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BAQSIMI保存在热缩包装管内，使用时取出。

用于低血糖紧急情况

使用 BAQSIMI
如果您患有糖尿病，且正在服用胰岛素，
那么您可以为低血糖紧急情况准备应急预案
（严重低血糖）。
了解更多关于低血糖紧急情况和
BAQSIMI。

BAQSIMI® 是一种用于治疗严重低血糖的药物。
这种情况也被称为严重低血糖反应。 主要针对服
用胰岛素治疗糖尿病的成年人和4岁及以上的儿
童。 当一个人无法摄入糖时可使用该产品。

低血糖紧急情况随时随地都有可能
发生
比如，当您少吃一餐、健身过度、饮食摄入量不足以平衡
所服用的胰岛素，甚至在夜晚入睡时，都有可能发生这种
情况。

何时使用 BAQSIMI?
•	
当您处于低血糖紧急情况，且无法进食，需要其他人协助
时，可使用 BAQSIMI。
•	
让您周围的人了解低血糖的可能症状尤为重要，这样他
们便可随时提供帮助。

BAQSIMI 是一种干燥鼻粉剂，您周边的人可在您处于低
血糖紧急情况下使用。

• 告诉您的家人、朋友或同事 BAQSIMI 的存放位置，并解
释它的使用方法。 在您有需要之前，他们需要了解如何
使用 BAQSIMI。

什么是 BAQSIMI?

• 每次使用 BAQSIMI 后，请通知您的医生。 您的医生可能
需要调整您的糖尿病药物剂量。

• BAQSIM 是一种经鼻用胰高血糖素粉末剂。
配方发明源自加拿大

可能的低血糖症状包括：

• 与
 注射用胰高血糖素不同的是，BAQSIMI 不需要混合
或称量，可以随时使用。
•	BAQSIMI 无需吸入。

情绪波动

头晕

思考与说话困难

颤抖或出汗

身体不协调

抽搐或失去知觉

• B
 AQSIMI 可在患者低血糖、无法进食，甚至昏迷状态
下使用。
•	
如果您感冒了或正在服用感冒药，您也可以使用
BAQSIMI。
•	BAQSIMI 无需冷藏保存。 最高储存温度可达
30oC（86oF）。
•	
使用前请勿拆封热缩包装。

如何使用 BAQSIMI？

给药：

使用前请阅读 BAQSIMI 患者用药信息。

•	
用食指中指和大拇指配合夹住装置
•	
在将喷头插入鼻腔前，请勿推动柱塞。 否则，将会浪费
装置内唯一的一剂药物

告诉您的家人、朋友或同事 BAQSIMI
的存放位置，并解释它的使用方法。
在您有需要之前，他们需要了解如何使
用 BAQSIMI。

!

•	
将装置的喷头轻轻插入一侧鼻孔，直至手指触碰到鼻子
的外侧

使用前请勿拆封热缩包装

•	
使用前请勿测试装置，因为每个包装中仅含有一剂胰高
血糖素，且仅可使用一次
•	
BAQSIMI 只可经鼻用

准备步骤：
•	
撕拉红色条带以拆封热缩包装
•	
打开瓶盖，将装置从管中取出

•	
将柱塞完全推入

•	
使用前请勿测试

直到柱塞上的绿线完全看不见时，说明给药已完成

注意： 在准备好用药之前，请勿按压柱塞

将 BAQSIMI 保存在热缩包装管内，使用时取出。 如果
管被拆封，BAQSIMI 有可能受潮。 这会导致它无法正
常使用。

访问BAQSIMI.ca官网，观看如何正确使用

使用前请保证管处于密封状态。

给药后：
取出喷头，并将使用过的装置与管子扔掉。
立即寻求医疗帮助。
如果低血糖患者昏迷不醒，请翻转其身体。

BAQSIMI 基本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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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前请保证管处于密封状态。 BAQSIMI一旦受潮，可
使
能无法正常使用

•	
每支 BAQSIMI 装置内含一剂（3毫克）胰高血糖素鼻用
粉末，且仅可使用一次

如果患者出现了严重的 BAQSIMI 过敏反应，请立即前往
就医，例如出现：

•	
BAQSIMI 只可经鼻用

•	
皮疹

•	
请记得告诉身边的人您存放 BAQSIMI 的位置

•	
BAQSIMI 在过保质期后不可使用

•	
呼吸困难
•	
面部肿胀，包括嘴唇、舌头、喉咙肿胀
患者通常在15分钟内出现反应。 鼓励患者在能够安全吞
咽的情况下尽快进食。 给患者补充快速升糖食物，如果汁
或普通的苏打水。 然后给患者服用长效升糖食物，如饼
干、奶酪或含肉三明治。

注意： 请立即更换使用过的BAQSIMI，这样可
保证您拥有一个全新的BAQSIMI以防万一。

随身携带 BAQSIMI，并在您常到的场所备用 - 比如
家中、单位或学校

请记得阅读您的 BAQSIMI 处
方说明。 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BAQSIMI.ca 官网

一起了解 BAQ！

在您的手机锁屏上添加您的医疗 ID

访问 BAQSIMI.ca 官网，获取更多有用的工具与资源

对于 iPhones 用户
1.	在您的手机上打开“健康应用”
（Health app）

学习如何使用 BAQSIMI
观看该视频，教您如何使用 BAQSIMI

到期提醒
在 BAQSIMI.ca 官网上设置到期提醒，当您的
BAQSIMI 即将到期时，它会自动通知您

工具和资源
下载有用的 BAQSIMI 工具和资源

2.	点击“医疗ID选项卡”，然后点击“编辑”
3. 输入您希望人们在紧急情况下获悉的医疗信息
4.	滑动屏幕顶部的“锁定时显示”切换按钮，使其变为绿色
5.	点击“完成”
对于 Android 用户
1.	打开应用程序设置
2.	点击“关于手机”，然后点击“紧急信息”
a.	如果您未找到“紧急信息”，返回并点击“用户和账户”，
然后点击“紧急信息”

常见问题

3.	输入您希望人们在紧急情况下获悉的医疗信息

有任何疑问？ 查询常见问题！

4.	点击“保存”
现在，只需将锁定屏幕向上滑动，并点击“紧急情况”，即可
轻松访问您的医疗信息。

点击或 扫描以上二维码进入BAQSIMI.ca 官网

严重警告与预防：
BAQSIMI 只能在无法吞咽糖（如糖果或橙汁）的情况下使用。
BAQSIMI 给药后，请立即寻求医疗帮助。 BAQSIMI 给药后，患者
通常在15分钟内出现反应。 等待医疗救助；他们可能需要通过静
脉给患者注射葡萄糖（静脉注射）。 在患者出现反应后，尽快让他
们在安全的地方进食。
如果肝脏中的葡萄糖储备不足，那么 BAQSIMI 也无济于事。 在这
种情况下，必须通过静脉注射补充葡萄糖。 如果患者有以下情形，
那么上述情况可能发生；
• 长时间未进食
•	
患有抑制肾上腺分泌足够激素的疾病（又称肾上腺机能不全）
•	
慢性低血糖
什么人不建议使用 BAQSIMI？
•	
对胰高血糖素或 BAQSIMI 其他成分过敏者
•	嗜铬细胞瘤患者，即肾脏顶部的一个或两个腺体（肾上腺）患有
肿瘤

胰高血糖素鼻粉剂 3毫克

严重低血糖？ 经
鼻喷入！

•	胰腺肿瘤（又称为胰岛瘤）患者
BAQSIMI 可能的副作用有哪些？
在您使用 BAQSIMI 后，这些并非可能出现的全部副作用。 如果您
出现了任何未列出的副作用，请联系您的医护专业人员。
•
恶心、呕吐、腹痛或不适
•	
上呼吸道刺激，包括打喷嚏、流鼻涕、鼻塞、流鼻血或不适感、咳
嗽、喉咙痛
•	
头痛、虚弱、疲劳、嗜睡
•	
眼睛流泪、发红或发痒
•	
耳部、面部或颈部疼痛
•	
味觉或嗅觉改变
•	
注意力不集中、困惑、焦虑
•	
皮肤发痒、排汗增加
•	
心率增加、血压上升
如果出现以下副作用，请停止使用 BAQSIMI，并立即前往就医：
过敏反应（过敏症状）： 喘息或呼吸或吞咽困难。 出汗、皮疹、荨
麻疹、面部以及嘴唇、舌头、喉咙肿胀。 心跳加速、晕倒或低血压。

配方发明源自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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