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就是您应该考虑采用 VASCEPA® （二十碳烯乙基）处方保护您心脏的原因 
仅处方药 VASCEPA 可以在与他汀类药物一并服用时增加 
25% 的心脏保护作用
在心脏健康方面，是时候超越他汀类药物了。如果您患有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和高甘油三酯(≥150 mg/dL)
，请多使用 VASCEPA。

经过临床证明 经过 FDA 批准 无通用替代品 无鱼油用证据

经临床证明，在将 
VASCEPA 添加至他汀
类药物时，VASCEPA 
可将危及生命的心脏
病发作或卒中几率降
低 25%。*在一项临床
研究中，与接受安慰
剂治疗的患者 (22%) 
相比，接受 VASCEPA 
治疗的患者出现心血
管事件的几率更低 
(17.2%)。

仅 VASCEPA 经 FDA 
批准，在将 VASCEPA 
添加至他汀类药物时，
其可以降低心脏病发
作和卒中的风险。

通用类二十碳五烯酸乙
酯和含 DHA omega-
3s（例如 Lovaza® （奥
米加-3-酸乙酯）没有经
过临床证明，也没有经 
FDA 批准用于降低心脏
病发作或卒中的风险。

回顾几十年的研究之
后，FDA 发现鱼油膳食
补充剂不符合重大科
学健康声明所要求的
标准。

*REDUCE-IT® 研究。N Engl J Med. 2019;380(1):11-22.
 †参加商业保险患者的储蓄详情的优惠限制见背面。

适应症与重要安全信息
VASCEPA 是什么?
VASCEPA 是一种处方药，用途如下：
•与某些药物（他汀类药物）合并用药，对于患有心脏（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和具有 2 种或更多附加心脏病风  
   险因素的成人患者，可降低心脏病发作、卒中和需要住院治疗的某些类型心脏问题的风险。
目前尚不清楚 VASCEPA 对儿童是否安全有效。
重要安全信息
VASCEPA 禁服患者？
• 如果您对二十碳五烯酸乙酯或 VASCEPA 中的任何成分过敏，请勿服用 VASCEPA。
VASCEPA 的潜在副作用是什么?
VASCEPA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副作用，包括：
• 心脏节律问题（房颤和房扑）。 

请另见背面的重要安全信息和随附的完整处方信息，包括患者信息。

检查您的处方，查看是否规定了“按医嘱配药 (DAW)”或
“品牌医学上必要”。如果否，请要求您的医生加上；这一点十分重要。

90 天只需支付 9 美元；资格详情请见背页。† 



 
C HANGE  H EALTH C ARE  
BIN# 004682
PCN# CN
GRP# ECVASCEPA
ID# 59021139303

90 天只需支付 
9 美元。*

*限制适用。详情请见背面。
报销限额为每月 150 美元或 90 天共 450 美元。

技术支持：

到期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药剂师与受益人：使用此卡时，您正在证明您尚未提交也不会依照任
何联邦、州或其他政府计划提交本处方药的报销申请。

无需激活。

作用无可替代：与他汀类药物一并服用时，仅 VASCEPA® 可以为心
脏增加保护作用
请记住，VASCEPA 不同于非诺贝特（Trilipix®[非诺贝酸]），后者是降低甘油三酯的治疗药物。
非诺贝特并未经过FDA批准可以与他汀类药物一并服用以降低心脏病发作或卒中的风险。

凭借 Vascepa 储蓄卡，参加商业保
险的患者 90 天 只需支付 9 美元*（
也就是每月 3 美元!）
视供应情况而定。限制应用。*

重要安全信息 （续）
VASCEPA 的潜在副作用是什么? （续）
VASCEPA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副作用，包括：（续）

 在服用 VASCEPA 的患者中，发生了可能很严重且导致住院治疗的心脏节律问题,尤其是那些有心脏（心血
管）疾病或具有心脏（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的糖尿病患者,或者既往有心脏节律问题的患者。如果您有任何
心脏节律问题的症状，如感觉心跳加快和心跳不规则、头晕目眩、眩晕、呼吸短促、胸部不适或晕倒，请告知您
的医生。

• 如果您对鱼类或贝类过敏，可能会出现过敏反应。如果您有任何过敏反应的体征或症状，请立即停止服用
VASCEPA，并告知您的医生或寻求紧急医疗救助。

•出血。服用 VASCEPA 的患者可能会出现严重出血。如果同时使用血液稀释剂，可能会增加出血的风险。
如果您的肝脏有问题，且正在服用 VASCEPA，那么您的医生应该在治疗期间为您做血液检查。
VASCEPA 最常见的副作用包括：
• 肌肉关节痛
• 手、腿或脚肿胀
•便秘
• 痛风
• 心脏节律问题（房颤）
这些并不是 VASCEPA 所有的潜在副作用。请致电您的医生，咨询关于副作用的医疗建议。您可以拨打
1-855-VASCEPA (1-855-827-2372)联系 AmarinConnect、发送电子邮件至 AmarinConnect@Amarincorp.
com 或拨打1-800-FDA-1088 致电 FDA，报告不良事件（即副作用）或产品投诉。
如果您使用了影响血液凝固的药物（抗凝血剂或血液稀释剂)，请告知您的医生。
请见随附的完整处方信息，包括患者信息。

VASCEPA、Amarin、REDUCE-IT 和 Vascepa/Amarin 徽标是 Amarin 公司集团的注册商标。所有其他商标均
为其各自公司的财产。
© 2021 Amarin Pharma, Inc. Bridgewater, NJ, USA.  保留所有权利。  US-VAS-03431  10/2021

* 不能用于获得部分由联邦或州医疗保健项目支付的处方药，包括医保、医疗补助、医疗优惠计划、医疗处方药保险计划、Tricare 和 VA。凡法律或患者保险计划
禁止使用、或已缴纳税款或受使用限制的 MA 或 VT 居民、或持牌医护人员、18岁以下的患者均不得使用。每月最多可节省 150 美元或每 90 天可节省 450 美
元。符合条件的患者包括通过医疗保健交易所参与商业保险或支付现金的患者。有效期至2022年12月31日。 

扫描获得 VASCEPA 的
步骤说明。

请确保在处方上注明“按医嘱配药 (DAW)”或“品牌医学上必要”，以确保您得到了需要的经过验证
的心脏保护。

胶囊并非实际大小。



 

 
  

 
C HANGE  H EALTH C ARE  
BIN# 004682
PCN# CN
GRP# ECVASCEPA
ID# 59021139303

90 天只需支付 
9 美元。*

*限制适用。详情请见背面。
报销限额为每月 150 美元或 90 天共 450 美元。

技术支持：

到期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药剂师与受益人：使用此卡时，您正在证明您尚未提交也不会依照任
何联邦、州或其他政府计划提交本处方药的报销申请。

无需激活。

拒绝替代品：  
如何获得医生开的 VASCEPA®（二十碳五烯酸乙酯）处方药

第 1 步：  
在医生办公室

检查您的处方，查看是否规定了“按医嘱配药 (DAW)”或“品牌医
学上必要 (BMN)”  
如果否，请要求您的医生加上；这一点十分重要。

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标注“DAW”或“BMN”，药剂师可能会认
为可以用通用药物替代 VASCEPA。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请确
保您获得了按照处方所开的经 FDA 批准的具有 CV 保护作用的 
VASCEPA。

第 2 步：  
药房买药期间 

如果您有商业保险，请向药剂师出示您的 Vascepa 储蓄卡*。

为什么？因为药房可能会尝试用通用类药物帮你省钱。务必告诉
他们，通用类药物（二十碳五烯酸乙酯、含 DHA omega-3s）和鱼
油膳食补充剂不能如同 VASCEPA 那样提供经过验证的心脏保护
作用。
发送短信“VASCEPA”至 26789，节省 VASCEPA 的费用。您的 ID 编号为： 
59021139303.

第 3 步：   
药房结账期间

在离开药房之前，确保您有医生开给您的品牌药物。 

为什么？因为您的医生专门开了 FDA 批准的 VASCEPA，这样
您就能得到经过验证的心脏保护。每次补充时，记得特别要
求 VASCEPA。

*视资格而定。限制适用。

适应症与重要安全信息
VASCEPA 是什么?
VASCEPA 是一种处方药，用途如下：
• 与某些药物（他汀类药物）合并用药，对于患有心脏（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和具有 2 种或更

多附加心脏病风险因素的成人患者，可降低心脏病发作、卒中和需要住院治疗的某些类型
心脏问题的风险。

目前尚不清楚 VASCEPA 对儿童是否安全有效。
重要安全信息
VASCEPA 禁服患者？
• 如果您对二十碳五烯酸乙酯或 VASCEPA 中的任何成分过敏，请勿服用 VASCEPA。
VASCEPA 的潜在副作用是什么?
VASCEPA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副作用，包括：
• 心脏节律问题（房颤和房扑）。  

请另见背面的重要安全信息和随附的完整处方信息，包
括患者信息。



重要安全信息（续）
VASCEPA 的潜在副作用是什么? （续）
VASCEPA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副作用，包括：（续）
   在服用 VASCEPA 的患者中，发生了可能很严重且导致住院治疗的心脏节律问题,尤其是那

些有心脏（心血管）疾病或具有心脏（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的糖尿病患者,或者既往有心脏
节律问题的患者。如果您有任何心脏节律问题的症状，如感觉心跳加快和心跳不规则、头晕
目眩、眩晕、呼吸短促、胸部不适或晕倒，请告知您的医生。

• 如果您对鱼类或贝类过敏，可能会出现过敏反应。如果您有任何过敏反应的体征或症状，请
立即停止服用 VASCEPA，并告知您的医生或寻求紧急医疗救助。

• 出血。服用 VASCEPA 的患者可能会出现严重出血。如果同时使用血液稀释剂，可能会增加
出血的风险。

如果您的肝脏有问题，且正在服用 VASCEPA，那么您的医生应该在治疗期间为您做血液检查。
VASCEPA 最常见的副作用包括：
•  肌肉关节痛
• 手、或脚肿胀
• 便秘
• 痛风
• 心脏节律问题（房颤）
这些并不是 VASCEPA 所有的潜在副作用。请致电您的医生，咨询关于副作用的医疗建议。
您可以拨打 1-855-VASCEPA (1-855-827-2372)联系 AmarinConnect、发送电子邮件至 
AmarinConnect@Amarincorp.com 或拨打1-800-FDA-1088 致电 FDA，报告不良事件（即
副作用）或产品投诉。
如果您使用了影响血液凝固的药物（抗凝血剂或血液稀释剂)，请告知您的医生。
请见随附的完整处方信息，包括患者信息。

VASCEPA、Amarin 和 Vascepa/Amarin 徽标是 Amarin 公司集团的注册商
标。所有其他商标均为其各自公司的财产。
© 2021 Amarin Pharma, Inc. Bridgewater, NJ, USA.   
保留所有权利。  US-VAS-03435  0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