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本指南与您的医生讨论关于 VASCEPA 如何帮助您降低持续性心血管风险 (P-CVR)——即使您正在服用
他汀类药物并管理心血管风险因素，但心血管 (CV) 风险仍然存在。如果您还没有这样做，则预约一位医生，
并注意询问医生 VASCEPA 是否适合您。

许多不同的因素都会增加 CV 事件发生的风险，例如心脏病发作或卒中。检查下列所有适用于您的 CV 风险因素，然后向您的
医生了解更多关于您个人风险水平的信息。  

立刻添加至您的心脏保护计划 

第 1 步：   了解您的心血管风险

第 2 步：   告知医生您正在服用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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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医生希望对您进行监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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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服用的药物和补充剂对您心脏健康发挥的作用是否充分。例如，鱼油补充剂和奥米加 3 酸乙酯、非诺贝特和烟酸等药物并
未经过 FDA 批准可与他汀类药物一并服用以降低 CV 风险。

  既往 CV 事件，例如 
心脏病发作或卒中

 吸烟史

 肾脏问题

 糖尿病

 超重/肥胖

 高血压

 低体力活动 

 CV 疾病家族史 

 高甘油三酯  高胆固醇 

 手臂或腿部血液流动问题 (PAD)

 年龄（男性 45+ 岁，女性 55+ 岁） 

请另见下一页的重要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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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低脂和低胆固醇饮食合并用药，以降低 成人体内较高的甘油三酯（脂肪）水平。
目前尚不清楚 VASCEPA 是否会改变您患胰腺炎症（胰腺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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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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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天只需支付 
9 美元。*

*限制适用。�情��背面。
��限��每月 150 美元或 90 天共 450 美元。

技�支持：

到期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
无需激活。

���与受益人：使用此卡�，您正在�明您尚未提交也不会依照任
何�邦、州或其他政府�划提交本�方�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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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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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或足部肿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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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有关 VASCEPA 的信息，请见随附的患者信息或致电 1-855-VASCEPA (1-855-827-2372)。

Vascepa 储蓄卡为激活状态且即可使用。将该卡与您的 VASCEPA 处方
一并交给药剂师，立即开始存钱。
为了兑现这一优惠，您必须有一个有效的 Vascepa 处方，要么有商业保险，要么支付现金。
遵循医生给出的剂量说明。

视资格而定。请参阅下面的优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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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款和条件适用。访问 https://vascepa.copaysavingsprogram.com 获取资格标准和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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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4 步：   VASCEPA 储蓄计划

第 3 步：   进行一次坦诚的 VASCEPA 交谈

在您和医生谈论 VASCEPA 的时候，思考一些关键问题，以充分地利用您的预约。您可以利用这里提供的一些问题开始询问。
勾选下列方框，有助于跟进，请勿忘记做笔记！如果您是虚拟访视，请询问是否需要做血液检查。 

对我而言，怎样才能将 CV 事件的风险降低 25%？

我必须服用他汀类药物才能获得 VASCEPA 的益处吗?如果我已经在服用他汀类药物，VASCEPA 能为我
增加心血管 (CV) 的保护作用吗？

是否可以将其他药物和补充剂与 VASCEPA 合并用药，
比如血液稀释剂？

如果 VASCEPA 对我适用，一次服用几粒胶囊，
多久服用一次？

我应该知道哪些关于 VASCEPA 可能的副作用？ 

视觉呈现仅用于说明目的。所示的胶囊并不能完美呈现产品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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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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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FDA-1088，向 FDA 报告副作用。
应该如何贮存 VASCEPA？
∞   应在 68° 至 77° F 

(20° 至 25° C) 的室温下贮存 VASCEPA。
∞   安全地扔掉过期或不再需要的药物。 
将 VASCEPA 和所有药物放在儿童无法触及之处。
关于 VASCEPA 安全有效使用的一般信息。 
所开处方药的目的有时并非如同患者信息说明书所列。请勿将 
VASCEPA 用于没有开处方药的疾病。请勿将 VASCEPA 给予他人，即使
他们有和您一样的症状。这可能会有损他们的身体健康。您可以向药剂
师或医疗保健提供者询问有关为医护人员编写的 VASCEPA 信息。 
VASCEPA 的成分是什么?
活性成分：二十碳五烯酸乙酯 
非活性成分：生育酚、明胶、甘油、麦芽糖醇、山梨醇和纯净水 
VASCEPA 是 Amarin 公司集团的注册商标。  
©2019 Amarin Pharma, Inc. Bridgewater NJ, 08807.保留所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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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VASCEPA (+1-855-827-2372) www.vascepa.com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vascepa.com 或致电 1-855-VASCEPA  
(1-855-827-2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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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信息 
VASCEPA® (pronounced vas-EE-puh)（二十碳五烯酸乙酯）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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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降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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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低脂和低胆固醇饮食合并用药，以降低成人体内较高的甘油三酯 
（脂肪）水平。

目前尚不清楚 VASCEPA 是否会改变您患胰腺炎症（胰腺炎）的风险。
目前尚不清楚 VASCEPA 对儿童是否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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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完整的 VASCEPA 成分列表，请见本说明书末尾。 
服用 VASCEPA 之前，请告知您的医生关于您的所有医疗状况，包括是否：
∞  患有糖尿病。
∞  有低甲状腺问题（甲状腺功能减退）。
∞  有肝脏问题。
∞  有胰腺问题。
∞    对鱼类或贝类过敏。目前尚不清楚对鱼类或贝类过敏的人是否也对 

VASCEPA 过敏。
∞    怀孕、或计划怀孕。目前尚不清楚 VASCEPA 是否会对胎儿造成伤害。
∞    处于母乳喂养中、或计划母乳喂养。VASCEPA 会流入您的母乳，可能会

伤害您的宝宝。如果您服用 VASCEPA，请咨询您的医生关于喂养宝宝
的最佳方法。

告知您的医生关于您服用的所有药物， 包括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维生素、
膳食补充剂或草药补充剂。 
VASCEPA 会与您正在服用的某些其他药物产生相互作用。
特别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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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如何服用 VASCEPA?
∞ 完全谨遵医嘱服用 VASCEPA。
∞   在未告知您的医生的情况下，请勿改变剂量，也请勿停止服用 

VASCEPA。
∞   请勿服用超过医生所开处方的胶囊数量。
 ∞   如果医生开了 0.5 克的胶囊，您每天随食物服用的胶囊数量应不超

过 8 粒。 
 ∞   如果医生开了 1 克的胶囊，您每天随食物服用的胶囊数量应不超过 

4 粒。 
∞   请整粒吞服 VASCEPA 胶囊。吞服前请勿弄破、压碎、溶解或咀嚼 

VASCEPA 胶囊。
∞   如果您漏服了一剂 VASCEPA，请记得马上服用。不过，如果您漏服了一

天的 VASCEPA，在您服用时请勿加倍剂量。
∞   在给您服用 VASCEPA 之前，您的医生可能会让您开始采用低饱和脂

肪、低胆固醇、低碳水化合物和低添加糖的饮食。在服用 VASCEPA 的同
时保持这种饮食方式。

∞   在您服用 VASCEPA 时，您的医生可能会为您做血液检查，以检查您的
甘油三酯和其他脂质水平。

VASCEPA、Amarin 和 Vascepa/Amarin 徽标是 
Amarin 公司集团的注册商标。 
© 2021 Amarin Pharma, Inc. Bridgewater, NJ 08807 版权所有。  US-VAS-03443  1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