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varoxaban 用於骨科手術
預防血栓的實證探討
葉盈池 劉人瑋
骨科手術會增加病患發生靜脈
栓塞的風險，這是個潛在致命的併發
症，可能進而誘發肺栓塞。傳統上，
許多抗凝血藥物被用於預防術後深
部靜脈栓塞 (deep vein thrombosis;
DVT) ， 這 些 藥 物 包 括 肝 素 (heaprin) 、 低 分 子 量 肝 素 (low-molecular
weight heparin; LMWH)或 warfarin，
但這些藥物有著需頻繁監測凝血時
間、注射帶來的疼痛、個體間藥物動
力學變異性大、出血風險較高等壞
處。隨著新藥物研發，新作用機轉藥
物陸陸續續上市，本文介紹直接凝血
因子 Xa (FXa)抑制劑 rivaroxaban 使
用於骨科手術後預防 DVT 的效果。

因子已經被證實與住院期間發生
DVT 有關，這些危險因子可分為與病
患相關或與疾病相關 [見表一]。住院
患者中，高齡、長期臥床或手術是非
常常見的，對大多數患者來說，這些
危險因子並非單獨存在，臨床執業人
員們應該在病患可能暴露在特定危
險因子之前，進行 DVT 風險評估，
這些狀況包括轉入加護病房時或接
受外科手術後。根據美國胸腔醫學會
於 2008 年發表的治療指引，住院患
者發生 DVT 的風險可以分為低風險
(年齡小於 40 歲、接受非複雜性手術
或行動力些許受限)、中度風險 (40
歲以上接受一般手術、急性心肌梗
塞、罹患慢性疾病、或 40 歲以下但
下肢骨折)、高風險(接受髖骨或膝蓋
手術、癌症開刀或 DVT 病史) 3。本文
探討的骨科手術，例如髖骨或膝蓋手
術，屬於 DVT 風險較高的術式，且
接受這些手術的經常是高齡患者，針
對該族群使用藥物預防 DVT 是個值
得探討的議題。

一、住院患者發生 DVT 的風險
DVT 對住院患者來說，是個常見
但可以預防的疾病，據估計，約有
25%的 DVT 是發生在住院期間 1。在
前瞻性研究中，DVT 高風險患者，如
果未接受藥物預防，以靜脈顯影
(venography)偵測血栓，有 10.5％到
14.9%的患者發現有 DVT 2。
DVT 最 致 命 的 併 發 症 為 肺 栓 塞
(pulmonary embolism; PE)，這些研究
中，這些患者發生 PE 的機率約為
0.3%至 1.5%。住院病患的 DVT 經常
是沒有症狀，或症狀並不明顯，據推
測是因為這些患者大部份時間都躺
在床上，沒有下床活動，並沒有感覺
到疼痛或是腫脹的問題。有許多危險

二、預防 DVT 的藥物選擇
目前用於預防住院患者 DVT 的
藥物主要為 heparin 與 LMWH (例如
enoxaparin 或 tinzaparin)，根據系統性
綜論分析，合併 74 項研究結果顯示
低劑量 heparin 可以顯著降低術後靜
脈栓塞以及肺栓塞、或因肺栓塞死亡
機率，分別相對下降 67%、47%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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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副作用方面，使用 heparin 會
上升出血併發症機率達 2%，主要發
生在手術部位 5。這些研究大都以非
侵入性的方式偵測血栓形成，通常以
無症狀血栓作為主要試驗終點。這樣
的做法引起部分爭議，但仍然有研究
證實，即使是無症狀的血栓，仍然與
之後發生較大的近端血栓以及肺栓
塞是有關的 6。LMWH 有著個體藥物
動力學變異性較低、不需頻繁監測凝
血時間、給藥較為方便等優點；在綜
合分析 (meta-analysis)中，針對接受
一般或骨科手術患者，目前的分析結
果認為相較於 heparin，兩者在預防血
栓的效果是相當的，在死亡率或嚴重
出血機率上，並無顯著差異

fondaparinux。另外一類藥物，稱為直
接 凝 血 酶 抑 制 劑 (direct thrombin
inhibitor; DTI)，包括 ximelagatran 與
dabigatran，前者已經因為潛在肝臟毒
性而下市，後者適用於降低骨科手術
後 DVT 風險。

三、預防骨科手術後發生 DVT
新藥，rivaroxaban (Xarelto)
Rivaroxaban 是第一個口服投與
的可逆 FXa 抑制劑，其結構式類似另
一個抗生素製劑 linezolid，經過結構
修飾後，對於 FXa 更具選擇性 9。研
究顯示，rivaroxaban 或其代謝物，並
不具對抗微生物活性。Rivaroxaban
具有濃度依賴性抑制凝血酶
(thrombin)生成的作用，直到 15 mg
的劑量，都是維持線性的抑制關係，
重複投與也沒有累積效應。藥物動力
學方面，活體投與後作用很快，最高
血中濃度在 2-4 個小時後達到；口服
吸收率為 80-100%之間，在血液中，
92-95%與蛋白結合，分佈體積約為 50
L。代謝方面，約有三分之一的藥物
以原型藥自尿液排除，其餘的三分之
二經過肝臟代謝，透過 CYP3A4、
CYP3A5、CYP2J2 以及非 CYP 途徑
代謝成無活性代謝物，再經由腎臟或
糞便排除。健康受試者服用該藥物的
排除半衰期約為 9 小時，高齡族群延
長至 12-13 小時。藥效動力學方面，
rivaroxaban 具有劑量與反應相關性，
5 mg 的劑量下約 8-12 小時後達到最
大抑制 FXa 作用，10、20、30 mg 下
約為 12 小時。對凝血時間的影響，
rivaroxaban 會隨著劑量增加延長凝血
脢原時間 (prothrombin time; PT)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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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傳統的 heparin 與 LMWH 之
外 ， 注 射 型 的 FXa 抑 制 劑 ，
fondaparinux 已獲美國食品藥物管理
局 (FDA)核准使用於預防接受髖骨
骨折手術、髖骨置換術、膝關節置換
術患者發生 DVT。Fondaparinux 是一
種合成五蔗糖 (pentasaccharide)，選
擇性地抑制凝血因子 Xa。根據一項收
納 4 項大型隨機分派研究，共 7,344
位患者的綜合分析，這些病患都是接
受重大髖骨或是膝蓋手術，比較術後
6 小時後每日使用 fondaparinux 2.5
mg 皮下注射，發現 fondaparinux 相較
於 enoxaparin 可以進一步下降 DVT
發生率 (以雙側靜脈攝影偵測血栓，
發 生 率 為 6.8% 相 較 於 13.7% ； P
<0.001；需治人數 [NNT]為 15 人)，
但使用 fondaparinux 受試者們的重大
出血機率也顯著較高 (P = 0.008) 8。
因為出血風險較高，特定族羣包括嚴
重腎臟功能受損、體重過輕 (<50 公
斤)、接受脊柱麻醉患者並不適合使用
2

分 活 化 凝 血 活 脢 時 間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對
PT 的影響多於 aPTT10。Rivaroxaban
於使用東方人的藥物/藥效動力學並
無顯著種族上的差異，一項研究針對
60 歲以上高齡中國患者指出，該藥物
口服吸收快速，2-4 小時內即可以達
到最高血中濃度，且在 2-3 小時內達
到最大凝血因子 Xa 抑制作用，24-48
小時後回到正常範圍 11。
因為 rivaroxaban 代謝途徑的關
係，有許多藥物交互作用需要注意，
包 括 CYP450 3A4 抑 制 劑 ( 例 如
ketoconazole 或 ritonavir)並不建議與
rivaroxaban 併用，部份學者針對其他
可能潛在影響凝血功能藥物或血小
板抑制劑與 rivaroxaban 併用進行研
究，其中 NSAIDs 類藥物並不會顯著
影響 rivaroxaban 作用，但目前並沒有
足夠證據證實併用血小板抑制劑，例
如 aspirin 或 clopidogrel 是安全且可行
的，仍需日後研究提供更多資訊。
Rivaroxaban 的建議劑量為每天 10
mg，在術後 6-8 小時後開始投與，根
據臨床研究的建議療程，接受髖骨手
術患者建議連續使用 31-39 天，膝關
節手術則為 10-14 天。因為使用於特
定族群患者臨床數據不足，並不建議
使用於肝、腎功能嚴重不全 (Clcr.
<30 ml/min)患者。

replacement; TKR)與髖骨置換 (total
hip replacement; THR) 12-15。這些研究
多在比較術後 6-8 小時開始，每天投
與 10 mg 的 rivaroxaban，相較於術前
12 小時或術後 12-24 小時開始投與
enoxparin，對 DVT 發生率的影響。
試驗終點方面，皆採用綜合試驗終點
(composite endpoints)，包括 DVT、非
致命性 PE、或治療期間任何原因死亡
事件。副作用方面主要針對出血發生
率。偵測 DVT 方面，這些研究均使
用雙側靜脈攝影，PE 則是以斷層掃
描、灌流通氣掃描等標準診斷方法。
詳細研究設計、收納族群、試驗終點
請見表二。這些研究結果均顯示，
rivaroxaban 相較於 enoxparin，可以顯
著下降綜合試驗終點發生率。在死亡
與非致命性 PE 方面，因為事件數目
過少，並未發現有顯著差異。在收納
THR 的研究中 (RECORD 1 與 2)，近
端 DVT 在兩組之間有顯著差異，但
在收納 TKR 患者的研究 (RECORD 3
與 4)則沒有明顯差異。不良反應方
面，重大出血 (定義為致命性或發生
在重要器官、臨床上顯著、血紅素值
下降超過 2 g/dL、或需要輸血) 發生
率介於 0.1-0.7%之間，且並無顯著差
異。常見的與治療相關的不良反應包
括噁心、嘔吐、發熱，這些事件發生
率在不同組別之間沒有太大差別。治
療期間肝臟酵素 (ALT)上升超過上
限值 3 倍的比例，enoxaparin 組顯著
高於 rivaroxaban 組，作者們假設這與
可能與試驗藥物無關，而是手術併發
症，或與術中使用的麻醉藥物、麻醉
導致的低血壓、或輸血有關；目前，
這些受試者在停藥追蹤期間，肝臟酵
素皆回到正常範圍，沒有留下任何肝

四、Rivaroxaban 的臨床研究結
果
目前共有 4 項 (RECORD 1~4)大
型前瞻性隨機分派第三期臨床研
究，使用 rivaroxaban 預防術後 DVT，
這些術式包括膝關節置換 (total knee
3

臟相關後遺症。

表一、 Comparison of sorafenib efficacy in the phase III SHARP and Asia– Pacific studies
(Peck-Radosavljevic et al., 2010)

表一 住院患者發生 DVT 危險因子 16
與疾病相關

急性感染
慢性心臟衰竭
急性心肌梗塞
急性呼吸疾病
中風
風濕性疾病(例如風濕性關節炎)
發炎性腸疾病

與患者相關

高齡(特別是年齡高於 75 歲)
過去有 DVT 病史
最近接受手術或重大外傷
長期臥床或行動不良
肥胖(BMI >30)
植入中央靜脈導管
先天或後天易栓塞體質
使用雌性激素
重大出血機率並未高於enoxaparin。除
此之外，方便投與且不需要密集地監
測將是rivaroxaban最大的優點。目前
的研究限制仍多，包括與其他預防選
擇藥物的比較，例如fondaparinux與
warfarin ， 都 仍 在 進 行 當 中 。 隨 著
rivaroxaban使用於其他適應症，包括
非瓣膜性心房顫動、急性冠心症、預
防缺血性中風等研究發表之後，都將
給臨床執業人員更多資訊。

五、Rivaroxaban 的治療定位
目前國內外治療指引尚未對
rivaroxaban做出使用建議，但根據臨
床研究結果，rivaroxaban適用於接受
THR或TKR手術患者，術後開始使用
用 於 預 防 DVT 。 該 藥 物 相 較 於
enoxaparin，在降低臨床研究綜合終點
(DVT、非致命性PE、或治療期間任
何原因死亡事件)上有更好的效果，且
4

表二 Rivaroxaban 的第三期隨機分派臨床試驗研究結果
臨床試
驗
RECORD 1

收納族群(實
驗組/對照組
人數)
THR(1595/1558)

使用藥物

主要終點
綜合終
點

死亡

非致命

近端

PE

DVT

RVX 10 mg

18(1.1%)*

4 (0.3%)

4 (0.3%)

1 (0.1%)

PO QD

58(3.7%)

4 (0.3%)

1 (0.1%)

31 (2.0%)

RVX 10 mg

17(2.0%)*

2 (0.2%)

1 (0.1%)

5 (0.6%)

PO QD

81(9.3%)

6 (0.7%)

4 (0.5%)

44 (5.1%)

RVX 10 mg

79 (9.6%)*

0

0

9 (1.1%)

PO QD

166 (18.9%)

2 (0.2%)

4 (0.5%)

20 (2.3%)

RVX 10 mg

67 (6.9%)*

2 (0.2%)

4 (0.4%)

3 (0.3%)

PO QD

97 (10.1%)

3 (0.3%)

8 (0.8%)

13 (1.4%)

ENX 40 mg
SQ QD
RECORD 2

THR(864/869)

ENX 40 mg
SQ QD
RECORD 3

TKR(824/878)

ENX 40 mg
SQ QD
RECORD 4

TKR(965/969)

ENX 30 mg
SQ BID
RVX 為 rivaroxaban 簡稱，ENX 為 enoxaparin 簡稱；*代表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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