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伴®经典-微调笔结构部件                                                           注射针头
（单独销售）

仅适合与优泌乐®或优泌林®3mL胰岛素笔芯（100IU/mL）配合使用。
您的优伴®经典-微调笔可能与图例颜色不同，但工作原理相同。

优伴®经典-微调笔为方便使用而设计。一支3mL的注射用笔芯（100IU/mL）,可以注射从0.5～30单位剂量范围内的优泌乐®或优泌林®。
您每次可以调节的最小剂量为半个（1/2）单位。如果您设定了过多剂量，可以更正剂量而不影响胰岛素的设定值。

在使用之前请详尽阅读本手册并仔细遵照说明操作。未按说明使用会导致胰岛素剂量过多或过少。不要与他人共用注射笔或针头，
因为这种行为会提高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如果您的优伴®经典-微调笔折断或破损，请勿使用，请与礼来公司售后服务中心或您的专
业保健医生联系更换。

安装胰岛素笔芯

注射的剂量

维护和贮藏 更换

注射准备  每次注射前

注意事项
• 	您的专业保健医生会下处方为您选择最合适的胰岛素剂型。

胰岛素的任何改变都要在医师的指导下进行。
• 	优伴®经典-微调笔仅适合与优泌乐®或优泌林®3mL胰岛素笔芯（100IU/mL）配合使用。
•  不要使用其它品牌的胰岛素笔芯。
• 按照优泌乐®或优泌林®3mL胰岛素笔芯的说明使用。
• 	每次注射前都应阅读笔芯的标签并确认是否装配了正确的胰岛素剂型：优泌乐®

或优泌林®3mL胰岛素笔芯。
• 笔的颜色不代表胰岛素的剂型。
• 	建议盲人或有视力障碍的使用者须在经过培训的视力正常人员的帮助下使用，否则请勿

使用。
• 	请常备一套备用的胰岛素注射笔或注射器，以防备本注射笔损坏或丢失。
• 	笔芯架上标注有数字用以估计胰岛素笔芯中剩余胰岛素的大致数量。不要根据笔芯架上

的数字设定胰岛素剂量。
• 	有关优伴®经典-微调笔和优泌乐®或优泌林®胰岛素的详细信息，请拨打全国免费咨询电

话：8008205078。

关于安装胰岛素笔芯的常见问题

1. 为什么在笔芯架没安装好时螺旋杆不向前移动？
	只有笔芯架完全安装好时，推动注射按钮螺旋杆才能向前移动。产品的这一特性使
您在更换笔芯时能够轻松地将螺旋杆推入笔内。一旦装入笔芯，推动注射按钮螺旋
杆即能移动。

2. 如果笔芯支架不能装入注射笔该怎么办？
	检查胰岛素笔芯是否完全装入笔芯架。然后小心地使笔芯架与笔身成一条直线，旋转
注射笔和笔芯架将其锁定。

注意事项
• 您必须按下注射按钮以使药物注射进体内。
• 旋转剂量调节栓时您并没有将胰岛素注入体内。
• 注射过程中不要试图改变剂量。

注射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1. 注射时，为什么很难按下注射按钮？

- 针头可能堵塞。需要换新的针头，并重新进行注射准备。
- 按下速度过快可能会导致按下困难。慢慢按按钮会更容易。
- 	使用大规格针头会使按下按钮更容易。请您的专业保健医生决定多大规格的针头最适
合您。

如果上述方法未能解决问题，请更换注射笔。
  如果胰岛素、食物、饮料或其它物质污染注射笔，会使注射按钮难于按下。按照 

维护和贮藏的说明使用可避免发生这种情况。

2. 在注射药液时，为什么剂量调节栓不变为“零”？
	这可能由于在笔芯中没有足够的胰岛素满足注射剂量。剂量窗显示的数字就是您
缺少的剂量。为补足缺失的剂量，取下针头，更换胰岛素笔芯，安装新针头和进行
注射准备。然后将剂量调至尚未注射的剂量并仅注射这些剂量。

• 每次使用后都要取下针头，不得带针头贮藏注射笔。
• 避免潮湿、灰尘、过冷过热和日光直射。
• 不要在冰箱中贮藏注射笔。
• 用潮湿的抹布擦拭笔帽、笔身和笔盒以进行清洁。
• 	不要使用酒精、双氧水或漂白剂清洁笔身和剂量窗口，不要将笔浸入液体，不要使用油

或其他润滑剂，以免损坏注射笔。
• 关于胰岛素贮存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胰岛素笔芯说明书。

优伴®经典-微调笔在首次开始使用后可以用3年。请将您首次使用注射笔
的日期记录在此： ____________ 年 _______ 月 ________ 日。使用三年后，
如果需要处方，可以与专业保健医生联系，或直接到药店购买新的优伴®

经典-微调笔。

如有任何问题，请与中国售后服务中心联系，或拨打全国免费咨询电话：8008205078

注意事项
• 	优伴®经典-微调笔适合使用Becton，Dickinson公司的胰岛素笔注射针头。
• 关于针头处理的相关说明以不违反当地、专业保健医生或法规规定为准。
• 	每次注射都使用新针头。这样可以确保无菌并防止渗漏，以利排出气泡、减少针头
堵塞。

常见问题
 1. 为什么每次注射前注意准备很重要？

 如果无注射准备，胰岛素的剂量可能会过多或过少。注射准备有助于保证注射笔
和针头的正常工作。进行过正确注射准备的注射笔，可以看见胰岛素呈线状流出
针头。您可能需要重复数次注射准备才能见到胰岛素呈线状流出。

 2. 为什么装入新笔芯后有时需要重复数次注射准备？
 在螺旋杆和笔芯的栓塞间可能存在缝隙。重复进行注射准备可使螺旋杆接触到笔
芯栓塞。一旦螺旋杆顶住笔芯栓塞，胰岛素即可呈线状流出。

- 重复注射准备步骤直到看见胰岛素呈线状流出。
- 如果反复几次仍未见胰岛素呈线状流出，见问题3。

3.  为什么必须进行注射准备直至看见胰岛素呈线状流出，而仅在针头上
看到一滴胰岛素时不能认为注射笔已准备好？

	进行注射准备时移动螺旋杆使其接触到笔芯栓塞，同时将空气赶出笔芯。
当您进行注射准备时：
- 	将注射针头安装到注射笔上时，您可能会看到一滴胰岛素在针尖上，这只说明针头安

装上并且未堵塞。您仍然必须进行注射准备。
- 	也可能您根本没看到胰岛素流出。这可能是因为螺旋杆向前移动中消除螺旋杆和笔芯

栓塞间的缝隙。
- 如果笔芯中有空气，胰岛素可能会断续喷出或滴出直至空气排出。
- 只有当胰岛素进行正确的注射准备后胰岛素才能呈线状射出。
- 	如果注射按钮很难按下，可能是针头堵塞。请更换新的针头。重复注射准备直至胰岛

素呈线状流出。

如果胰岛素仍然不能流出，则不要使用此笔。请与中国优伴售后服务中心或与您的专
业保健医生联系或更换新笔。

4. 如果笔芯内有气泡该怎么办？
注射准备可以消除空气。手持注射笔，将针头朝上，用手指轻轻敲打胰岛素笔芯架，气
泡将会聚集在上部。重复注射准备步骤直至看到胰岛素呈线状流出。注射准备完成后，
小气泡仍有可能留在笔芯内。如果您已经正确进行注射准备。这些小气泡不会影响胰岛
素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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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准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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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准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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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式胰岛素注射器
使用手册优伴®经典-微调笔



笔式胰岛素注射器
优伴®经典-微调笔

橡胶
封条

清洗双手，确认在注射
前准备好以下物品：
• 优伴®经典-微调笔
• 	优泌乐®或优泌林®3mL
胰岛素笔芯

• 新的注射笔针头
• 酒精棉

笔帽 笔身 注射按钮笔芯架 礼来3mL胰岛素笔芯
（单独销售）

笔芯
栓塞

螺旋杆 剂量窗口 剂量调节栓
内针套

外针套

纸签

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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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注射针头 （单独销售）

优伴®经典-微调笔结构部件
安装注射笔芯

注射准备

注射所需剂量

每次注射前 注意：如果没有进行注射准备，您可能注射过多或多少的胰岛素。

取下笔帽

取下纸签

调整您所需的剂量 注射您的剂量

如果您对优伴®经典-微调笔有任何疑问或问题，请联系礼来公司中国售后服务中心或您的专业保健医生寻求帮助。

优伴®经典-微调笔和礼来公司的3mL笔芯满足ISO 11608-1:2000 
现行的剂量准确度和功能要求。

生产厂：美国礼来公司 中国售后服务中心：

医疗器械注册证号：	
产品标准编号：						

优泌乐®，优泌林®，优伴®和优伴®经典-微调笔为礼来公司的注册商标。Copyright	©2007,	2010礼来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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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上针头外针套

盖上笔帽

5秒

调整至2个剂量 注射准备 未看到胰岛素流出，
则重复注射准备

去掉针套

插入笔芯 安装笔芯架 胰岛素检查 仅适用于混悬型胰岛素

轻轻滚动注射笔十次

来回上下颠倒注射笔十次，
使胰岛素混合均匀。

推回螺旋杆

注意：

注意：

将优泌乐®或优泌林®3mL胰
岛素笔芯的较小一端插入笔
芯架。

直线推进并旋转注射笔
身和笔芯架，将其锁定
在一起。

确定检查胰岛素的下列
项目：

• 剂型
• 有效期
• 外观

用酒精棉擦拭笔芯末端
的橡皮塞。

• 	在您得到注射笔时，螺旋
杆有可能在伸出状态，
也有可能在缩回状态。

• 	如果螺旋杆在伸出状态，
用注射笔芯将螺旋杆推
回。

安装前，检查笔芯确保其
未破裂或折断。

警示：如果笔芯架未完全
安装到位，螺旋杆将不能
移动，您将不能得到全部
的剂量。

警示：笔芯初次使用时常
需要进行几次注射准备。
如果多次注射准备后仍未
看到胰岛素流出，可能是
针头堵塞。

如果您推动注射按钮，
注射笔中有笔芯时螺旋
杆才会向前移动。

转动笔芯架

安装针头 敲打笔芯

径直对准笔芯架，
将针头旋紧在笔芯加上。

转动剂量调栓选择您所需
的剂量。

举例说明：图示为5½个
单位。

如果您的剂量设定过多，
您可以通过反向调节剂量
栓修正剂量。

插入针头。按照您的专业保健医生推荐
的注射技术操作。
如图所示，先将拇指放在注射按钮上。
然后缓慢稳定的推注直至注射按钮不
能再向前推进。

按住注射按钮5秒，然后拔出针头。

检查剂量窗口显示为“0”，表明您注射
了足够的药物。

在专业保健医生的
指导下，小心盖上
针头的外针套。

旋下套好外针套的针头，
在专业保健医生的指导
下将其丢弃。

取下针头内针套和外针套。

不要丢弃外针套以备取下针
头时使用。

推动注射按钮并保持5秒钟

看到胰岛素呈线状流出

如果您仅看到几滴胰岛素，
则注射准备未完成

调至2个
剂量单位

推动注射按钮 
直到看见胰岛 
素呈线状流出

轻敲笔芯

针头朝上。

轻轻用手指敲
打笔芯架使气
泡聚集在上部
以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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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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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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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注意：

设定的剂量可以多于笔芯中剩余的胰岛素。
注射后，剂量窗口应显示为“0”。如果剂量窗口未显示为
“0”，标明您没有注射足量的药物。请记住此数字。
取下针头和空的笔芯。
按照步骤①安装新笔芯，并按照步骤②进行注射准备。
只注射您缺少的剂量以完成注射所需的剂量。

为避免空气进入笔芯，
不要贮藏安装针头的 
注射笔。

取下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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