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imacor 注射液
消费者医学信息 (CMI) 摘要
这完整的 CMI 下⼀⻚有更多详细信息。如果您担⼼使⽤该药，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1. 为什么我使⽤ Primacor？
Primacor 含有活性成分乳酸⽶⼒农。Primacor ⽤于短期治疗严重充⾎性⼼⼒衰竭。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部分1. 为什么我使⽤ Primacor？ 在完整的 CMI 中。

2. 在使⽤ Primacor 之前我应该  知道什么？
如果您曾经对 Primacor 或 CMI 末尾列出的任何成分有过敏反应，请勿使⽤。
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疾病、服⽤任何其他药物、怀孕或计划怀孕或正在哺乳，请咨询您的医⽣。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部分2. 在使⽤ Primacor 之前我应该  知道什么？ 在完整的 CMI 中。

3. 如果我正在服⽤其他药物怎么办？
⼀些药物可能会⼲扰 Primacor 并影响其⼯作⽅式。
这些药物的清单在部分3. 如果我正在服⽤其他药物怎么办？ 在完整的 CMI 中。

4. 如何使⽤ Primacor？
· Primacor 通常在医院给您。它作为⼀系列注射剂提供给您。更多说明可以在章节
中找到4. 如何使⽤ Primacor？ 在完整的 CMI 中。

5. 使⽤ Primacor 时我应该知道什么？
你的东西
应该做

· 提醒您访问的任何医⽣、⽛医或药剂师您正在使⽤ Primacor。

你的东西
不应该做

· 如果您对⽶⼒农、类似药物或本说明书末尾列出的任何成分过敏，则不应使⽤ 
Primacor。

驾驶或使⽤
机器

· 在您开⻋或使⽤任何机器或⼯具之前要⼩⼼，直到您了解 Primacor 对您的影响。

喝
酒精

· 不适⽤

照顾
你的药

· 如果您需要储存 Primacor，请确保将其存放在温度不超过 30°C 的阴凉⼲燥处。

· 不要冷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部分5. 使⽤ Primacor 时我应该知道什么？ 在完整的 CMI 中。

6. 有没有副作⽤？
在 Primacor 注射期间您可能会感受到的影响包括⼼跳不规则、低⾎压、头晕、头晕、胸痛、头痛、⽪疹。有关更多信
息，包括如果您有任何副作⽤该怎么办，请参阅第6. 有没有副作⽤？ 在完整的 CMI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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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cor 注射液
有效成分）：⽶⼒农乳酸

· 对⽤于治疗充⾎性⼼⼒衰竭的其他药物过敏。
消费者医学信息 (CMI)
本⼿册提供有关使⽤ Primacor 的重要信息。如果您想了
解更多信息或对使⽤ Primacor 有任何疑虑或问题，您还
应该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在治疗期间，您可能有发⽣某些副作⽤的⻛险。了解这些
⻛险以及如何监控这些⻛险⾮常重要。请参阅部分下的其
他信息6.有没有副作⽤ ?

在哪⾥可以找到本传单中的信息： 怀孕和哺乳
1. 为什么我使⽤ Primacor？
2. 在使⽤ Primacor 之前我应该  知道什么？
3. 如果我正在服⽤其他药物怎么办？
4. 如何使⽤ Primacor？
5. 使⽤ Primacor 时我应该知道什么？
6. 有没有什么副作⽤？
7. 产品详情

如果您怀孕或打算怀孕，请咨询您的医⽣。

如果您正在⺟乳喂养或打算⺟乳喂养，请咨询您的医
⽣。
如果您怀孕或哺乳，则不应给予 Primacor，除⾮您和您
的医⽣讨论过所涉及的⻛险和益处。

1. 为什么我使⽤ Primacor？ ⽬前尚不清楚 Primacor 是否会伤害您的宝宝或是否存
在于⺟乳中。

Primacor 含有活性成分乳酸⽶⼒农。
Primacor ⽤于短期治疗严重充⾎性⼼⼒衰竭。这是⼼
脏⽆法将⾜够的⾎液泵送到全⾝的情况。这种情况的症
状包括虚弱、呼吸困难、组织中积液和⽪肤变蓝。

3. 如果我正在服⽤其他药物怎么办？
如果您正在服⽤任何其他药物，包括您从药房、超市或
保健⻝品店购买的任何药物、维⽣素或补充剂，请告诉
您的医⽣或药剂师。

Primacor 还有助于维持⼼脏⼿术后患者⼼脏的⾎液输
出。

如果您不确定正在服⽤的药物、维⽣素或补充剂以及这
些是否会影响 Primacor，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Primacor 有助于提⾼⼼脏将⾎液泵送到全⾝的效率。

4. 如何使⽤ Primacor？
Primacor 的⼯作原理是增加您的⼼脏肌⾁的⼯作⼒并打
开您的⾎管，让⾎液更⾃由地流动。 服⽤/使⽤多少

· Primacor 通常在医院给您。它作为⼀系列注射剂提
供给您，如下所⽰：

· 成年⼈：2. 在使⽤ Primacor 之前我应该  知
道什么？

初始剂量
○警告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请勿使⽤ Primacor：

在 10 分钟内缓慢注射⼀次。

第⼆剂
○· 您对乳酸⽶⼒农或本说明书末尾列出的任何成分

过敏。
· 始终检查成分以确保您可以使⽤该药。

· 您有某些严重的问题（阻塞性主动脉或肺动脉瓣疾
病）。

· 您怀孕或哺乳，除⾮您和您的医⽣讨论过所涉及
的⻛险和益处。

Primacor 将⽤静脉输液稀释并缓慢注⼊静脉。
这种“输液”可能持续⻓达 48 ⼩时。使⽤的剂
量将取决于您病情的严重程度。

Primacor 不推荐⽤于⼉童。

何时服⽤/使⽤ Primacor

Primacor 通常在医院给您。它作为⼀系列注射剂提供
给您。

如果您有以下情况，请咨询您的医⽣： 如果您使⽤过多的 Primacor

· 有任何其他医疗状况
· 为任何其他情况服⽤任何药物
· 患有肾病
· 已经患有另⼀种⼼脏病

如果您认为您使⽤了过多的 Primacor，您可能需要紧
急医疗护理。
过⾼剂量的 Primacor 可能会导致低⾎压。如果发
⽣这种情况，Primacor 的剂量可能会减少或暂时停
⽌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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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应该⽴即： 不太严重的副作⽤
· 致电毒药信息中⼼（致电 13 11 26) 

在澳⼤利亚，或
· 在新西兰拨打 0800 POISON (0800 764766) 致电国

家毒物中⼼，或
· 联系您的医⽣，或
· 去最近医院的急诊科。

不太严重的副作⽤ 该怎么办
在 Primacor 注射期间您可能
会感受到的影响包括：

和你说话
医⽣如果你
有任何⼀个
这些少
严肃的⼀⾯
效果和
他们担⼼你。

· 不规则的⼼跳
· 低⾎压
· 头晕⽬眩，头晕⽬眩
· 胸痛
· 头痛
· ⽪疹

即使没有不适或中毒的迹象，您也应该这样
做。

5. 使⽤ Primacor 时我应该知道什
么？ 过敏相关：

· ⽪疹
· 哮喘发作
· 花粉过敏。

你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您出现以下情况，请⽴即致电您的医⽣：

· 在给您服⽤ Primacor 时感觉不舒服。

上⾯未列出的其他副作⽤也可能发⽣在某些⼈⾝上。提醒您访问的任何医⽣、⽛医或药剂师您正在使⽤ 
Primacor。

如果您发现任何其他可能让您感到不适的情况，请告诉您
的医⽣或药剂师。你不应该做的事情

· 如果您对⽶⼒农、类似药物或本说明书末尾列出的任
何成分过敏，则不应使⽤ Primacor。

某些⼈可能会出现此处未列出的其他副作⽤。

报告副作⽤
驾驶或使⽤机器 在您收到有关您遇到的任何副作⽤的医疗建议后，您可以

在线向治疗⽤品管理局报告副作⽤，⽹址为

www.tga.gov.au/reporting-problems 在澳⼤利亚和 
https://nzphvc.otago.ac.nz/reporting/ 在新西兰。通
过报告副作⽤，您可以帮助提供有关该药安全性的更多
信息。

在您开⻋或使⽤任何机器或⼯具之前要⼩⼼，直
到您了解 Primacor 对您的影响。

照顾你的药

Primacor 通常会在医院储存和管理。

在您决定停⽌服⽤任何药物之前，请务必先咨询您的医
⽣或药剂师。· 如果您需要储存 Primacor，请确保将其存放在温度

不超过 30°C 的阴凉⼲燥处。

· 不要冷藏。
· 请按照包装盒中有关如何正确保养药物的说明进⾏

操作。

7.产品详情
该药仅在医⽣处⽅下可⽤。

把它放在年幼的孩⼦够不到的地⽅。 Primacor 包含什么
这并不是 Primacor 上可⽤的所有信息。如果您还有任何
问题或不确定，请咨询您的医⽣、药剂师或护⼠。 有效成分

（主要成分）
乳酸⽶⼒农 1 mg/mL

其他成分
（⾮活性成分）

葡萄糖
注射⽤⽔
乳酸
氢氧化钠

6. 有没有副作⽤？
所有药物都存在副作⽤。如果您确实遇到任何副作⽤，
其中⼤部分都是轻微和暂时的。但是，⼀些副作⽤可能
需要就医。

潜在过敏原 不适⽤请参阅以下信息，如果您对副作⽤有任何其他疑问，
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如果您对这些成分中的任何⼀种过敏，请勿服⽤此
药。Primacor 可以帮助⼤多数患有严重充⾎性⼼⼒衰竭的

⼈，但它可能会对某些⼈产⽣不良影响。 Primacor 的外观
所有药物都有副作⽤。有些时候他们是认真的，⼤
多数时候他们不是。 Primacor 是⼀种透明的⽆⾊⾄淡⻩⾊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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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盒⼦包含 10 个安瓿。
Primacor 10mg/10mL 注射液：AUST R 10372

谁分销 Primacor

Primacor 在澳⼤利亚由以下公司提供： 

sanofi-aventis australia pty ltd 12-24 

Talavera Road

⻨格理公园，新南威尔⼠州 2113 

免费电话号码：1800 818 806

Primacor 在新西兰由以下公司提供：

sanofi-aventis new zealand limited 

James & Wells Tower

56 考利街
奥克兰艾勒斯利
免费电话号码：0800 283 684

本传单最后⼀次修订于 2021 年 4 ⽉

primacor-ccdsv7-cmiv3-28apr21

* 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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