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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
我服用
LUMAKRAS®
LUMAKRAS® 不适用于儿童。

首个每日一次的口服治疗药物1
适用于患有非小细胞肺癌 (NSCLC) 且已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或无法通过手术切除，
肿瘤为 KRAS G12C 阳性，且接受过至少一种既往治疗的患者。2
非化疗1
什么是 LUMAKRAS®?
LUMAKRAS® 是一种处方药，用于治疗以下非小细胞肺癌（NSCLC）成人患者：
• 已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或无法通过手术切除，以及
• 肿瘤有异常的 KRAS G12C 基因，以及
• 既往接受过至少一种癌症治疗的患者。
您的医务人员将进行检测，以确保 LUMAKRAS® 适合您。
尚不清楚 LUMAKRAS® 对儿童是否安全有效。
重要安全性信息
在服用 LUMAKRAS® 之前，我应该告诉我的医务人员什么?
• 在服用 LUMAKRAS® 之前，请告知您的医务人员您的所有身体状况，包括您是否：
o 有肝脏问题
o 有肺癌以外的肺部或呼吸问题
o 正怀孕中或打算怀孕。LUMAKRAS® 治疗对未出生的孩子是否有害尚且未知。
o 正在母乳喂养或计划母乳喂养。尚不清楚 LUMAKRAS® 是否会进入您的母乳。在使用 LUMAKRAS®
治疗期间和最后一次剂量后 1 周内不要进行母乳喂养。
• 告诉您的医务人员您服用的所有药物，包括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维生素、膳食和 草药补充剂。
LUMAKRAS® 可影响某些其他药物的作用方式，而某些其他药物可影响 LUMAKRAS® 的作用方式。
• 尤
 其是，如果您在接受 LUMAKRAS® 治疗期间服用抗酸药物，包括质子泵抑制剂 (PPI) 或 H2 阻滞
剂，请告诉您的医务人员。
如果您不确定，请咨询您的医务人员。

请参见重要安全性信息全文和第 14 页上完整的重要安全性信息。
点击此处查看完整的处方信息和患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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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KRAS?
KRAS

KRAS 是我们体内都有的
一种蛋白质。人体细胞、
组织和器官的结构和功
能需要蛋白质。3

打开

KRAS 蛋白的作用就像关，
可传递信息，告诉细胞何时生
长和何时停止生长。4

关闭

什么是 KRAS G12C?
KRAS G12C 是 KRAS
蛋白的突变。
有时蛋白质会突变（改变）
并且功能异常。4

KRAS G12C 见于

KRAS G12C 导致开关
卡在“打开”位置，从而
导致细胞持续、不可控地
生长，从而形成肿瘤。5

1 8
/

NSCLC 患者6

重要安全性信息（续）
LUMAKRAS®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副作用，包括：
• 肝脏问题：LUMAKRAS® 可能导致肝脏血液检测结果异常。您的医务人员应在开始使用 LUMAKRAS®
之前和治疗期间进行血液检查，以检查您的肝功能。如果您出现肝脏问题的任何体征或症状，
包括：您的皮肤或眼白变黄（黄疸）、尿液颜色变深或变“茶色”、大便（排便）颜色变浅、疲倦或虚
弱、恶心或呕吐、出血或瘀伤、食欲不振、右侧胃区（腹部）疼痛、酸痛或压痛，请立即告诉您的
医务人员。

请参见重要安全性信息全文和第 14 页上完整的重要安全性信息。
点击此处查看完整的处方信息和患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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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知道我是否有 KRAS G12C?
了解您是否有 KRAS G12C 的唯一方法是要求您的医生进行生物标志物检测。7 生物标志物是
您体内的分子，可告诉您的医生您可能患哪种 NSCLC。8

最常见的 NSCLC
生物标志物之一是
KRAS G12C。
每 8 名 NSCLC 患者
中有 1 名有 KRAS G12C。6

G12C

如果您有 KRAS G12C 生物标
志物，这可能意味
着有一种专门针对您所患肺癌类型
的靶向治疗方案。2

我的医生将如何检测 KRAS G12C?
• 您
 的医生可通过活检检测您的 KRAS G12C 生物标志物1
• 活检可通过使用来自肿瘤的组织（组织活检）或血液检查（液体活检）进行1
• 您的医生将确定哪种检查适合您1

询问您的医生您是否接受过生物标志物检测。
2
如果您的 KRAS G12C 检测结果为阳性，LUMAKRAS® 可能是一个治疗选择。

重要安全性信息（续）
LUMAKRAS®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副作用，包括：
• 肺部或呼吸问题：LUMAKRAS® 可能导致肺部炎症，进而导致死亡。如果您出现新发的或恶化的呼
吸短促、咳嗽或发热，请立即告诉您的医务人员或寻求紧急医疗帮助。
• 如果您出现副作用，您的医务人员可能会改变您的剂量、暂时停止或永久停止 LUMAKRAS® 治疗。

请参见重要安全性信息全文和第 14 页上完整的重要安全性信息。
点击此处查看完整的处方信息和患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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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AKRAS® 不适用于儿童。

LUMAKRAS® 如何发挥作用
• LUMAKRAS® 专门用于带有 KRAS G12C 突变的肿瘤2
• 在
 有这种 KRAS 突变的肿瘤中，该蛋白大多保持在“打开” 位
置，细胞被持续强制生长5
• LUMAKRAS® 靶定突变的 KRAS 蛋白，并将其锁定在“关闭” 位
置。这可能会阻止肿瘤细胞生长1

如果您的癌症为 KRAS G12C 阳性，且曾接受过化疗或免
疫疗法等既往治疗，请询问您的医生
1
LUMAKRAS® 是否有帮助。
重要安全性信息（续）
最常见的副作用
• LUMAKRAS® 最常见的副作用包括腹泻、肌肉疼痛或骨痛、恶心、疲倦、肝脏问题、咳嗽、肝功能检
查变化和某些血液检查变化。
• 这些并不是 LUMAKRAS® 的所有可能的副作用。致电您的医生，寻求关于副作用的医疗建议 。

请参见重要安全性信息全文和第 14 页上完整的重要安全性信息。
点击此处查看完整的处方信息和患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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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服用 LUMAKRAS®

每日
1次

口服 LUMAKRAS®，每日一次，随餐或不随餐服用。2

LUMAKRAS® 的推荐剂量为 960 毫克（8 片 120
1，2
毫克片剂）
，每日一次。
• 请
 严格按照您的医务人员告诉您的服用方式服用
LUMAKRAS®。请勿改变您的剂量或停止服用 LUMAKRAS®，
除非您的医务人员让您这么做
• 每天服用 1 次 LUMAKRAS®，每天在大约同一时间服用

整片吞服 LUMAKRAS® 片剂。请勿咀嚼、碾碎或掰开药
片。如果您无法吞服整片 LUMAKRAS® 片剂2：
• 将
 每日剂量的 LUMAKRAS® 放入 4 盎司（120 毫升）的非碳酸
常温水中，不要碾碎药片。请勿使用任何其他液体
• 搅
 拌药片，直至药片溶成小碎片（药片不会完全溶解）。混合物
的颜色可能为淡黄色至亮黄色
• 在
 配制后立即或 2 小时内饮用 LUMAKRAS® 和水混合物。请
勿咀嚼药片的碎片
• 用
 额外的 4 盎司（120 毫升）水清洗玻璃杯，并喝下，以确保您
已服用全剂量的 LUMAKRAS®
• 如果不立即饮用混合物，请在饮用前再次搅拌混合物
重要安全性信息（续）
在服用 LUMAKRAS® 之前，我应该告诉我的医务人员什么?
• 在服用 LUMAKRAS® 之前，请告知您的医务人员您的所有身体状况，包括您是否：
o 有肝脏问题
o 有肺癌以外的肺部或呼吸问题
o 正怀孕中或打算怀孕。LUMAKRAS® 治疗对未出生的孩子是否有害尚且未知。
o 正在母乳喂养或计划母乳喂养。尚不清楚 LUMAKRAS® 是否会进
入您的母乳。在使用 LUMAKRAS® 治
疗期间和最后一次剂量后 1 周内不要进行母乳喂养。
请参见重要安全性信息全文和第 14 页上完整的重要安全性信息。
点击此处查看完整的处方信息和患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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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情况中我该怎么做……
我忘记服用或无法在
平常时间服用
LUMAKRAS®?

如果您漏服一剂 LUMAKRAS®，请在记起后尽快服用。如果已
超过 6 小时，请勿服药。在第二天的预定时间服用您的下一剂
药物。请勿一次服用 2 剂药物以弥补漏服的剂量。2

我在服用
LUMAKRAS® 不久
后呕吐?

如果您在服用一剂 LUMAKRAS® 后呕吐，请勿服用额
外剂量。在第二天的预定时间服用您的下一剂药物。2

我服用抗酸药?

如果您服用抗酸药（例如 Tums®）
，那么请在抗酸药
给药前 4 小时或给药后 10 小时服用 LUMAKRAS。如果您正
在使用 PPI 或 H2 阻滞剂，请咨询您的医务人员。2

医生为我开具了其
他药物处方?

在服用 LUMAKRAS® 之前，请告诉您的医务人员您服用
的所有药物，包括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维生素、膳食和草药
补充剂。LUMAKRAS® 可影响某些其他药物的作用方式，而某
些其他药物可影响 LUMAKRAS® 的作用方式。2

重要安全性信息（续）
在服用 LUMAKRAS® 之前，我应该告诉我的医务人员什么?
• 告诉您的医务人员您服用的所有药物，包括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维生素、膳食和草药补充剂。
LUMAKRAS® 可影响某些其他药物的作用方式，而某些其他药物可影响 LUMAKRAS® 的作用方式。
• 尤其是，如果您在接受 LUMAKRAS® 治疗期间服用抗酸药物，包括质子泵抑制剂 (PPI) 或
H2 阻滞 剂，请告诉您的医务人员。如果您不确定，请咨询您的
医务人员。

请参见重要安全性信息全文和第 14 页上完整的重要安全性信息。
点击此处查看完整的处方信息和患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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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AKRAS® 有哪些严重副作用?
如果您在服用 LUMAKRAS® 期间出现任何这些症状，应立即致电您的医务人员。
LUMAKRAS®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副作用，包括2：
• 肝
 脏问题： LUMAKRAS® 可能导致肝脏血液检测结果异常。您的医务人员应在开始使用
LUMAKRAS® 之前和治疗期间进行血液检查，以检查您的肝功能。
o 如果您出现肝脏问题的任何体征或症状，包括：您的皮肤或眼白变黄（黄疸）、尿液颜色
变深或变“茶色”、大便（排便）颜色变浅、疲倦或虚弱、恶心或呕吐、出血或瘀伤、食
欲不振、右侧肚子（腹部）疼痛、酸痛或压痛，请立即告诉您的医务人员
• 肺
 部或呼吸问题：LUMAKRAS® 可能导致肺部炎症，进而导致死亡。如果您出现新发或恶化的
呼吸短促、咳嗽或发热，请立即告诉您的医务人员或寻求紧急医疗帮助

请参见重要安全性信息全文和第 14 页上完整的重要安全性信息。
点击此处查看完整的处方信息和患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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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AKRAS® 可能有哪些常见副作用?
服用任何药物时，务必注意您可能出现的任何副作用。
如果您发现任何副作用，请立即与您的医务人员讨论，以便他们能够
做出关于进一步治疗的适当决定。2 请阅读下文，了解最常见副作用的提示列表。

腹泻2,9

• 饮用大量水和其他清澈的液体，以保持自己身体水分充足
• 避免摄入乳制品、辛辣食物、酒精和咖啡因

肌肉疼痛或
骨痛2,10

• 记录疼痛开始的位置、持续时间、感觉好转的原因、感觉恶化的原因，
以及它如何影响您的日常生活
• 与您的医务人员讨论疼痛问题将帮助他们确定适当的管理计划

恶心

• 少食多餐
• 不要吃油炸、油腻、辛辣或甜的食物
• 饮用澄清液体和冰镇饮料

疲倦2,12

• 合理安排全天的琐事和任务，以节省精力
• 向朋友和家人寻求帮助
• 尝试进行您喜欢的轻度体力活动

肝脏问题2

请参阅第 8 页，了解肝脏问题的体征和症状。
您的医务人员应在开始使用 LUMAKRAS® 之前和治疗期间进行血液检
查，以检查您的肝功能。

咳嗽2,13

• 注意您咳嗽的频率和时间
• 跟踪您的咳嗽情况可以帮助您的医务人员确定适当的治
疗方案

2,11

肝功能检查变化和
某些其他血液检查
变化2

请务必向您的医务人员询问您的肝功能结果和其他常规血液检查结果。

这些并不是 LUMAKRAS® 的所有可能的副作用。
致电您的医生，寻求有关副作用的医疗建议。
请参见重要安全性信息全文和第 14 页上完整的重要安全性信息。
点击此处查看完整的处方信息和患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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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您设计的支持方案

AMGEN NURSE NAVIGATORS*
您的单一联系点可以帮助您找到对您而言最重要的资源†。我们在此
为您提供以下帮助：
• 了解如何获得 LUMAKRAS®
• 回答关于支付 LUMAKRAS® 费用的问题
• 帮助您了解您的保险承保范围
• 回答您的用药问题
• 使您与支持服务建立联系

了解更多
*Amgen Nurse Navigators 仅适用于向其开具某些产品处方的患者。Nurse Navigators 旨在支持您的治疗计划但不取代它们，并且不提供医疗建议、
护理或病例管理服务。对于医疗决策
或治疗问题，患者应始终咨询其医务人员。
†
资源包括转介至独立、非营利性患者援助计划。获得独立、非营利性患者援助计划提供的资源的资格基于非营利性组织制定的标准。
Amgen 对这些计划无控制权，在此仅出于善意提供此等转介。

想与我们聊天? 1-888-4ASSIST (1-888-427-7478)
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 至晚上 8:00（美国东部标准时间）
与我们建立联系
www.amgenassist360.com/patient

请参见重要安全性信息全文和第 14 页上完整的重要安全性信息。
点击此处查看完整的处方信息和患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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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哪些财务支持选项?
商业保险

Amgen FIRST STEP™ 计划
可以帮助符合资格且有商业保险的患者满
足他们的免赔额、共同保险或共付额要
*
求。
• $0 首剂自付额
• 对于后续剂量，自付额仅 $5
• 无收入资格要求
Amgen FIRST STEP™ 计划预付费 MasterCard®由 Comerica Bank 根据
MasterCard International Incorporated 的许可签发。无需现金或
ATM 接入。MasterCard 是 MasterCard International Incorporated
的注册商标。此卡只能
用于在接受 MasterCard 借记卡的参与商户地点支付计划承保的，
符合资格的处方共付额。
*适用条款、条件和计划的最大额度。本计划不向任何联邦、州或政府资助的医疗保健计划下接受处方报
销的患者开放。法律禁止的情况下无效。

政府保险
（例如 Medicare）

Amgen Assist 360™ 可将您转介到独立、非营利性患者援助计划，该计
划可以帮助支付您的 LUMAKRAS® 共付费用。†
计划资格基于非营利性组织制定的标准。Amgen 对这些计划
无控制权，在此仅出于善意提供此等转介。

† 

未参保或保额不足
Amgen Safety Net Foundation 是由 Amgen 赞助的非营利性患
者援助计划，旨在帮助符合资格的患者免费获得 Amgen 药物。
www.amgensafetynetfoundation.com
了解更多

请参见重要安全性信息全文和第 14 页上完整的重要安全性信息。
点击此处查看完整的处方信息和患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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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在哪里获得 LUMAKRAS®?
有多种方式可获得 LUMAKRAS® 治疗。 请与您的医
务人员讨论您的选项。
LUMAKRAS® 可通过专业药房获得。您的医务人员可以帮助您找
到与您的保险合作的专业药房。
与专业药房合作。
一旦您的保险承保范围得到验证，专业药房将与您联系，
以设置您的处方
交付方案。

专业药房提供方可能能够帮助您：

填写您的处方
并协调上门交付

将您与
其他支持服务建立联系

帮助您浏览
您的保险承保范围

$

请参见重要安全性信息全文和第 14 页上完整的重要安全性信息。
点击此处查看完整的处方信息和患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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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并不孤单
KRAS G12C 社区随时为您服务。有许多肺癌组织和患者社区可以为您提供有用的信息，并为您
和您的看护者提供急需的支持。我们列举了一些独立、非营利组织的例子，这些组织可能能够帮助
NSCLC 患者。

844-360-5864
www.lungevity.org

800-298-2436
www.go2foundation.org

888-793-9355
www.cancersupportcommunity.org

980-339-5225
www.kraskickers.org

与患者社区联系，以帮助了解最新情况并获得
支持。

以上是可能提供有用信息和资源的独立、非营利组织的示例。Amgen 对这些计划无控制权，
在此仅出于善意提供此等信息。

请参见重要安全性信息全文和第 14 页上完整的重要安全性信息。
点击此处查看完整的处方信息和患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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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您可以使用此空白处写下您想与您的医生讨论的问题，或其他重要信息。

参考文献：1. LUMAKRAS® (sotorasib) Prescribing Information. Thousand Oaks, CA: Amgen 2021. 2. LUMAKRAS® (sotorasib) Patient Information.
Thousand Oaks, CA: Amgen 2021. 3. NIH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website. https:// www.cancer.gov/publications/dictionaries/cancer-terms. Accessed
December 16, 2020. 4. Ryan MB, Corcoran RB. Nat Rev Clin Oncol. 2018. Vol.15. 5. Hong DS, Fakih MG, Strickler JH, et. al. N Engl J Med. 2020.
6. Data on file, Amgen; [Analysis of AACR Genie v8]. 7. Kalemkerian GP, Narula N. Kennedy EB, et al. J Clin Oncol. Vol. 36. 2018. 8. Pakkala S,
Ramalingam S. JCI Insight. 2018. 9. Cancer.org. https://www.cancer.org/treatment/treatments-andsideeffects/physical-side-effects/stool-or-urinechanges/diarrhea.html. Accessed December 17, 2020. 10. Cancer.org. https://www.cancer.org/treatment/treatments-and-sideeffects/physical-sideeffects/pain/pain.html. Accessed May 17, 2021. 11. Cancer.org. https://www.cancer.org/treatment/treatments-and-sideeffects/physical-side-effects/
nausea-andvomiting/nausea-and-vomiting.html. Accessed December 17, 2020. 12. Cancer.org. https://www.cancer.org/treatment/treatments-andsideeffects/physical-side-effects/fatigue/managing-cancer-related-fatigue.html. Accessed December 17, 2020.13. Cancer.net. https://www.cancer.net/
coping-with-cancer/physical-emotional-and-socialeffects-cancer/managing-physical-side-effects/cough. Accessed May 5, 2021.

请参见重要安全性信息全文和第 14 页上完整的重要安全性信息。
点击此处查看完整的处方信息和患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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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用 LUMAKRAS® 之前，我应该告诉我的医务人员什么?
• 在服用 LUMAKRAS® 之前，请告知您的医务人员您的所有身体状况，包括您是否：
o 有肝脏问题
o 有肺癌以外的肺部或呼吸问题
o 正怀孕中或打算怀孕。LUMAKRAS® 治疗对未出生的孩子是否有害尚且未知。
o 正在母乳喂养或计划母乳喂养。尚不清楚 LUMAKRAS® 是否会进入您的母乳。在使用 LUMAKRAS®
治疗期间和最后一次剂量后 1 周内不要进行母乳喂养。
• 告诉您的医务人员您服用的所有药物，包括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维生素、膳食和草药补充剂。
LUMAKRAS® 可影响某些其他药物的作用方式，而某些其他药物可影响 LUMAKRAS® 的作用方式。
• 尤
 其是，如果您在接受 LUMAKRAS® 治疗期间服用抗酸药物，包括质子泵抑制剂 (PPI) 或 H2
阻滞剂，请告诉您的医务人员。如果您不确定，请咨询您的医务人员。
LUMAKRAS®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副作用，包括：
• 肝
 脏问题：LUMAKRAS® 可能导致肝脏血液检测结果异常。您的医务人员应在开始使用 LUMAKRAS®
之前和治疗期间进行血液检查，以检查您的肝功能。如果您出现肝脏问题的任何体征或症状，包
括：您的皮肤或眼白变黄（黄疸）、尿液颜色变深或变“茶色”、大便（排便）
颜色变浅、疲倦或虚弱、恶心或呕吐、出血或瘀伤、食欲不振、右侧肚子（腹部）疼痛、
酸痛或压痛，请立即告诉您的医务人员。
• 肺部或呼吸问题：LUMAKRAS® 可能导致肺部炎症，进而导致死亡。如果您出现新发的或恶化的
呼吸短促、咳嗽或发热，请立即告诉您的医务人员或寻求紧急医疗帮助。
• 如果您出现副作用，您的医务人员可能会改变您的剂量、暂时停止或永久停止 LUMAKRAS® 治疗。
最常见的副作用
• L UMAKRAS® 最常见的副作用包括腹泻、肌肉疼痛或骨痛、恶心、
疲倦、肝脏问题、咳嗽、肝功能检查变化和某些血液检查变化。
• 这些并不是 LUMAKRAS® 的所有可能的副作用。致电您的医生，
寻求有关副作用的医疗建议。
请参阅 LUMAKRAS® 患者信息。

分发者：Amgen Inc.
© 2022 Amgen Inc. 保留所有权利。Thousand Oaks.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LUMAKRAS.com
或致电 1-800-77-AMGEN (1-800-772-6436)。
06/2022 USA-510-8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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