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 Vaccine (Adenovirus Vector)
You must carefully read the "Consumer Information Use and Disclaimer" below in order to understand and
correctly use this information

发音
(KO vid nine teen vak SEEN ad e noh VYE rus vek tor)
品牌名称：美国
Janssen COVID-19 Vaccine
品牌名称：加拿大
AstraZeneca COVID-19 Vaccine [DSC]; Covishield [DSC]; Janssen COVID-19 Vaccine; Vaxzevria
此药有何用途？
•

•此药用于预防 COVID-19。

在服用此药前我需要告诉我的医生什么东西？
•

•如果您对此药物、此药的任何成分（包括聚山梨醇酯八十）；或任何其他药物、食品或
物质（包括聚乙二醇）过敏。请将您的过敏情况及体征告知医生。

•

•如果您感染了 COVID-19，如果您出现任何可能由 COVID-19 引起的症状，或者如果您正在
等待 COVID-19 检测结果，或近期感染了 COVID-19。

•

•如果您出现伴有发热的疾病。

•

•若您有出血的问题。

•

•如果您曾经有过血栓和血小板水平低（血栓性血小板减少综合征 (TTS)）等健康问题。这
包括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 (HIT)。

•

•如果您曾患有一种名为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的健康问题。

•

•如果您曾经有过称为多系统炎症综合征 (MIS) 的健康问题。

•

•如果您正在服用阿司匹林或血液稀释药。

•

•如果您注射过不同的 COVID-19 疫苗。

•

•如果您在过去 14 天内接触过感染了 COVID-19 的人士。

•

这不是可与本药物发生相互作用的所有药物或健康问题列表。

•

将您的所有用药（处方药或非处方药、天然产品、维生素）及健康问题告知医生和药剂师
。您必须确认在您当前身体状况并服用您所有药物的情况下服用本药是安全的。在未向医
生确认前，不要开始、停止或更换任何药物的剂量。

服用此药期间我需要知道些什么或做些什么？
•

•告诉您的所有医务人员您正在使用此药。包括您的医生、护士、药剂师及牙医。

•

•该疫苗不能导致感染 COVID-19。

•

•有些产品以 1 剂的形式给药，而其他产品则需要 2 剂。有些人可能还需要接种加强剂次
。确保您清楚自己能否再接种剂次以及何时接种。如果您不确定，请咨询您的医生或药剂
师。

•

•目前尚不清楚接种此疫苗的人将在多长时间内免受 COVID-19 感染。

•

•像所有疫苗一样，此疫苗可能无法保护所有注射过疫苗的人。如果您有疑问，请咨询医
生。

•

•如果您在注射一剂后有副作用，对乙酰氨基酚或非甾体类抗炎药 (NSAID)，如布洛芬或萘
普生可能会有所帮助。

•

•接种疫苗后，请按照当地公共卫生官员的建议继续采取防止 COVID-19 传播的措施。这些
措施包括常洗手、戴口罩、与他人保持至少 1.8 米（6 英尺）的距离以及避免聚集。

•

•若您的免疫系统功能低下或您正在使用抑制免疫系统的药物，请咨询医生。此疫苗效果
可能并不好。

•

•在进行干细胞移植或嵌合抗原受体 [CAR]-T 治疗之前或期间接种过这种疫苗的人可能需要
再接种一剂疫苗。如果您曾接受或正在接受其中一种治疗，请咨询医生。

•

•罕见的情况下，在研究中出现过贝尔氏麻痹病例。尚不确定此疫苗是否是病因。如果您
曾经患过贝尔氏麻痹，请告知您的医生。如果您的脸部一侧有肌肉虚弱或下垂等症状，请
立即致电您的医生。

•

•接种此疫苗的人群极少发生一种名为 Guillain-Barre 综合征的神经系统问题。症状大多在
接种疫苗后的 42 天内开始出现。50 至 64 岁的男性风险最高。如果您出现虚弱、刺痛感、
行走困难、面部运动（如说话、咀嚼或吞咽）困难、复视、无法转动眼睛或大小便问题，
请立即联系医生。

•

•极少情况下，此药曾导致一种严重且有时会致命的疾病，即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 (CLS)。
CLS 可能导致低血压、心跳异常、胸痛或心脏病发作。它还可能会导致肺部或呼吸问题、
胃肠出血或血流量较低、肾脏问题、肿胀或感觉意识模糊。如果您有疑问，请咨询医生。

•

•若您已怀孕、计划怀孕或在喂养母乳，请告知医生。您需要咨询了解您和婴儿使用本药
的受益和风险。

发生哪些副作用时我需要立即打电话给医生？
•

警告/注意事项： 尽管罕见，但一些人在服用此药时可有非常严重甚至是致命的副作用。
如果您有任何以下可能与非常严重副作用相关的迹象或症状，请告诉您的医生或立即进行
医疗：

•

•过敏反应体征，例如：出疹；荨麻疹；发痒；皮肤发红、肿胀、起泡或脱皮，伴或未伴
发热；哮喘；胸部或咽喉紧迫感；呼吸、吞咽或言语困难；异常声嘶；或口部、面部、嘴
唇、舌或咽喉肿胀。

•

•心动过速、头晕、昏倒、虚弱、手臂或腿部肿胀或体重骤增。这些可能是过敏反应或其
他类型反应的其他症状。

•

•异常的烧灼、麻木或刺痛感。

•

•耳鸣。

•

•在接种了这种疫苗的人中，很少发生一种称为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ITP) 的血小板水平低
的情况。大多数是在接种疫苗后 42 天内发生。如果您曾患 ITP，请咨询您的医生。如果您
出现任何无法解释的瘀伤或出血，请立即联系医生。

•

•接种这种疫苗的人极少发生血栓形成伴血小板水平低（有时出血）的情况。这种情况最
常出现在 30 至 49 岁之间的女性身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在接种疫苗后 1 至 2 周内出现
症状。这有时是致命的。这些血栓会在不同的位置发生，包括大脑、胃和腿部。如果您出
现以下指征，请立即联系医生：不在注射部位的瘀伤或小血斑、严重的头痛、持续存在的
头痛、持续存在的胃痛、腿部肿胀或疼痛、胸痛、呼吸急促、视力模糊、癫痫或意识混乱
。

此药有哪些其他副作用？
•

所有药物都可造成副作用。 但很多人无副作用或仅有轻微的副作用。 如果这些副作用或
任何其他副作用影响您或不能消失，请致电您的医生或寻求医疗：

•

•注射部位疼痛、发红或肿胀；头痛；肌肉或关节疼痛；发热 38°C (100.4°F) 或更高；寒战
；恶心、呕吐或腹泻；腺体肿大或触痛；或者疲倦或不适。大多数副作用较为轻微。这些
症状大多在注射后 1 至 2 天内消失。

•

这些并非可能发生的全部副作用。 如果有您对副作用有问题，请联系医生。 请联系医生
了解有关副作用的医学建议。

•

您可将副作用报告给您的国家卫生部门。

•

请访问 https://vaers.hhs.gov/reportevent.html 或致电 1-800-822-7967，向美国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FDA)/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的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 (VAERS) 报告副
作用。还有一个名为 V-safe 的智能手机工具，可以用来检查您的身体状况并报告副作用。
这可以在 https://vsafe.cdc.gov 找到。如果您需要 V-safe 方面的帮助，请拨打 1-800-2324636。

此药的最佳服用方式是？
•

谨遵医嘱使用此药。仔细阅读向您提供的所有信息。严格遵循所有说明。

•

•此药用于肌肉注射。

•

•在您接受此药期间及服药后的一段时间将对您进行密切观察。请咨询您的医生。

如果我漏服一剂，我该怎么办？
•

•联系医生询问该怎么做。为了获得最佳的 COVID-19 预防效果，请勿遗漏或跳过剂次。

如何储存和/或处置此药？
•

•该针剂需要您前往医疗卫生机构接受注射。您不能将其存放于家中。

一般药物事实
•

•如果您的症状或健康问题未好转或变得更严重，请联系医生。

•

•勿与他人共用您的药物也勿服用他人的药物。

•

•将所有药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将所有药物放在儿童及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

•

•丢弃未使用或过期的药物。除非遵照嘱咐，否则请勿冲入马桶或倒入排水管。如果您对
扔掉药物的最好方式有疑问，请咨询药剂师。您所在的地区可能有药物回收计划。

•

•一些药物可能有另一份病人须知。如果您对本药有任何问题，请咨询医生、护士、药剂
师或其他医务人员。

•

•如果您认为使用过量了，请致电当地毒物控制中心或立即进行医疗。 准备好告知或出示
服用了什么、服用多少及何时服用。

消费者信息使用及免责声明: 这些概括性信息是诊断、治疗和/或药物信息的不全面概要。 这些信
息并不全面，应用作帮助用户了解和/或评估潜在诊断和治疗方案的工具。 其中未包含所有可能
适用于特定患者的病情、治疗、药物、副作用或风险的信息。 本信息并非旨在作为医疗建议或替
代医护人员根据其对患者特定和独特情况的检查和评估而提供的医疗建议、诊断或治疗。 患者必
须与医护人员进行沟通，以获得有关其健康、医疗问题和治疗选择的完整信息，包括与使用药物
有关的任何风险或获益。 本信息不保证任何治疗或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也不保证任何治疗或
药物已获批用于治疗任何特定患者。UpToDate, Inc. 及其附属公司对本信息或其使用不作任何担保
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信息的使用受使用条款的约束。如需查看使用条款，请访
问 https://www.wolterskluwer.com/en/know/clinical-effectiveness-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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