肝脏问题，例如肝功能衰

竭、肝炎或肝功能检查异
常。保留此传单.

你可能需要把它重读⼀遍。

在您服⽤ Mycamine 
之前 如果您怀孕或计划怀孕或正在哺

乳，请告诉您的医⽣。 您的医⽣
可以与您讨论所涉及的⻛险和益
处。当你不能拥有它时

什么Mycamine⽤于 如果您对以下物质过敏，请不要
服⽤ Mycamine：
· 任何含有⽶卡芬净的药

物

如果您没有告诉您的医⽣以上任
何⼀项，请在开始之前告诉他/她

接受Mycamine。
该药⽤于治疗：

· 本传单末尾列出的任何成分
· 患有严重真菌病的成⼈、⻘少

年和⼉童
称为侵袭性念珠菌病的感染
（由称为念珠菌已经穿透了⾝
体）

· 属于棘⽩菌素组的任何其他药
物。

服⽤其他药物

过敏反应的⼀些症状可能包
括：

如果您正在服⽤任何其他药物，
请告诉您的医⽣或药剂师
药物，包括您从药房、超市或保健
⻝品店获得的任何⾮处⽅药。

⼀些药物和 Mycamine 可能会
相互⼲扰。这些包括：

· 适合静脉治疗的⻝道（⻝道）
有真菌感染的成⼈和 16 岁以上
⻘少年

· ⽓促
· 喘息或呼吸困难
· ⾯部、嘴唇、⾆头或⾝体其他

部位肿胀
· ⽪疹、瘙痒或荨⿇疹

· 有患上糖尿病⻛险的成⼈、⻘
少年和⼉童 念珠菌(酵⺟菌）在
接受某种类型的⼲细胞移植时
感染，或者如果您的⽩细胞计
数低于某个⽔平。

在包装上印有的有效期或包装被
撕裂或有篡改迹象的情况下，请
勿服⽤该药。

· 伊曲康唑，⽤于治疗真菌感染
的药物

· 西罗莫司，⼀种⽤于预防肾
移植的药物
拒绝如果您不确定是否应该开始服⽤该

药，请咨询您的医⽣。
· 硝苯地平，⼀种⽤于治疗⾼

⾎压的药物。该药属于⼀组称为棘⽩菌素的药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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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药物可能会受到 Mycamine 
的影响。您可能需要不同数量的
这些
药物，或者您可能需要服⽤不同的
药物。

体重超过 40 公⽄的患者和体
重 40 公⽄或以下的患者每天 1 
毫克/公⽄。

当您接受 Mycamine

什么时候给 你必须做的事情
您的医⽣和药剂师有更多关于在
接受该药时要⼩⼼或避免使⽤的
药物的信息。

该药每天⼀次通过缓慢输注静脉
给药。输液通常持续⼀⼩时。

如果您即将开始使⽤任何新药，
请提醒您的医⽣和药剂师您正在
接受 Mycamine。

多久会给你
告诉任何其他为您治疗的医⽣、
⽛医和药剂师您患有此病

药物。

⽤于治疗侵袭性 念珠菌感染，您
通常会接受该药⾄少 14 天，但在
症状和⾎液结果显⽰感染已被清除
后，治疗通常会持续⾄少⼀周。

如何给予Mycamine

该药必须由护⼠或其他医疗保健
专业⼈员在医院准备并提供给
您。

如果您要进⾏⼿术，请告诉外科
医⽣或⿇醉师您正在接受此⼿术

药物。
它可能会影响⼿术期间使⽤的其
他药物。

为⼀个念珠菌⻝道感染，治疗通
常会在症状消失后持续⾄少⼀
周。

你会得到多少
您的医⽣将决定您每天将收到多
少 Mycamine.

如果您在服⽤该药期间怀孕，请
⽴即告诉您的医⽣。为了预防念珠菌 感染，治疗通常

会在⽩细胞数量恢复正常后持续
⾄少⼀周。对于成⼈、≥ 16 岁的⻘少年：

· 治疗侵袭性的常⽤剂量念珠菌
体重超过 40 公⽄的患者每天
感染 100 毫克，体重 40 公⽄
或以下的患者每天 2 毫克/公
⽄

副作⽤
如果您错过剂量 如果您在接受 Mycamine 期间感

觉不适，请尽快告诉您的医⽣或药
剂师。

该药可帮助⼤多数⼈预防或治疗真
菌感染，但可能对少数⼈产⽣不良
副作⽤。所有药物都存在副作⽤。
有时他们是认真的，⼤多数时候他
们不是。如果您有⼀些副作⽤，您
可能需要就医。

您的医⽣会监测您的反应和状况，
以确定需要多⻓时间的治疗。但
是，如果您担⼼⾃⼰可能错过了剂
量，请⽴即咨询您的医⽣或其他医
疗保健专业⼈员。

· 治疗的剂量念珠菌 ⻝道感染
对于体重超过 40 kg 的患者
为 150 mg，对于体重为 40 
kg 或以下的患者为每天 3 
mg/kg

· 有发展为⻛险的患者的常⽤剂
量念珠菌 对于体重超过 40 kg 
的患者，感染剂量为每天 50 
mg，对于体重在 40 kg 或以下
的患者，感染剂量为每天 1 
mg/kg。

如果您服⽤过多（过量）

您的医⽣会监测您的反应和状况，
以确定需要的剂量。但是，如果您
担⼼⾃⼰可能服⽤了过多的 
Mycamine，请⽴即咨询您的医⽣
或其他医疗保健专业⼈员。

不要对以下列出的副作⽤感到震
惊。您可能不会体验其中任何⼀
种。对于⼉童（包括新⽣⼉）和 16 岁

以下的⻘少年：
· 治疗侵袭性的常⽤剂量念珠菌

体重超过 40 公⽄的患者每天
感染 100 毫克，体重 40 公⽄
或以下的患者每天 2 毫克/公
⽄

请您的医⽣或药剂师回答您可能遇
到的任何问题。

如果您发现以下任何⼀种情况并
且他们担⼼您，请告诉您的医⽣
或药剂师：

· 有发展为⻛险的患者的常⽤
剂量念珠菌 感染是每天50毫
克

· 腹泻
· 恶⼼或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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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秘
· 发烧或⾼温
· 头痛
· 胃痛或不适
· 消化不良
· 疲倦
· ⻝欲不振
· 关节或背痛
· 难以⼊睡
· 咳嗽。

输液出现浑浊，不宜使⽤。

产品描述
它看起来像什么
Mycamine 50 mg 是⼀种⽩⾊的注
射⽤粉末，装在带有橡㬵塞、蓝⾊
翻盖和防紫外线收缩包装薄膜的玻
璃⼩瓶内。如果您发现以下任何⼀种情况，

请尽快告诉您的医⽣：

Mycamine 100 mg 是⼀种⽩⾊的
注射⽤粉末，装在玻璃瓶中，带有
橡㬵塞、红⾊翻盖和防紫外线收缩
包装膜。

· ⼿、脚踝或脚肿胀

· 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

· ⽪疹、瘙痒或荨⿇疹
· ⼼跳加快或⼼跳⽅式改变

· 排尿困难
· ⽪肤或眼睛发⻩。

两种规格均以 1 瓶或 10 瓶⼀
包的形式提供。

原料
上述列表包括可能需要就医的严重
副作⽤。

Mycamine 含有 50 毫克或 100 毫
克⽶卡芬净（以钠计）作为活性
成分。
每个⼩瓶还包含：

如果您发现任何让您感到不适的
事情，请告诉您的医⽣或药剂
师。

· 乳糖
· ⽆⽔柠檬酸
· 氢氧化钠。

上⾯未列出的其他副作⽤也可能
发⽣在某些⼈⾝上。

该药不含蔗糖、麸质、柠檬⻩
或任何其他偶氮染料。

只有当您的医⽣不时进⾏检查以
检查您的进展时，才能发现其中
⼀些副作⽤（例如，⾎液检查结
果或⾎压的变化）。

供应商
Mycamine 通过以下⽅式在新西
兰分销：
bioCSL（新西兰）有限公司

邮政信箱 62 590
格林兰, 奥克兰, 1546 新西
兰收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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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存
澳⼤利亚注册号：未开封的⼩瓶应存放在阴凉⼲燥

处
温度保持在25以下°C。

50 毫克 - AUST R 196108 
100 毫克 - AUST R 196109

配制好的输液应⽴即使⽤，并
避光保存。如果 本宣传单于 2014 年 5 ⽉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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