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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TASSA
指南
VELTA SSA 区域内受
控制的

钾水平*

*在某项临床研究中，高达 95% 服用 VELTASSA 的人钾
水平降低，之后保持在正常水平（3.8 至 <5.1 mEq/L）。

VELTASSA 是用于治疗血液中高钾（高钾血症）的处方药。目前不知道 VELTASSA 对儿童是
否安全和有效。
重要安全信息
哪些人不应该服用 VELTASSA？
如果您对 VELTASSA 或其任何成分过敏， 切勿服用它。
请参考本手册中的其他重要安全信息。完整处方信息请参考网站 www.VELTASSA.com。

高钾
和 VELTASSA
医生告诉您，您的血液中钾水平过高（高钾血症）。
高钾可能导致严重及危及生命的健康问题，例如，
心跳无规律和其他心脏问题；甚至可能需要入院治疗。
VELTASSA 是一款无钠处方药。
每天服用一次 VELTASSA，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高钾，
令钾量一直保持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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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信息（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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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信息

• 有排便问题，包括是否便秘、肠阻塞（堵塞）或大便干硬，无法排出直肠（嵌塞）
• 直肠手术后直肠存在问题
了解服用的药物保存一份药物清单，在收到新药时出示给医生和药剂师告知医生您服用
的所有药物， 包括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维生素、草药补充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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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考本手册中的其他重要安全信息。完整处方信息请参考网站 www.VELTAS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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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钾

什么是高钾？

高钾的风险

钾是一种重要的营养物质，有助于保持肌肉正常工作和心跳规律。但是，血液中钾含
量过高会造成持续问题以及严重的健康风险。

高钾很难预测，可能发生不止一次。对于患有某类肾脏问题（例如，慢性肾病）的人，高钾
就会是持续问题。

高钾（高钾血症）是指血液中的钾水平比正常值高。健康肾脏能够从身体排出额外的
钾。但是如果肾脏不能正常工作，就无法排出额外的钾。如果不治疗，钾水平就会变得
过高。

高钾会造成严重的、危及生命的健康问题。
即使无法看到它们，但高钾的健康风险依旧存在。发生严重健康问题前，常常无法检测到
高钾，包括：

Irregular Heartbeat

Hospitalization

心律不齐

心脏问题

可能需要入院治疗

以及胸痛、或感觉心脏漏拍

Heart Problems

包括心脏病风险

可能由麻痹或其他问题引起

高钾通常无症状或只有模糊症状。通常只在血液检查期间发现高钾，因此确保定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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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钾的原因

症状和警告信号

有若干原因可能导致高钾。心脏问题和肾功能之间也存在联系。

高钾通常无症状或只有模糊症状。实际上，通常是因为其他原因在血液检查期间才发
现。但是，如果未发现高钾且水平太高，就会增加严重健康问题风险。

肾脏相关的疾病
• 慢性肾病（最常见的原因）
• 糖尿病引起的肾病（糖尿肾病）

如果您出现以下任何症状，请联系医生：
Kidney-related
conditions

•
•
•
•

心力衰竭
心力衰竭会降低血液向肾脏的流量。如果血液流量不正常，肾脏就
无法很好地工作，随着时间推移尤甚。

Heart Problems

其他原因

Doctor

• 严重损伤和烧伤造成的创伤
• 艾迪生氏病（与肾上腺有关）

Other Causes

如果您出现以下任何症状，请拨打 911 或前往急诊室：

某些药物

一些药物可能提高钾水平，包括：
• 某些类型的血压药物
• 治疗心脏疾病的药物
• NSAID （ 非甾体抗炎药），用于降温、缓解头疼和疼痛
Set up auto refill• 用于某些类型的高血压、肺部疾病或心脏问题的水丸
• 一些草药和草药补充剂

虚弱
乏力
刺痛或麻木
其他异常感觉

Call 911/emergency
room

•
•
•
•

心律不齐
呼吸困难
无法移动（麻痹）
恶心和呕吐

高钾症状各不相同，所以要与医生谈谈困扰您的症状。

与您的保健服务提供者讨论服用的所有药物，包括补充剂或天然草药。切勿自行停用任
何药物。关于您应该服用哪些药物，请谨遵医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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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钾

低钾饮食
如果肾脏不能很好地将钾排出体内，食用富含钾的食物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即使尝试
避免富含钾的食物，也很难改变这种状况，因为我们食用的许多食物都含钾。以下是一些
高钾和低钾食物的有用名单。

高钾食物：饮食中限制或避免此类食物
水果
鳄梨、香蕉、橘子、油桃、猕猴桃、芒果、木瓜、梅干、石榴

关于 VELTASSA

VELTASSA 如何发挥作用？
VELTASSA 是一种无钠处方药，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高钾，令钾量一直保持低水平。

VELTASSA 如何发挥作用且保持有效
一天服用一次，两天内 VELTASSA 可以稳定钾水平，之后令钾
处于正常稳定水平。

Banana:
High-potassium fruits蔬菜

VELTASSA 与结肠中过量的钾相结合，将其从体内排出去。身
体不吸收 VELTASSA。

球芽甘蓝、土豆、红薯、南瓜、西红柿和西红柿制品、菠菜、豆类、
荚果、蔬菜果汁

Vegetable Juice:
High-potassium其他
vegetables

95%

在一项临床研究中，服用 VELTASSA 后，钾水平降低的人群比
例高达 95%。之后保持在正常水平（3.8 至 <5.1 mEq/L）。

牛奶、酸奶、燕麦、坚果和种子、花生酱、盐替代品

Milk, yogurt:
High-potassium
Other

低钾食物：饮食中适量包含这些食物
水果
苹果、黑莓、蓝莓、樱桃、小红莓、葡萄、梨、菠萝、树莓、草莓

Apple, Cherries:
Low-potassium Fruits

Cabbage, eggplant:
Low-potassium
Vegetables

蔬菜
玉米、卷心菜、胡萝卜、花椰菜、芹菜、黄瓜、茄子、甘蓝、莴苣、
洋葱、豌豆
其他
大米、面条、面食、面包和面包制品（非全谷物）、派（无巧克力或高钾
水果）

Noodles, Pasta:
Low-potassium
Other
询问您的保健服务提供者，
了解哪些食物最适合您。

8

95% reduced
potassium levels

如果停止服用 VELTASSA，即使停用数天，钾水平可能升高。

*在某项临床研究中，停止服用 VELTASSA 的患者，在 1 周内钾水平升高。

If you stop taking
VELTASSA
重要安全信息（续）
VELTASSA 可能具有的副作用是什么？
VELTASSA 可能造成严重的副作用，包括：
• 血液中镁含量较低（低镁症）。 服用 VELTASSA 时，会出现血液中镁含量较低情
况。使用 VELTASSA 治疗期间，医生会检查您的血液中镁的水平，
会开具镁补充剂。
请参考本手册中的其他重要安全信息。完整处方信息请参考网站 www.VELTAS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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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副作用

每天服用一次 VELTASSA

VELTASSA 可能造成严重的副作用，包括：

必须遵医嘱，每天和食物同时服用或不同时服用 VELTASSA。

• 血液中镁含量较低（低镁症）。 服用 VELTASSA 时，会出现血液中镁含量较低情
况。使用 VELTASSA 治疗期间，医生会检查您的血液中镁的水平，会开具镁补充剂。

正确的做法

避免事项

VELTASSA 最常见的副作用包括：便秘（通常通过治疗治愈）、镁水平低、腹泻、恶
心、胃部（腹部）不适和产气。

• 单独准备每剂 VELTASSA

• 切勿与水混合前，切勿服用 VELTASSA

告知医生困扰您的或未去除的副作用。

• 饮食方面，谨遵医嘱

• 不得加热、放在微波炉中加热 或将其
添加到热食物或液体中

这些是 VELTASSA 可能具有的副作用。致电医生，获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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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用水混合 VELTASSA

• 不得在搅拌机中混合 VELTASSA

严格遵医嘱服用 VELTASSA。治疗期间如有需要，医生会更改您的剂量，
并检查您的钾水平。

确保在口服任何其他药物之前或之后至
少 3 个小时再服用 VELTASSA。

请参考本手册中的其他重要安全信息。完整处方信息请参考网站 www.VELTAS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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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VELTASSA

准备 VELTASSA

混合

加水

饮用

用量杯量取 1/3 杯水。
将一半的水倒入空饮水杯。
将 VELTASSA 包装中的所有内容物倒入装水的饮水
杯。*将混合物搅拌均匀。

将量杯中剩余的水
倒入含有混合物的饮水杯。将混合物搅
拌均匀。粉末不会溶解，混合物看起来
很浑浊。如果混合物太浓，您可再加点
水。

立刻饮用混合物。如果饮用后杯中留有粉
末，再加点水、搅拌，然后立即将剩余的混
合物喝完。根据需要重复上述步骤， 确保
您服用了整剂的 VELTASSA。切勿服用干
状 VELTASSA。

1/3

VELTASSA 药剂准备 建议最低水量为 1/3
杯（约 3 盎司）。†

*针对您的处方剂量，您可能需要 1 包以上 VELTASSA。确保遵循以上开具的剂量说明。

mix with at least 1/3
cup water

所有剂量的规定起始水量大约为 1/3 杯的一半。在初始水量中搅拌粉末后，加入剩余的水。

†

若要打印服用 VELTASSA 指南或观看分步视频，
请访问 VELTASSA.com/taking
12

重要安全信息（续）
VELTASSA可能的副作用是什么?(续)
VELTASSA 最常见的副作用包括:便秘、低镁、腹泻、恶心、胃部（腹部）不适和产
气。
请参考本手册中的其他重要安全信息。完整处方信息请参考网站 www.VELTAS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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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身携带 VELTASSA

VELTASSA 成为您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离家时，随身轻松携带 VELTASSA。

每天服用一次 VELTASSA，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高钾，令钾量一直保持低水平。但是必
须连续服用医生开具的 VELTASSA。这些小贴士可能对您有所帮助。

让 VELTASSA 成为您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简单的一次性包装

出门随身携带

VELTASSA 为一次性包装粉末，与
1/3 杯的水混合后饮用。在某小型研
究中，大多数人发现 VELTASSA 没有
Single-use packets
任何味道和气味。

尽管应该冷藏 VELTASSA，您可以将
其储存冰箱外的室温下最多
Take
it on the go
3 个月。
这意味着您可以旅行或远离
冰箱，仍可以继续接受治疗。

设置闹铃

制定时间日程表

记便条

将手机或时钟作为提醒物。
Set an alarm

每天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服
用 VELTASSA。

在你看到的地方设置提
醒。

Choose a time and
place

VELTASSA 为类白色至淡棕色粉末。与水混合时，VELTASSA 可能会变色会变色。

重要安全信息（续）

Set goals

领药

标记日历

寻求自动领药服务

向亲近的人寻求帮助
Get help from a

在日历上记下您的领药日期，
这很有帮助。

药剂师可设置一个自动每月更
Certain新提醒。
Medications

亲朋好友可以帮您记住。

If you stop taking
VELTASSA

loved one

VELTASSA 可能的副作用是什么？
（续）
告知医生困扰您的或未去除的副作用。
这些是 VELTASSA 可能具有的副作用。致电医生，获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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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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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考本手册中的其他重要安全信息。完整处方信息请参考网站 www.VELTAS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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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免费低钾食谱

存储 VELTASSA

在 VELTASSA.com/recipes
浏览并打印健康食谱

保存在冰箱内
存放 VELTASSA 的冰箱温度应该介于36°F 至 46°F （即 2°C 到 8°C）。

不冷藏可保存最多 3 个月
VELTASSA 可保存在室温下，即 73°F 至 81°F （23°C 至 27°C）最多 3 个
月。VELTASSA 从冰箱取出后必须在 3 个月内使用完毕。包装上印刷的到日期后切
勿再使用 VELTASSA。

避免高温
切勿将 VELTASSA 暴露在超过 104°F (40°C) 下。

附加资源
若要了解高钾和肾脏问题的更多信息，请咨询医生、联系以下组织或访问它们的网站：

国家肾脏基金会

美国肾脏基金会

美国肾病患者协会

1-800-622-9010
www.kidney.org

1-800-638-8299
www.kidneyfund.org

1-800-749-AAKP
www.aakp.org

Relypsa, Inc. 与这些组织并无关联。单独提供独立组织的名单，仅供您参考。

请参考本手册中的其他重要安全信息。完整处方信息请参考网站 www.VELTAS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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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信息（续）
这里提供的风险信息并不全面，也不能代替与您的医生谈论您的医疗状况或治疗。要了解更
多关于 VELTASSA 的信息，请与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或药剂师交谈。参阅完整的处方信
息，请访问网站：www.VELTAS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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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信息
哪些人不应该服用 VELTASSA？
如果您对 VELTASSA 或其任何成分过敏， 切勿服用它。
我在服用 VELTASSA 前应该告知我的医生什么内容？
服用 VELTASSA 前，告知医生有关您的所有医疗状况，包括是否：

VELTASSA 可能具有的副作用是什么？
VELTASSA 可能造成严重的副作用，包括：
• 血液中镁含量较低（低镁症）。 服用 VELTASSA 时，会出现血液中镁含量较
低情况。使用 VELTASSA 治疗期间，医生会检查您的血液中的镁的水平，会开
具镁补充剂。

• 直肠手术后直肠存在问题

VELTASSA 最常见的副作用包括： 便秘、低镁症、腹泻、恶心、胃部（腹部）不适和
排气。

了解服用的药物保存一份药物清单，在收到新药时出示给医生和药剂师。告知医生您服
用的所有药物， 包括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维生素、草药补充品。

告知医生困扰您的或未去除的副作用。这些是 VELTASSA 可能具有的副作用。您可
以拨打 1-800-FDA-1088 向 FDA 报告副作用。

• 有排便问题，包括是否便秘、肠阻塞（堵塞）或大便干硬，无法排出直肠（嵌塞）

本文件中提供的风险信息并不全面，您必须咨询医生，了解您的医疗状况或治疗方
案。 若要了解有关 VELTASSA 更多内容，请咨询您的保健服务提供者或药剂师。

请访问 www.VELTASSA.com, 了解完整处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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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参见 VELTASSA.com
或者致电 1-844-870-7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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