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袖珍指南
免疫治疗期间潜在副作用迹象及症状（包括免疫介导副作用）识别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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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下钱包卡，随时随身携带

2

阅读内侧所列信息，并根据“迹象及症状检查清单”辨别
哪些迹象和症状需要立即报告

· 填 写主治肿瘤专科医生的联系方式

·
·

如果您在接受 OPDIVO®、YERVOY® 或 Opdualag™ 治疗时出现任何异常，
请立即致电联系您的主治肿瘤专科医生
如果您出现此“迹象及症状检查清单”中所列的任何症状，或者病情恶
化，请立即联系您的肿瘤专科医生。立即就医也许能避免问题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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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保健网络以外就医时均请出示此钱包卡

·

告知紧急护理/急诊室工作人员，您正在接受 OPDIVO、YERVOY 或
Opdualag 治疗，并向其出示此钱包卡的“医生/护士须知”部分

请查看第 9–14 页上的 “有关 OPDIVO、YERVOY 或 Opdualag 的重要安全
信息”、第 5–8 页的适应症完整列表，以及 “针对 OPDIVO、YERVOY 和
Opdualag 的美国完整处方信息和用药指南”。

请勾选方框，说明患者正在接受
哪种免疫治疗 。

撕下钱包卡，随时随身携带
填写肿瘤专科医生开出的免疫治疗药物名称
填写患者姓名

Please call my oncologist.

I have received an immunotherapy called:

填写肿瘤专科医生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药物名称：

将卡片放在患者的钱包里

患者姓名：
肿瘤专科医生姓名：
肿瘤专科医生电话号码：

请务必告诉为您看诊的所有医护人员，您正在接受免疫治疗，
并向他们出示此卡。

每当您在医护人员处就医时均请出示此卡。
© 2022 百时美施贵宝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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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紧急护理/急诊室就医时均请出示此钱包卡。

请查看第 9-14 页上的“有关 OPDIVO®、YERVOY® 和 Opdualag™ 的重要安全信息”以及“针对 OPDIVO、YERVOY 和 Opdualag 的美国完整
处方信息和用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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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指南放在手边，以供参
考。此指南包含一份有关“迹
象和症状”的实用检查清单，
可供您进行密切监测。如果您
出现任何此类体征或症状，或
者相关症状出现恶化，请致电
联系“肿瘤科医疗团队”。

切勿自行治疗症状

心脏

激素分泌腺

新发胸痛或胸痛加重
心律不齐或感觉心
跳加速
呼吸短促
疲劳
脚踝肿胀

持续或不同寻常的头痛
眼睛畏光
眼睛问题
心率快
多汗
极度疲劳
体重增加或减轻
与平常相比、更容易饥饿或口渴
比平时更频繁排尿
脱发
感觉发冷
便秘
嗓音变深沉
头晕或晕厥
情绪或行为改变、例如性欲减退、
易怒或健忘

肝脏

皮肤或眼白发黄
严重恶心或呕吐
胃部（腹部）右侧疼痛
尿液颜色发暗（茶色）
比平常更容易发生
出血或淤青

肠道

这些并不是 OPDIVO® (nivolumab)、
YERVOY® (ipilimumab) 或
Opdualag™ (nivolumab and relatlimab-rmbw)
可能带来的全部副作用。因此您需要向“肿
瘤科医疗团队”报告任何不适或您的任何状
况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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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

腹泻（稀便）或排便比平常频繁
大便呈黑色、柏油状、粘稠或有血或黏液
胃部（腹部）严重疼痛或压痛

新发咳嗽或咳嗽加重
胸痛
呼吸短促

其他器官
其他器官和组织也可能出现问题。这些并不是使用 OPDIVO、YERVOY 或
Opdualag 时可能出现的免疫系统问题的所有体征和症状。如果出现任何新
的体征或症状，或体征或症状出现恶化，请立即致电联系您的医护人员或就诊，
这些体征或症状可能包括：
胸痛、心律不齐、呼吸短促或脚踝肿胀
思维混乱、嗜睡、记忆问题、情绪或行为变化、脖子僵硬、
平衡问题、四肢刺痛或麻木
视力模糊、重影、眼睛畏光、眼痛、视力变化
持续性或严重的肌肉疼痛或无力、肌肉抽筋
红细胞减少、淤青

YERVOY 可能导致眼睛问题，其体征和症状包括视力模糊、
重影或其他视力问题以及眼睛疼痛或发红。

肾脏
严重的输液相关反应
寒颤或颤抖
发痒或皮疹
潮红
呼吸短促或喘息
头晕
感觉要昏倒
发热
背部或颈部疼痛

尿量减少
尿中带血
脚踝肿胀
食欲减退

皮肤

皮疹
瘙痒
皮肤起水疱或脱皮
口腔、鼻部、喉咙或生殖器部位
疼痛或溃疡

症状在治疗期间可能随时出现，
甚至在治疗已经结束后出现

不要感觉难为情或担心打扰您的
肿瘤专科医生
使用供体干细胞（同种异体）进行骨髓
（干细胞）移植的并发症，包括移植物
抗宿主病（GVHD）。此类并发症可能
较为严重，并可导致死亡。如果您在接
受 OPDIVO、YERVOY 或 Opdualag 治疗之
前或之后进行移植，可能会发生这些并
发症。您的医护人员将监测您是否出现
这些并发症。

请查看第 9–14 页上的“有关
OPDIVO、YERVOY 和 Opdualag 的重要安
全信息”以及“针对 OPDIVO、YERVOY 和
Opdualag 的美国完整处方信息和用药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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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信息
OPDIVO® (nivolumab)、YERVOY® (ipilimumab) 和 Opdualag™ (nivolumab and relatlimab-rmbw) 是可能可以通过与免疫系统协作来治
疗某些癌症的药物。OPDIVO、YERVOY 和 Opdualag 可能导致免疫系统攻击任何身体部位的正常器官和组织，并可能影响其发
挥作用。这些问题有时可能会变得严重或危及生命，并且可能导致死亡。这些问题在治疗期间可能随时会发生，甚至在治疗
结束后发生。您可能会同时出现多种上述问题。当 OPDIVO 与 YERVOY 或另一种治疗方法联合用药时，部分此类问题可能出现
得更为频繁。
YERVOY 可能导致多个身体部位出现严重副作用，可能导致死亡。这些问题在接受 YERVOY 治疗期间随时可能发生，或在治疗
结束后出现

OPDIVO® (nivolumab) 是一种处方药，可与 YERVOY® (ipilimumab) 联合用药作为首选治疗方法用于治疗患有一种影响肺和
胸壁内膜的癌症的成年人，此癌症称为恶性胸膜间皮瘤，无法通过手术切除。

OPDIVO® (nivolumab) 和 OPDIVO + YERVOY® (ipilimumab) 适应症

OPDIVO® (nivolumab) 是一种处方药，用于治疗在使用其他抗癌药物后肾癌（肾细胞癌）仍已扩散或增长的成年患者。

OPDIVO® (nivolumab) 是一种处方药，用于治疗患有一种称为黑色素瘤且已扩散或无法通过手术切除的皮肤癌（晚期黑色
素瘤）的成年人。

OPDIVO® (nivolumab) 是一种处方药，可与卡博替尼联合用药，用于治疗癌症（晚期肾细胞癌）已经扩散但尚未接受晚
期肾细胞癌治疗的肾癌成年患者。请阅读卡博替尼包装中的“患者信息”。

OPDIVO® (nivolumab) 是一种处方药，与 YERVOY® (ipilimumab) 联合用药可用于治疗患有一种称为黑色素瘤且已扩散或无
法通过手术切除的皮肤癌（晚期黑色素瘤）的成年人。

OPDIVO® (nivolumab) 是一种处方药，用于治疗患有一种称为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的血癌的成年人，此类患者经过某
种利用自身干细胞（自体）的干细胞移植后癌症复发或扩散，并且曾在干细胞移植之前或之后使用过本妥昔单抗
（brentuximab vedotin）药物，或者接受过包括自体干细胞移植在内的至少 3 种治疗。OPDIVO 根据反应率获得了批准。针
对此用途的 OPDIVO 的临床受益情况将持续得到评估。

OPDIVO® (nivolumab) 是一种处方药，可联合包含铂类和其他化疗药物的化疗用药，在手术前治疗患有早期肺癌（称为非
小细胞肺癌）的成年人。

OPDIVO® (nivolumab) 是一种处方药，用于治疗头颈癌（鳞状细胞癌）已复发或扩散且已尝试过铂类药物化疗但未起作
用或不再起作用的成年患者 。

OPDIVO® (nivolumab) 是一种处方药，可与 YERVOY® (ipilimumab) 联合用药作为首选治疗方法用于治疗患有一种晚期肺癌（
称为非小细胞肺癌）的成年人，此时患者的肺癌已扩散至身体其他部位（转移性），且肿瘤 PD-L1 为阳性，但没有异常
的 EGFR 或 ALK 基因。
OPDIVO® (nivolumab) 是一种处方药，可与 YERVOY® (ipilimumab) 一起同时联合包含铂类和其他化疗药物的 2 个周期化疗用
药，作为首选治疗方法用于治疗患有一种晚期肺癌（称为非小细胞肺癌）的成年人，此时患者的肺癌已扩散、生长或复
发，但没有异常的 EGFR 或 ALK 基因。
OPDIVO® (nivolumab) 是一种处方药，用于治疗患有一种已经扩散或增长的晚期肺癌（称为非小细胞肺癌），并且已尝试
过铂类药物化疗但却不起作用或不再起作用的成年人。如果您的肿瘤带有异常的 EGFR 或 ALK 基因，您应当还尝试过经
FDA 批准的一种针对携带这些异常基因的肿瘤疗法，但是它却不起作用或不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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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DIVO® (nivolumab) 是一种处方药，可与 YERVOY® (ipilimumab) 联合用药用于治疗某些癌症（晚期肾细胞癌）已经扩散
但尚未接受晚期肾细胞癌治疗的肾癌成年患者。

OPDIVO® (nivolumab) 是一种处方药，用于在癌症手术之前或之后治疗泌尿道（包括膀胱、尿道、输尿管或肾盂）内膜
癌 [尿路上皮癌] 已扩散或增长（局部晚期或转移），且已尝试过铂类药物化疗但未起作用或不再起作用的成年患者，
或者在接受铂类药物化疗后的 12 个月内该癌症恶化的成年患者。
OPDIVO® (nivolumab) 是一种处方药，用于治疗泌尿道（包括膀胱、输尿管或肾盂）内膜癌[尿路上皮癌]成年患者，帮
助防止尿路癌在手术切除后复发。

请查看第 9–14 页上的“有关 OPDIVO、YERVOY 和 Opdualag 的重要安全信息”以及“针对 OPDIVO、YERVOY 和 Opdualag 的美国完整处
方信息和用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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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DIVO® (nivolumab) 和 OPDIVO + YERVOY® (ipilimumab) 适应症（续）
OPDIVO® (nivolumab) 是一种处方药，用于治疗患有结肠或直肠癌（结直肠癌）的成年人和年满 12 岁的儿童患者，他
们的癌症已扩散至身体其他部位（转移性），具有高度微卫星不稳定性或错配修复缺陷，并且已尝试使用氟嘧啶、奥
沙利铂和伊立替康进行过治疗，但未起作用或不再起作用。OPDIVO 根据反应率和患者反应的持续时长获得了批准。
针对此用途的 OPDIVO 的临床受益情况将持续得到评估。
OPDIVO® (nivolumab) 是一种处方药，可与 YERVOY® (ipilimumab) 联合用药用于治疗患有结肠或直肠癌（结直肠癌）的
成年人和年满 12 岁的儿童患者，他们的癌症已扩散至身体其他部位（转移性），具有高度微卫星不稳定性或错配修复
缺陷，并且已尝试使用氟嘧啶、奥沙利铂和伊立替康进行过治疗，但未起作用或不再起作用。OPDIVO 与 YERVOY 联合
用药根据反应率和患者反应的持续时长获得了批准。针对此用途的 OPDIVO 和 YERVOY 联合用药的临床受益情况将持续
得到评估。
OPDIVO® (nivolumab) 是一种处方药，可与 YERVOY® (ipilimumab) 联合用药用于治疗以前接受过索拉非尼治疗的肝癌
（肝细胞癌）成年患者。OPDIVO 与 YERVOY 联合用药根据反应率和患者反应的持续时长获得了批准。针对此用途的
OPDIVO 和 YERVOY 联合用药的临床受益情况将持续得到评估。
OPDIVO® (nivolumab) 是一种处方药，用于治疗患有一种称为黑色素瘤的皮肤癌的成年患者，旨在帮助防止黑色素瘤在
通过手术切除黑色素瘤以及含有癌细胞的淋巴结后复发。
OPDIVO® (nivolumab) 是一种处方药，用于治疗连接咽喉与胃的食管癌症（食道癌）成年患者，用药条件为您的食道癌
是鳞状细胞癌，不能通过手术切除，并且在接受含氟嘧啶和铂的化疗后已经复发或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OPDIVO® (nivolumab) 是一种处方药，可用于成年患者，帮助预防连接咽喉与胃的食管癌症（食道癌）或食道与胃相连
处的癌症（胃食管交界处癌症）在接受放化疗后再进行手术完全切除后复发（但在切除的肿瘤或淋巴结中仍有一些癌
细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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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DIVO® (nivolumab) 是一种处方药，可与含有氟嘧啶和铂的化疗联合使用，用于治疗患有胃癌、胃与食道相连处的
癌症（胃食管交界处癌症）和食道癌的成年患者，这种食道癌是一种叫做腺癌的类型，无法通过手术切除或已经扩散
到身体其他部位。
OPDIVO 在治疗患有高度微卫星不稳定性或错配修复缺陷结直肠癌的 12 岁以下儿童患者或患有其他癌症的 18 岁以下
儿童患者方面的安全性和疗效尚不明确。

YERVOY 适应症
YERVOY® (ipilimumab) 是一种处方药，用于治疗黑色素瘤（一种皮肤癌）已扩散（转移）或无法通过手术切除（无法切
除）的成年人和年满 12 岁的儿童患者。
尚不明确 YERVOY 对 12 岁以下的儿童是否安全有效。
YERVOY® (ipilimumab) 是一种用于成人的处方药，有助于防止黑色素瘤（一种皮肤癌）在手术切除肿瘤和含有肿瘤的
淋巴结后复发。
尚不明确 YERVOY 对儿童是否安全有效。

Opdualag 适应症
Opdualag™ (nivolumab and relatlimab-rmbw) 是一种处方药，用于治疗患有一种称为黑色素瘤且已扩散或无法通过手术切除
的皮肤癌（晚期黑色素瘤）的成年人和年满 12 岁的儿童患者。
目前尚不明确 Opdualag 用于年满 12 岁但体重低于 88 磅（40 公斤）的儿童或 12 岁以下的儿童时是否安全和有效。

请查看第 9–14 页上的“有关 OPDIVO、YERVOY 和 Opdualag 的重要安全信息”以及“针对 OPDIVO、YERVOY 和 Opdualag 的美国完整处方
信息和用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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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OPDIVO® (nivolumab)、YERVOY® (ipilimumab) 以及 OPDIVO + YERVOY 的重要安全信息
关于 OPDIVO 和 YERVOY，应当了解的最重要信息是什么？
OPDIVO 和 YERVOY 是可能可以通过与免疫系统协作来治疗
某些癌症的药物。OPDIVO 和 YERVOY 可能导致免疫系统
攻击任何身体部位的正常器官和组织，并可能影响其发挥
作用。这些问题有时可能会变得严重或危及生命，并且可
能导致死亡。这些问题在治疗期间可能随时会发生，甚至
在治疗结束后发生。您可能会同时出现多种上述问题。当
OPDIVO 与 YERVOY 或另一种治疗方法联合用药时，部分此
类问题可能出现得更为频繁。
如果您出现任何新的体征或症状，或体征或症状出现恶
化，请立即致电联系您的医护人员或就诊，这些体征或
症状可能包括：
 肺部问题：新发咳嗽或咳嗽恶化；呼吸短促；胸痛
 肠道问题：腹泻（稀便）或排便比平常更频繁；大便
呈黑色、柏油状、粘稠或带血或黏液；胃部（腹部）
剧烈疼痛或压痛
 肝脏问题：皮肤或眼白发黄；严重恶心或呕吐；胃部（
腹部）右侧疼痛；尿色深（茶色）；比平常更容易流血
或淤青
 分泌激素的腺体问题：持续性或异常头痛；眼睛畏光；
眼睛问题；心跳加速；多汗；极度疲劳；体重增加或减
轻；感觉比平常更容易饥饿或口渴；排尿比平常更频
繁；脱发；感觉寒冷；便秘；声音变得深沉；头晕或昏
厥；情绪或行为改变，如性欲减退、易怒或健忘

 肾
 脏问题：尿量减少；尿中带血；脚踝肿胀；食欲不振
皮
 肤问题：皮疹；瘙痒；皮肤起疱或脱皮；口腔、鼻部、
喉咙或生殖器部位疼痛或溃疡
眼
 睛问题：视力模糊、重影或其他视力问题；眼睛疼痛或
发红
其他器官和组织也可能出现问题。这些并不是 OPDIVO 和
YERVOY 可能导致的免疫系统问题的全部体征和症状。如果
出现任何新的体征或症状，或体征或症状出现恶化，请立即
致电联系您的医护人员或就诊，这些体征或症状可能包括：
胸
 痛；心律不齐；呼吸短促；脚踝肿胀
思
 维混乱；嗜睡；记忆问题；情绪或行为变化；脖子僵硬；
平衡问题；四肢刺痛或麻木
视
 觉重影；视力模糊；畏光；眼睛疼痛；视力变化
持
 续性或严重的肌肉疼痛或无力；肌肉抽筋
红
 细胞减少；淤青

立即进行相关治疗可能能够防止这些问题变得更严重。您的
医疗团队将在治疗期间检查您的这些问题，并可能使用皮
质类固醇或激素替代药物进行治疗。如果您出现了严重副作
用，您的医疗团队可能需要推迟或完全停止对您的治疗。
OPDIVO 和 YERVOY 可能导致的副作用
OPDIVO 和 YERVOY 可能导致严重的副作用，包括：
 参见“关于 OPDIVO 和 YERVOY，应当了解的最重要信息是
什么？”
 严重的输液反应。如果您在 OPDIVO 和 YERVOY 输注期间出
现下列症状，请立即告知您的医疗团队：寒颤或颤抖；发
痒或皮疹；潮红；呼吸短促或喘息；头晕；感觉要昏倒；
发热；背部或颈部疼痛
 使用供体干细胞（同种异体）进行骨髓（干细胞）移植
的并发症，包括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此类并发症
可能较为严重，并可导致死亡。如果您在接受 OPDIVO 和
YERVOY 治疗之前或之后进行移植，可能会发生这些并发
症。您的医护人员将监测您是否出现这些并发症。

OPDIVO 单独用药时最常见的副作用包括：感觉疲劳；皮
疹；肌肉、骨骼和关节疼痛；皮肤瘙痒；腹泻；恶心；虚
弱；咳嗽；呕吐；呼吸短促；便秘；食欲不振；背部疼痛；
上呼吸道感染；发热；头痛；胃部（腹部）疼痛；尿路感染
OPDIVO 和化疗联合用药时最常见的副作用包括：恶心、便
秘、感觉疲劳、食欲下降和皮疹。
当 OPDIVO 与 YERVOY 联合用药时，最常见的副作用包括：
感觉疲劳；腹泻；皮疹；瘙痒；恶心；肌肉、骨骼和关节疼
痛；发热；咳嗽；食欲下降；呕吐；胸腹部疼痛；呼吸短
促；上呼吸道感染；头痛；甲状腺激素水平低（甲状腺功能
减退）；便秘；体重下降；头晕。
OPDIVO 和 YERVOY 和化疗联合用药时最常见的副作用包
括：感觉疲劳；肌肉、骨骼和关节疼痛；恶心；腹泻；皮
疹；食欲下降；便秘；瘙痒。
当 OPDIVO 与卡博替尼联合用药时，最常见的副作用包
括：腹泻；感觉疲倦或虚弱；肝脏问题；手掌或脚底出现
皮疹、红肿、疼痛、肿胀或水泡；口疮；皮疹；高血压；
甲状腺激素水平低；肌肉、骨骼和关节疼痛；食欲下降；
恶心；味觉改变；胃部（腹部）疼痛；咳嗽；上呼吸道感
染。

请查看下一页上的“有关 OPDIVO、YERVOY 和 Opdualag™ (nivolumab and relatlimab-rmbw) 的重要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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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OPDIVO® (nivolumab)、YERVOY® (ipilimumab) 以及 OPDIVO + YERVOY 的重要安全信息（续）
OPDIVO 与氟嘧啶和铂类化疗联合用药时，最常见的副作用
包括：手或脚麻木、疼痛、刺痛或灼烧感；恶心；感到疲
倦；腹泻；呕吐；食欲下降；胃部（腹部）疼痛；便秘；肌
肉、骨骼和关节疼痛。
YERVOY 治疗最常见的副作用包括：感到疲倦；腹泻；恶
心；瘙痒；皮疹；呕吐；头痛；体重下降；发热；食欲下
降；入睡或睡眠困难
这些并非可能发生的全部副作用。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咨询
您的医护人员或药剂师。建议您向 FDA 报告处方药的不良
副作用。请致电 1-800-FDA-1088。
在接受 OPDIVO 或 YERVOY 治疗前，请告知医护人员您的所
有病情，包括您是否：
 存在免疫系统问题，例如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或狼疮
 接受过器官移植
 已经接受或打算接受使用供体干细胞（同种异体）的干细
胞移植
 过去曾对胸部进行放射治疗，并曾接受过其他类似
OPDIVO 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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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
 有影响神经系统的疾病，如重症肌无力或格林-巴利综
合征
已
 怀孕或计划怀孕。OPDIVO 和 YERVOY 可能对胎儿有害。
正
 在母乳喂养或计划母乳喂养。尚不清楚 OPDIVO 和
YERVOY 是否会分泌到乳汁中。采用 OPDIVO 和 YERVOY 治
疗期间、OPDIVO 最后一次用药之后 5 个月内以及 YERVOY
最后一次用药之后 3 个月内请勿进行母乳喂养。
能够怀孕的女性：
在开始接受 OPDIVO 或 YERVOY 治疗之前，医护人员应对您
进行孕检。
您
 应当在治疗期间、OPDIVO 最后一次用药之后 5 个月内
以及 YERVOY 最后一次用药之后 3 个月内使用有效的避孕
方法。请向医护人员咨询在此期间您可以采用何种避孕方
法。
如
 果您在接受 OPDIVO 或 YERVOY 治疗期间怀孕，或者认
为您可能已怀孕，请立即告诉医护人员。一旦发现怀孕，
您或您的医护人员应立即致电 1-844-593-7869 与百时美施
贵宝公司联系。

有关 Opdualag™ (nivolumab and relatlimab-rmbw) 的重要安全信息
关于 Opdualag，应当了解的最重要信息是什么？
Opdualag 是一种可能可以通过与免疫系统协作来治疗一
种叫做黑色素瘤的皮肤癌的药物。Opdualag 可能导致免
疫系统攻击任何身体部位的正常器官和组织，并可能影
响其发挥作用。这些问题有时可能会变得严重或可能导
致死亡。这些问题在治疗期间可能随时会发生，甚至在
治疗结束后发生。您可能会同时出现多种上述问题。
如果您出现任何新的体征或症状，或体征或症状出现恶
化，请立即致电联系您的医护人员或就诊，这些体征或
症状可能包括：
 肺部问题：新发咳嗽或咳嗽恶化；呼吸短促；胸痛

 分泌激素的腺体问题：持续性或异常头痛；眼睛畏光；
眼睛问题；心跳加速；多汗；极度疲劳；体重增加或减
轻；感觉比平常更容易饥饿或口渴；排尿比平常更频
繁；脱发；感觉寒冷；便秘；声音变得深沉；头晕或昏
厥；情绪或行为改变，如性欲减退、易怒或健忘
 肾脏问题：尿量减少；尿中带血；脚踝肿胀；食欲不振
 皮肤问题：皮疹；瘙痒；皮肤起疱或脱皮；口腔、鼻
部、喉咙或生殖器部位疼痛或溃疡
 心脏问题：新发胸痛或胸痛加重；心律不齐或感觉心跳
加速；呼吸短促；疲倦；脚踝肿胀

 肠道问题：腹泻（稀便）或排便比平常更频繁；大便呈
黑色、柏油状、粘稠或带血或黏液；胃部（腹部）剧烈
疼痛或压痛
 肝脏问题：皮肤或眼白发黄；严重恶心或呕吐；胃部
（腹部）右侧疼痛；尿色深（茶色）；比平常更容易流
血或淤青

将您服用的所有药物都告诉医护人员，包括处方药和非处方
药、维生素和中草药补充剂。

请查看下一页上的“有关 OPDIVO、YERVOY 和 Opdualag 的重要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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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Opdualag™ (nivolumab and relatlimab-rmbw) 的重要安全信息（续）
其他器官和组织也可能出现问题。这些并不是使用 Opdualag
时可能出现的免疫系统问题的所有体征和症状。如果出现任
何新的体征或症状，或体征或症状出现恶化，请立即致电联
系您的医护人员或就诊，这些体征或症状可能包括：
 思维混乱；嗜睡；记忆问题；情绪或行为变化；脖子僵
硬；平衡问题；四肢刺痛或麻木
 视觉重影；视力模糊；畏光；眼睛疼痛；视力变化
 持续性或严重的肌肉疼痛或无力；肌肉抽筋
 红细胞减少；淤青
立即进行相关治疗可能能够防止这些问题变得更严重。在使
用 Opdualag 治疗期间您的医疗团队会核实您是否存在这些
问题。您的医护人员可能使用皮质类固醇或激素替代药物治
疗您。如果您出现了严重副作用，您的医护人员可能需要推
迟或完全停止 Opdualag 的治疗。
Opdualag 可能出现的副作用
Opdualag 可能导致严重的副作用，包括：

严
 重的输液反应。如果您在 Opdualag 输注期间出现下列
症状，请立即告知医护人员或护士：寒颤或颤抖；发痒
或皮疹；潮红；呼吸短促；头晕；感觉要昏倒；发热；
背部或颈部疼痛
使
 用供体干细胞（同种异体）进行干细胞移植导致的并
发症。此类并发症可能较为严重，并可导致死亡。如果
您在接受 Opdualag 治疗之前或之后进行移植，可能会发
生这些并发症。如果您接受了异体干细胞移植，您的医
护人员将监测您是否出现并发症的迹象。
Opdualag 最常见的副作用包括：肌肉和骨骼疼痛；疲倦；
红血球和白血球计数减少；肝功能检查结果偏高；皮疹；
瘙痒，腹泻；血液中的盐（钠）浓度降低
这些并非 Opdualag 可能带来的全部副作用。联系医生寻
求副作用方面的医疗建议。您可以拨打 1-800-FDA-1088 向
FDA 报告副作用。

如果您有下列情况，在接受 Opdualag 之前，请告诉医护人员：
 存在免疫系统问题，例如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或狼疮
 接受过器官移植
 已经接受或打算接受使用供体干细胞（同种异体）的干细
胞移植
 患有影响神经系统的疾病，如重症肌无力或格林-巴利综
合征
 已怀孕或计划怀孕。Opdualag 可能对胎儿有害
能够怀孕的女性：
在开始接受 Opdualag 治疗之前，医护人员应对您进
行孕检
您应当在 Opdualag 给药期间以及末次给药后至少 5
个月内使用有效的避孕方法。请向医护人员咨询在
此期间您可以采用何种避孕方法
如果您在 Opdualag 治疗期间怀孕，请立即告诉医护
人员

 正在母乳喂养或计划母乳喂养。尚不清楚 Opdualag 是否
会分泌到乳汁中。在 Opdualag 治疗期间和 Opdualag 末次
用药后 5 个月内切勿进行母乳喂养
将您服用的所有药物都告诉医护人员，包括处方药和非处
方药、维生素和中草药补充剂。

°
°
°

 参见“关于 Opdualag，应当了解的最重要信息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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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查看第 9-14 页上的“有关 OPDIVO® (nivolumab)、YERVOY® (ipilimumab)和 Opdualag 的重要安全信息”以及“针对
OPDIVO、YERVOY 和 Opdualag 的美国完整处方信息和用药指南”。

14

针对患者的重要提醒
如
 果您出现此“迹象及症状检查清单”中所列的任何症状，或者症状出现恶化，或者如果您在接受
OPDIVO® (nivolumab)、YERVOY® (ipilimumab) 或 Opdualag™ (nivolumab and relatlimab-rmbw) 治疗时出现
任何异常，请立即联系您的肿瘤专科医生。立即就医也许能避免问题进一步恶化
 上这些并非 OPDIVO、YERVOY 或 Opdualag 可能出现的全部副作用。因此您需要向“肿瘤科医疗团队”
以
报告任何不适或您的任何状况变化
切勿在不告知您的肿瘤专科医生的情况下自行处理“迹象和症状”
 的肿瘤专科医生可能决定推迟或完全停用 OPDIVO、OPDIVO + YERVOY、YERVOY 或 Opdualag 治疗，
您
或向您提供其他药物来治疗您的症状

15

请查看第 9–14 页上的“有关 OPDIVO、YERVOY 和 Opdualag 的重要安全信息”以及“针对 OPDIVO、YERVOY 和 Opdualag 的美
国完整处方信息和用药指南”。

为您和您的患者提供的实时按需支持服务
我们随时帮助您更好地了解您的药物治疗。这些计划的实施对象为开具了 OPDIVO 或 Opdualag 处方药物的患
者及其亲人。完成注册只需要不到 5 分钟的时间。百事美施贵宝承诺在 24 小时内对您的需求给予回应。

实用信息
获得实用提示、工具和教育材料，帮助您或您的亲人详细
了解 Opdualag，也可能有助于支持您的治疗。

在

小时内获得回应

获取实时支持和协助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00 至晚上 8:00（美国东部时间）

支持小组和倡导小组
我们可以指导您找到相关机构，帮助您克服您可能面临的挑战。

获得回应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00 至晚上 8:00（美国东部时间）

实用信息
关于支持小组和倡导小组的详细信息
像您的手机一样近在咫尺的治疗咨询师
这些支持资源和更多的资源都可以在
www.opdivo.com 网站上找到

Support/Assistance

只需拨打 1-855-OPDUALAG (1-855-673-8252)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00 至晚上 8:00（美国东部时间）
Support/Assistance

这些支持资源和更多的资源都可以在
www.Opdualag.com 网站上找到

请查看第 9–14 页上的“有关 OPDIVO、YERVOY 和 Opdualag 的重要安全信息”以及“针对 OPDIVO、YERVOY 和 Opdualag 的美国完整处方信
息和用药指南”。
OPDIVO®、YERVOY®、Opdualag™ 及相关标志是百时
美施贵宝公司的商标。
所列的其他品牌是各自所有者的商标。
© 2022 百时美施贵宝公司。
7356-US-2200174 05/22

迹象和症状检查清单
您是否有任何迹象或症状？
1. 如果您注意到任何不适或您出现任何状况变化，请立即联系“肿瘤科医疗团队”。
2. 立即进行相关治疗可能能够防止这些问题变得更严重。切勿试图自行治疗可能出现的副作用。
3. 您的肿瘤专科医生可能决定推迟或完全停用 OPDIVO® (nivolumab)、YERVOY® (ipilimumab) 或

Opdualag™ (nivolumab and relatlimab-rmbw) 治疗，或向您提供其他药物来治疗您的症状。
• 以上这些并非 OPDIVO、YERVOY 或 Opdualag 可能出现的全部副作用。因此您需要向“肿瘤科医疗团队”报告任何
不适或您的任何状况变化。需要注意的迹象或变化包括：

肝脏

皮肤或眼白发黄
严重恶心或呕吐
胃部（腹部）右侧
疼痛
尿液颜色发暗
（茶色）
比平常更容易发
生出血或淤青

肠道

 泻（稀便）或排
腹
便比平常频繁
大便呈黑色、柏油
状、粘稠或有血或
黏液
胃部（腹部）严重
疼痛或压痛

肺部

 发咳嗽或咳嗽加重
新
胸痛
呼吸短促

皮肤

皮疹
瘙痒
皮肤起水疱或脱皮
口腔、鼻部、喉咙
或生殖器部位疼痛
或溃疡

肾脏

 量减少
尿
尿中带血
脚踝肿胀
食欲减退

严重的输液相关
反应
寒颤或颤抖
发痒或皮疹
潮红
呼吸短促或喘息
头晕
感觉要昏倒
发热
背部或颈部疼痛

激素分泌腺

 续或不同寻常的
持
头痛
眼睛畏光
眼睛问题
心率快
多汗
极度疲劳
体重增加或减轻
与平常相比，更容
易饥饿或口渴
比平时更频繁排尿
脱发
感觉发冷
便秘
嗓音变深沉
头晕或晕厥
情绪或行为改变，
例如性欲减退、易
怒或健忘

心脏

 发胸痛或胸痛加重
新
心律不齐或感觉心跳
加速
呼吸短促
疲劳
脚踝肿胀

其他器官

其他器官和组织也可能
出现问题。这些并不是
使用 OPDIVO、YERVOY 或
Opdualag 时可能出现的免
疫系统问题的所有体征和症
状。如果出现任何新的体征
或症状，或体征或症状出现
恶化，请立即致电联系您的
医护人员或就诊，这些体征
或症状可能包括：
胸痛、心律不齐、呼吸短
促或脚踝肿胀
思维混乱、嗜睡、记忆问
题、情绪或行为变化、脖
子僵硬、平衡问题、四肢
刺痛或麻木
视力模糊、重影、眼睛畏
光、眼痛、视力变化
持续性或严重的肌肉疼痛
或无力、肌肉抽筋
红细胞减少、淤青

YERVOY 可能导致眼睛问题，其体征和症状包括视力模糊、重影或其他视力问题以及眼睛疼痛或发红。
使用供体干细胞（同种异体）进行骨髓（干细胞）移植的并发症，包括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此类并发症可
能较为严重，并可导致死亡。如果您在接受 OPDIVO、YERVOY 或 Opdualag 治疗之前或之后进行移植，可能会发生这
些并发症。您的医护人员将监测您是否出现这些并发症。

如果出现严重副作用，您可能需要前往医院急诊室。如果出现此情况，您需要：
• 携带此钱包卡和您所用药物的完整清单，包括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维生素和中草药补充剂
• 告知急诊室的医生和护士，您正在接受免疫疗法，以治疗您所患病症
• 务必通知您的肿瘤专科医生

请查看第 9–14 页上的“有关 OPDIVO、YERVOY 和 Opdualag 的重要安全信息”以及“针对 OPDIVO、YERVOY 和 Opdualag
的美国完整处方信息和用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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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您在医护人员处就医时均请出示此卡。
肿瘤专科医生电话号码：
肿瘤专科医生姓名：
患者姓名：
药物名称：

I have received an immunotherapy called:

Please call my oncologist.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Doctors/Nurses

ATTENTION
Call patient’s oncologist.
Management of immunotherapy side effects
may require a different approach than other cancer treatments.
Do not wait to treat the patient if urgent care is requir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