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费药品信息

加济娃-

奥⽐妥珠单抗
1000 mg 40 mL 浓缩液，⽤于输液

本传单中的内容

在开始使⽤ Gazyva 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册。

本传单回答了有关 Gazyva 的⼀些常⻅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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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药物都有⻛险和益处。您的医⽣已经权衡了您使⽤ Gazyva 的⻛险和他们期望它为您带来的好处。

如果您对使⽤该药有任何疑虑，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将此传单与药物⼀起保存。 你可能需要
把它重读⼀遍。

Gazyva 的⽤途

Gazyva 属于⼀组被称为抗肿瘤（或抗癌）药物的药物。有许多不同类别的抗肿瘤剂。Gazyva 属于⼀类称
为单克隆抗体。单克隆抗体是特异性识别并结合体内其他独特蛋⽩质的蛋⽩质。Gazyva 中的活性成分称为 
obinutuzumab。

Gazyva ⽤于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病 (CLL)。它还⽤于治疗以前未接受过治疗的晚期滤泡性淋巴瘤 
(FL)，以及不再对另⼀种称为利妥昔单抗的药物治疗产⽣反应的患者的惰性（⽣⻓缓慢）⾮霍奇⾦淋巴瘤 
(iNHL)。

Gazyva 识别并附着在称为 CD20 的蛋⽩质上，这种蛋⽩质位于称为 B 淋巴细胞的⽩细胞表⾯。在与蛋⽩质结
合的过程中，B淋巴细胞的异常⽣⻓停⽌。正是异常⽣⻓的 B 淋巴细胞导致了这种疾病。

对于 CLL，Gazyva 与化疗药物苯丁酸氮芥⼀起使⽤。对于以前未接受过治疗的 FL 患者，以及对利妥昔单抗
不再有反应的 iNHL 患者，⾸先给予 Gazyva 化疗药物，然后单独给予。有关与 Gazyva ⼀起使⽤的化疗药物
的更多信息，请向您的医⽣、护⼠或药剂师咨询这些药物的消费者药物信息 (C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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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对为何为您开具 Gazyva 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您的医⽣。 您的医⽣可能出于其他原因开了 
Gazyva。

这种药只有在医⽣的处⽅下才能买到。

在你得到 Gazyva 之前

什么时候不能给你 Gazyva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请勿使⽤ Gazyva：

· 如果您对 Gazyva 或本宣传单末尾列出的任何成分有过敏反应

· 如果您对任何其他源⾃⼩⿏的蛋⽩质有过敏反应 过敏反应的⼀些症状可能包括呼吸急促、喘息或
呼吸困难、⾯部、嘴唇、⾆头或⾝体其他部位肿胀、⽪疹和/或⽪肤瘙痒或荨⿇疹

· 如果包裹被撕裂或有篡改迹象

· 如果印在包装上的有效期 (EXP) 已过
如果您在有效期过后服⽤该药，它可能也不起作⽤。

在你得到 Gazyva 之前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请告诉您的医⽣：

· 您有感染，或有反复或⻓期感染的病史，例如⼄型肝炎

在使⽤ Gazyva 治疗期间或之后，您感染的⻛险可能会增加。
· 您正在服⽤或以前服⽤过可能影响您的免疫系统的药物，例如化疗或免疫抑制药物

如果您正在服⽤或曾经服⽤会影响您的免疫系统的药物，您的感染⻛险可能会增加。有报道称，⼀
种称为 PML（进⾏性多灶性⽩质脑病）的罕⻅严重脑部感染通常会影响免疫系统较弱的⼈。如果您
接受削弱免疫系统的药物（包括 Gazyva）治疗，您患 PML 的机会可能会更⾼。PML 可导致严重残
疾甚⾄死亡。

· 您有⼼脏病史并伴有⼼律失常（⼼脏跳动异常）,⼼绞痛（胸痛）,⼼⼒衰竭或近期⼼脏病发作

在使⽤ Gazyva 治疗期间，您的医⽣将密切监督您。
· 你正在服⽤药物来预防⾎栓

Gazyva 可以减少⾎液中⾎⼩板的数量，这可能会导致危及⽣命的出⾎。

· 您正在服⽤控制⾎压的药物

由于 Gazyva 可能会导致您的⾎压暂时下降，您的医⽣可能会建议您在给予 Gazyva 之前暂时停⽌
服⽤降压药。

· 你有预先存在的肺部疾病
在使⽤ Gazyva 治疗期间，您可能有更⼤的呼吸困难机会。
在使⽤ Gazyva 治疗期间，您的医⽣将密切监督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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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肾病
如果您的肾脏功能不正常，您在使⽤ Gazyva 治疗期间可能更有可能出现副作⽤。

在使⽤ Gazyva 治疗期间，您的医⽣将密切监督您。
· 你有肝病

Gazyva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在肝病患者中得到证实。
· 您打算或已经接种过任何疫苗

有些疫苗不应与 Gazyva 同时或在您接种 Gazyva 后的⼏个⽉内接种。在您接受 Gazyva 之前，您
的医⽣会检查您是否应该接种任何疫苗。

· 您对任何其他药物或任何其他物质（例如⻝物、防腐剂或染料）过敏

· 您怀孕或打算怀孕

⽬前尚不清楚 Gazyva 是否对未出⽣的婴⼉有害。不建议您在怀孕期间服⽤ Gazyva。

如果您有⽣育能⼒，建议您在 Gazyva 治疗结束后的 18 个⽉内不要怀孕。

如果您有⽣育潜⼒，建议您在治疗期间和 Gazyva 治疗结束后⻓达 18 个⽉内使⽤有效的避孕⽅法。

· 您正在⺟乳喂养或计划⺟乳喂养

⽬前尚不清楚 Gazyva 是否会进⼊⺟乳。建议您在接受 Gazyva 治疗期间和最后⼀次输注 
Gazyva 后的 18 个⽉内停⽌⺟乳喂养。

如果您没有告诉您的医⽣上述任何情况，请在开始服⽤ Gazyva 之前告诉他们。

⽤于⼉童
Gazyva 在 18 岁以下⼉童和⻘少年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确定。

服⽤其他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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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处⽅的药物，请告诉您的
医⽣。

由于 Gazyva 可能会导致您的⾎压暂时下降，您的医⽣可能会建议您在给予 Gazyva 之前暂时停⽌服
⽤降压药。

Gazyva 可以减少⾎液中的⾎⼩板数量。在接受 Gazyva 时服⽤药物预防⾎栓可能会进⼀步减少⾎⼩板数量。
这可能会导致危及⽣命的出⾎。在使⽤ Gazyva 治疗期间，您的医⽣将密切监督您。

⽬前尚不清楚 Gazyva 是否会影响您对疫苗的正常反应。

您的医⽣和药剂师有更多关于在服⽤ Gazyva 时要⼩⼼或避免的药物信息。

Gazyva是如何被给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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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遵循您的医⽣或护⼠给您的所有指⽰。 它们可能与本传单中包含的信息
不同。
Gazyva 必须由医疗保健专业⼈员准备，并由医⽣或护⼠在医院或诊所给予。

Gazyva 通过缓慢输注到静脉中（静脉内（IV）输注）。输注的次数取决于您对治疗的反应。

在您接受 Gazyva 之前，您将获得其他药物以帮助降低可能的输液反应的严重程度。

慢性淋巴细胞⽩⾎病

第⼀次输液： 您将在 4 ⼩时内通过 IV 输注获得 100 毫克 Gazyva。
第⼆次输液： 如果第⼀次输注耐受性良好，您将通过静脉输注给予 900 毫克 Gazyva。输液的持续时间将由
您的医⽣决定。
随后的输液： 如果先前的输注耐受性良好，您将通过静脉输注给予 1000 毫克 Gazyva。输液的持续时
间将由您的医⽣决定。
您将在每次输注期间受到密切监控。您的医⽣可能会根据每种药物的耐受程度调整您的输液。

对于滤泡性淋巴瘤
第⼀次输液： 您将通过 IV 输注获得 1000 毫克 Gazyva。
随后的输液： 如果第⼀次输注耐受良好，您将通过静脉输注给予 1000 毫克 Gazyva。每次输液的持续时间和
您接受输液的时间将由您的医⽣决定。

保养处理： 如果您对初始治疗有反应，您的医⽣可能会决定继续使⽤ Gazyva 进⾏治疗。您可能每 2 个⽉
接受⼀次 Gazyva，最⻓可达 2 年。

如果您错过剂量
由于 Gazyva 是在您的医⽣的监督下给予的，因此您不太可能错过剂量。但是，如果您忘记或错过了接受 
Gazyva 的预约，您不应等到下⼀次计划的剂量，⽽应尽快进⾏另⼀次预约。

如果您服⽤过多（过量）
由于 Gazyva 是在您的医⽣的监督下服⽤的，因此您不太可能服⽤过多。但是，如果您在服⽤ Gazyva 后
出现任何副作⽤，请⽴即告诉您的医⽣。

当您收到 Gazyva

你必须做的事情
如果您有任何输液反应或过敏反应或⼼脏问题的迹象或症状，请⽴即告诉您的医⽣或护⼠。

⼀些体征和症状可能包括：
· ⾯部、嘴唇、⾆头或喉咙肿胀，呼吸困难
· ⾝体其他部位肿胀
· 呼吸急促、喘息或呼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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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疹、瘙痒或荨⿇疹
· 感觉恶⼼（恶⼼）
· 发烧、发冷
· 感觉累了
· 头痛
· 胸痛
· ⼼跳异常或不规则

告诉您的伴侣或护理⼈员您正在接受 Gazyva，并请他们告诉您他们是否注意到您的动作或⾏为有任何变
化。如果他们发现任何变化，您应该⽴即告诉您的医⽣。

您的医⽣可能需要进⾏⼀些测试并改变您的治疗。

告诉所有为您治疗的医⽣、⽛医和药剂师您正在接受 Gazyva。

如果您在接受 Gazyva 期间怀孕或打算组建家庭，如果您打算在接受 Gazyva 期间进⾏⺟乳喂养，或者您
打算为您的宝宝接种疫苗并在接受 Gazyva 期间怀有您的宝宝，请告诉您的医⽣。

请务必与您的医⽣保持所有约会，以便检查您的进度。

您的医⽣会定期进⾏⾎液检查。

你不应该做的事情
在没有先与您的医⽣交谈之前，不要停⽌您的 Gazyva 治疗。 如果您觉得 
Gazyva 对您的病情没有帮助，请告诉您的医⽣。

在没有事先告诉您的医⽣或咨询药剂师的情况下，不要服⽤任何其他药物，⽆论它们是否需要处⽅。

需要注意的事项
在您了解 Gazyva 对您的影响之前，请⼩⼼驾驶或操作机器。 Gazyva 通常不会对您驾驶或操作机器
的能⼒造成任何问题。但是，如果您遇到本节中列出的任何反应你必须做的事情在反应停⽌之前，您
应该避免驾驶或操作机器。

副作⽤

如果您在接受 Gazyva 期间感觉不适，请尽快告诉您的医⽣或护⼠。

Gazyva 帮助⼤多数患有 CLL 或滤泡性淋巴瘤的⼈，但它可能对某些⼈产⽣不良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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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年满 65 岁或患有肾脏问题，您可能会增加出现副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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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的医⽣或药剂师回答您可能遇到的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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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输液过程中
如果您在接受输液时发现以下任何情况，请⽴即告诉您的医⽣或护⼠：

· ⾯部、嘴唇、⾆头或喉咙肿胀，呼吸困难
· ⾝体其他部位肿胀
· 呼吸急促、喘息或呼吸困难
· ⽪肤问题，包括⽪疹、瘙痒或荨⿇疹、硬化或变⾊的⽪肤损伤，可能会增⼤

· 呕吐或感觉恶⼼（恶⼼）
· 发烧、潮红或发冷
· 腹泻
· 咳嗽或喉咙发炎
· 感觉累了
· 头痛
· 胸痛
· 出⾎或瘀伤⽐正常情况多
· 头晕或头晕
· ⼼跳异常或不规则

这些可能是严重的副作⽤。您可能需要就医。

输液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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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院急诊：

· ⾯部、嘴唇、⾆头或喉咙肿胀，呼吸困难
· ⾝体其他部位肿胀
· 呼吸急促、喘息或呼吸困难
· ⽪疹、瘙痒或荨⿇疹
· 胃痉挛或疼痛
· 严重或⾎性腹泻
· 恶⼼和呕吐，包括呕吐⾎液或看起来像咖啡渣的物质
· ⾝体任何部位的异常出⾎
· 异常瘀伤
· ⾎块
· 头晕⽬眩发烧、发冷
· 剧烈咳嗽
· ⼼跳异常或不规则
· 胸痛
· 以下⼀种或多种情况：精神错乱、迷失⽅向或记忆⼒减退、移动、⾛路或说话⽅式的改变、⾝体

⼒量减弱或进⾏性虚弱、视⼒模糊或丧失。

这些可能是严重的副作⽤。您可能需要就医。

如果您发现以下任何⼀种情况，请告诉您的医⽣或药剂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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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繁感染，如发烧、严重寒战、呼吸道感染（包括肺炎）、带状疱疹、⼝腔溃疡或泌尿系统感染

· ⼝腔或喉咙疼痛
· 流鼻涕或鼻塞或胸闷
· 关节、⻣骼或肌⾁疼痛
· 背痛，或⼿臂或腿部疼痛
· 头痛
· 腹泻、便秘、腹部不适或疼痛，或痔疮
· 尿失禁或疼痛
· 体重增加
· 持续咳嗽
· 脱发
· ⽪肤发痒
· 失眠和/或感到疲倦
· 感到沮丧或焦虑
· ⽪肤变化——变⾊、异常⽣⻓或外观

这不是所有可能副作⽤的完整列表。您的医⽣或药剂师有更完整的清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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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发现任何其他让您感到不适的事情，请告诉您的医⽣或药剂师，即使它不在此列表中。

如果您不了解此列表中的任何内容，请咨询您的医⽣、护⼠或药剂师。

产品描述

贮存
Gazyva 将储存在药房或医院病房的冰箱中，温度在 2°C ⾄ 8°C 之间。

可⽤性
Gazyva 以单剂量玻璃⼩瓶形式提供，内含 40 mL 静脉输注溶液 (25 mg/mL)。它在输注到静脉之前被稀
释。

加兹⽡⻓什么样⼦
Gazyva 是⼀种透明、⽆⾊⾄略带褐⾊的液体。

原料
每瓶 Gazyva 含有 1000 毫克活性成分奥⽐妥珠单抗. 它还包含：

· 组氨酸
· 组氨酸盐酸盐⼀⽔合物
· 海藻糖⼆⽔合物
· 泊洛沙姆 188

赞助商详情

Gazyva 在新西兰由以下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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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产品（新西兰）有限公司邮政信箱 
109113
纽⻢克特
奥克兰 1149
新西兰

医疗查询：0800 276 243

准备⽇期

本宣传单于 2021 年 12 ⽉ 20 ⽇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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