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document has been approved for use at [

]

Chinese Simplified

USE OF REMDESIVIR IN HOSPITALISED PATIENTS WITH COVID-19

REMDESIVIR在新冠病毒（COVID-19）住院患者中的应用
患者、家属与照顾者须知

本信息单张包括了有关称为remdesivir的药物用于治疗 COVID-19 的重要信息。

REMDESIVIR治疗COVID-19可能有什么益处？

Remdesivir是一种新的抗病毒药物，在澳大利亚已临时注册用于治疗COVID-19。Remdesivir通过阻止引起
COVID-19的病毒在体内繁殖而发挥作用。对于中度至重度COVID-19患者，remdesivir可能有助于患者较快
恢复，并降低死亡风险。
Remdesivir的品牌名称是Veklury®。

最近的临床试验研究了remdesivir对COVID-19的疗效。澳大利亚的 National COVID-19 Clinical Evidence
Taskforce 对于remdesivir用于治疗COVID-19什么时候最可能有效、什么时候无效提出了建议。

用REMDESIVIR治疗COVID-19的时候应考虑什么问题？

由于remdesivir是新的抗病毒药物，并且在澳大利亚用于治疗COVID-19只是临时（不是完全）注册，因此有
关其疗效和安全性的信息尚有待收集。患者及其照顾者必须了解 remdesivir 什么时候有效、为什么有效。医
生将针对您的病情为您提供更多关于其疗效和安全性的信息。
由于用remdesivir治疗COVID-19是新疗法，所以在使用remdesivir之前，您必须正式表示同意。您可以随时
改变自己对使用remdesivir治疗的看法并撤回同意。

在用REMDESIVIR治疗COVID-19之前，医生应该了解什么情况？
医生应了解以下情况：
❑ 任何肝病或肾病

❑ 任何其他疾病，包括糖尿病、心脏病、血液疾病、癫痫或癫痫发作
❑ 以前对任何药物的过敏反应

❑ 正在服用或最近曾经服用的所有药物，包括非处方药和补充药物，如维生素、矿物药、草药或自然疗法
药物
❑ 怀孕的可能性或计划

This Information Leaflet is provided to support clinicians if baricitinib is used outside a trial setting.
See http://www.nswtag.org.au/covid-19-medicines-resources/ for furthe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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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DESIVIR有什么副作用？

所有药物都有副作用。有时副作用很严重，但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严重，而且许多副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或停止治疗而消失。有一些副作用可能需要治疗。副作用也可能不会出现。在使用remdesivir治疗期间可
能出现的一些副作用如下所示。当remdesivir用于COVID-19患者时，有可能遇到其他未知的副作用。因为
remdesivir是一种新药，所以会对使用remdesivir的患者密切监护。

Remdesivir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恶心、呕吐、腹泻、头痛、皮疹
对肝脏的影响

使用remdesivir时可能发生的反应包括低血压、恶心
呕吐、出汗、颤抖。

注射部位疼痛、出血、皮肤瘀伤、酸痛、肿胀、可能
发生感染

怎么处理

如果出现这些症状，请告诉医生或护士，他们可以帮
助治疗。
医生会通过验血来观察这些副作用。
医生和/或护士将观察这些副作用。

请注意：这并不是所有可能的副作用的完整清单。因为remdesivir是一种新药，所以副作用必须直接向医生，
或者在网上向Therapeutic Goods Administration报告：www.tga.gov.au/reporting-problems，或者向两
方面都报告

REMDESIVIR治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
与其他药物一起使用必须注意

由于remdesivir是一种新药，关于它与其他药物可能发生的相互作用信息有限。与所有药物一样，remdesivir
有可能与其他药物发生相互作用，造成严重后果。所有通常服用或打算服用的药物，包括诸如维生素、矿物
药、草药或自然疗法药物等非处方药和补充药物，都应该告诉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如药剂师或护士）。
在开始使用remdesivir之前和停止使用时，医生和药剂师会检查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
在儿童或青少年中使用

关于remdesivir在儿童或青少年中使用的信息非常少。在决定是否推荐使用remdesivir时，您的医生会考虑
疾病的严重程度、儿童的年龄和体重。
生育、怀孕和母乳喂养

• Remdesivir对生育能力的影响尚不清楚。

• 关于remdesivir用于孕妇和哺乳期妇女，需要进一步的信息。只有在认为可能得到的益处大于对母亲或婴
儿的风险时，才会考虑使用。请向医生和药剂师咨询以获得信息和建议。
• 建议在remdesivir治疗期间停止母乳喂养。请向医生和药剂师咨询以获得信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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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DESIVIR如何给药？

• Remdesivir由医生或护士通过静脉缓慢输入体内，每天一次，通常持续5天。缓慢输入（也称为输液）可
能需要30至120分钟，将在医院环境中进行。
• 您的医生会决定适合您的剂量和给药次数。
我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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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REMDESIVIR的更多信息

• Gilead Sciences Pty Ltd. Australian Consumer Medicines Information ‒ Veklury® (Remdesivir)
Concentrate for Injection. Therapeutic Goods Administration. Published July 2020.
https://search.tga.gov.au/s/search.html?query=remdesivir&collection=tga-artg&profile=record

• National COVID-19 Clinical Evidence Taskforce. Australian Guidelines for the Clinical Care of people
with COVID-19. https://covid19evidence.net.au/#living-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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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本文件只是提供信息。这些信息在本文发表时是有效的，但可能会定期更新，患者、照顾者和家属个人需要使用时建议从NSW TAG网站下载该文件。文中并没
有包括所有的现有信息，并不打算取代医疗建议，不应该单单依靠这个文件来作出实际的治疗选择或作出其他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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