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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药物 药物⽐较 Unasyn ⽤⼾评论

Unasyn 患者信息，包括副作⽤

品牌名称：Unasyn、Unasyn ADD-Vantage

通⽤名称：氨苄西林和舒巴坦

什么是氨苄西林和舒巴坦 (Unasyn, Unasyn ADD-Vantage)？

氨苄西林和舒巴坦 (Unasyn, Unasyn ADD-Vantage) 可能有哪些副作⽤？

关于氨苄西林和舒巴坦 (Unasyn, Unasyn ADD-Vantage)，我应该了解哪些最重要的
信息？

在使⽤氨苄西林和舒巴坦（Unasyn、Unasyn ADD-Vantage）之前，我应该与我的医
疗保健提供者讨论什么？

我应该如何使⽤氨苄西林和舒巴坦（Unasyn、Unasyn ADD-Vantage）？

如果我错过剂量（Unasyn、Unasyn ADD-Vantage）会怎样？

如果我服⽤过量（Unasyn、Unasyn ADD-Vantage）会怎样？

使⽤氨苄⻘霉素和舒巴坦 (Unasyn, Unasyn ADD-Vantage) 时应该避免什么？

还有哪些药物会影响氨苄西林和舒巴坦（Unasyn、Unasyn ADD-Vantage）？

我在哪⾥可以获得更多信息（Unasyn、Unasyn ADD-Vantage）？

什么是氨苄西林和舒巴坦（UNASYN、UNASYN AD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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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苄⻘霉素和舒巴坦是可以抑制细菌的⻘霉素抗⽣素。

氨苄西林和舒巴坦是⼀种组合药物，⽤于治疗多种不同类型的

细菌引起的感染。

氨苄⻘霉素和舒巴坦也可⽤于此药物中未列出的⽤途

指导。

氨苄西林和舒巴坦（UNASYN、UNASYN ADD-VANTAGE）有哪些可能的副作
⽤？

如果您有紧急医疗帮助过敏反应的迹象(荨⿇疹，难治

呼吸、脸部或喉咙肿胀）或严重的⽪肤反应(发烧，喉咙痛，

灼热的眼睛、⽪肤疼痛、红⾊或紫⾊⽪疹伴起⽔泡和脱⽪）。

如果您有以下情况，请⽴即致电您的医⽣：

严重的胃痛，⽔样或⾎性腹泻（即使在最后⼀次服药数⽉后发⽣）；

鹅⼝疮（⼝腔或喉咙内的⽩斑）；

⼼脏问题——⼼跳加快、胸痛或胸闷、疼痛蔓延⾄下巴或肩部、恶⼼、出汗；

肝脏问题--恶⼼、上腹部疼痛、瘙痒、疲倦、⻝欲不振、尿⾊深、⼤便呈粘⼟⾊、⻩疸（⽪
肤或眼睛发⻩）；或者

新感染的迹象--发烧、头痛、疲倦、⽿痛或引流、眼痛或发红、咳嗽、⽪疹、脓疮或丘疹、
关节痛、持续的颈部或背部疼痛、腹泻、排尿时疼痛或灼痛。

常⻅的副作⽤可能包括：

腹泻;

⽪疹;

肿胀，⿊⾊或“⽑茸茸”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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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瘙痒或分泌物；

注射药物的地⽅疼痛。

这不是副作⽤的完整列表，可能会出现其他副作⽤。打电话给你的医⽣

关于副作⽤的医疗建议。您可以拨打 1-800-FDA-1088 向 FDA 报告副作⽤。

关于氨苄西林和舒巴坦（UNASYN、UNASYN ADD-VANTAGE），我应该了解哪
些最重要的信息？

如果您曾经对任何药物有过严重的过敏反应，则不应使⽤该药

⻘霉素或头孢菌素抗⽣素的类型，或者如果您在使⽤时出现肝脏问题

氨苄⻘霉素和舒巴坦。

-
问题

什么是盆腔炎
（PID）？

查看答案

Unasyn 患者信息，包括我应该如何服⽤

在使⽤氨苄西林和舒巴坦（UNASYN、UNASYN ADD-VANTAGE）之前，我应该与我
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讨论什么？

如果您对氨苄西林或舒巴坦过敏，或者如果您

曾经有过

对任何类型的⻘霉素或头孢菌素抗⽣素的严重过敏反应；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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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氨苄西林和舒巴坦时出现肝脏问题（肝炎或⻩疸）。

如果您曾经有过，请告诉您的医⽣：

肝病;

单核细胞增多症（也称为“单核细胞增多症”）；

肾脏疾病;

对任何药物过敏；或者

任何其他过敏。

如果您怀孕或哺乳，请告诉您的医⽣。

不要在没有医⽣建议的情况下给孩⼦服⽤这种药。

我应该如何使⽤氨苄西林和舒巴坦（UNASYN，UNASYN ADD-VANTAGE）？

遵循处⽅标签上的所有指⽰并阅读所有药物指南或

说明书。完全按照指⽰使⽤药物。

氨苄⻘霉素和舒巴坦被注射到肌⾁中，或作为输液注⼊静脉。⼀种

医疗保健提供者会给您的第⼀剂，并可能会教您如何正确使⽤

⾃⼰⽤药。

氨苄⻘霉素和舒巴坦在使⽤前必须与液体（稀释剂）混合。使⽤时

⾃⼰注射，请确保您了解如何正确混合和储存

药物。

混合这种药物后，您需要在⼀定的⼩时内使⽤它。

这取决于稀释剂和储存混合物的⽅式（在凉爽的室温下，

或在冰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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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并仔细遵循随您的药物提供的任何使⽤说明。问

如果您不理解所有说明，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只有在您准备好注射时才准备注射。如果药物有，请勿使⽤

改变颜⾊或有颗粒。致电您的药剂师获取新药。

该药通常每 6 ⼩时给药⼀次，持续 14 天。遵循医⽣的剂量

指⽰⾮常仔细。

即使您的症状很快出现，也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使⽤该药

提升。跳过剂量会增加您感染对药物有抵抗⼒的⻛险。

氨苄⻘霉素和舒巴坦不会治疗病毒感染，例如 u 或普通感冒。

您可能需要经常进⾏⾎液检查以检查您的肝功能。

该药可以影响尿液中葡萄糖（糖）的某些实验室测试结果。告诉

任何治疗您的医⽣，您正在使⽤氨苄西林和舒巴坦。

将未混合的氨苄⻘霉素和舒巴坦在室温下储存，远离潮湿和

热。

只使⽤⼀次针头和注射器，然后将它们放在防刺穿的“锐器”中

容器。遵守有关如何处置此容器的州或当地法律。远离它

⼉童和宠物的触及范围。

-
幻灯⽚

⻣盆疼痛：是什么原因导致您的
⻣盆痛？

看幻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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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syn 患者信息，包括如果我错过剂量

如果我错过了剂量（UNASYN、UNASYN ADD-VANTAGE）会怎样？

尽快使⽤该药，但如果时间快到了，请跳过错过的剂量

下⼀剂。不要⼀次使⽤两剂。

如果我服⽤过量（UNASYN、UNASYN ADD-VANTAGE）会发⽣什么？

寻求紧急医疗救助或拨打毒物帮助热线 1-800-222-1222。

过量可能导致癫痫发作（抽搐）。

使⽤氨苄西林和舒巴坦（UNASYN、UNASYN ADD-VANTAGE）时应该避免
什么？

抗⽣素药物会导致腹泻，这可能是新感染的征兆。如果你

腹泻呈⽔样或⾎性，在使⽤⽌泻药前请致电您的医⽣

药物。

还有哪些药物会影响氨苄西林和舒巴坦（UNASYN、UNASYN ADD-VANTAGE）？

告诉您的医⽣您的所有其他药物，尤其是：

别嘌醇；或者

丙磺舒。

此列表不完整。其他药物可能会影响氨苄⻘霉素和舒巴坦，包括

处⽅药和⾮处⽅药、维⽣素和草药产品。不是全部

此处列出了可能的药物相互作⽤。

我在哪⾥可以获得更多信息（UNASYN、UNASYN AD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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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医⽣或药剂师可以提供有关氨苄西林和舒巴坦的更多信息。

请记住，将此药物和所有其他药物放在⼉童接触不到的地⽅，切勿与他⼈分享您的药物，并且仅将
这种药物⽤于规定的适应症。

已尽⼀切努⼒确保 Cerner Multum, Inc.（“Multum”）提供的信息准确、最新且完整，但不对此做出任何保证。药品⽹站的资料可能
是时间敏感的。Multum 信息已编译供美国的医疗保健从业者和消费者使⽤，因此 Multum 不保证在美国境外使⽤是适当的，除⾮另有
特别说明。Multum 的药物信息不⽀持药物、诊断患者或推荐治疗。Multum 的药物信息是⼀种信息资源，旨在帮助有执照的医疗保健从
业者照顾他们的患者和/或服务于将这项服务视为专业知识、技能的补充⽽⾮替代的消费者，医疗保健从业者的知识和判断。没有对给定
药物或药物组合的警告绝不应解释为表明该药物或药物组合对任何给定患者是安全、有效或适当的。Multum 不对借助 Multum 提供的
信息管理的医疗保健的任何⽅⾯承担任何责任。此处包含的信息并⾮旨在涵盖所有可能的⽤途、说明、预防措施、警告、药物相互作
⽤、过敏反应或不良反应。如果您对正在服⽤的药物有疑问，请咨询您的医⽣、护⼠或药剂师。Multum 不对借助 Multum 提供的信息
管理的医疗保健的任何⽅⾯承担任何责任。此处包含的信息并⾮旨在涵盖所有可能的⽤途、说明、预防措施、警告、药物相互作⽤、过
敏反应或不良反应。如果您对正在服⽤的药物有疑问，请咨询您的医⽣、护⼠或药剂师。Multum 不对借助 Multum 提供的信息管理的
医疗保健的任何⽅⾯承担任何责任。此处包含的信息并⾮旨在涵盖所有可能的⽤途、说明、预防措施、警告、药物相互作⽤、过敏反应
或不良反应。如果您对正在服⽤的药物有疑问，请咨询您的医⽣、护⼠或药剂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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