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 光 藥 訊
心房纖維顫動中風預防新世紀
─口服新型抗凝血藥Apixaban
許為婷 劉人瑋

一、前言

凝血和抗凝血是人體內原本就有的兩個機制，當
這兩個重要的功能發生異常時，就可能有出血和
血栓事件的發生。常見的血栓性疾病包括心肌梗
塞(myocardial infarction)、深層靜脈栓塞(deep
vein thrombosis)、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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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缺血性腦中風(acute ischemic stroke)。依據台

抗凝血藥物主要是抑制凝血因子的作用，

灣腦中風登錄資料顯示，診斷為缺血性中風或暫

不論是走內在路徑或外在路徑，最終都和凝血

時性腦缺血發作的病人中有16.5%的病人曾有心

因子Ⅱa或Ⅹa，相關。從1930年代heparin的出

房顫動 (atrial fibrillation) 病史。心房纖維顫動引

現，開啟了一系列的序章，到了1950年代第一

起的缺血性中風病人比起一般性中風病人，通常

個口服抗凝血藥物coumarin類抗凝血劑warfarin

住院日較長，失能程度和致死率也較高。因此，

出現，中間幾十年間沒有其他口服抗凝血藥物

預防心房纖維顫動病人發生中風或全身性栓塞是

出現，直到2000年代尾聲才又出現了新型口服

一個重要課題。

抗凝血藥物 (NOAC)─ Dabigatran、Rivaroxaban、

本期要目

以及我們今天要介紹的Apixaban。在Apixaban
核准之前國內早已有Dabigatran和Rivaroxaban，
當時NOAC的上市嘉惠了許多使用warfarin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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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便的病患，包括眾多的食物藥物交互作用、
個體基因體差異、病患服藥順從性、需頻繁監
測INR維持warfarin 在治療範圍內。Apixaban的
出現對於成人非瓣膜性心房纖維顫動病患血栓
事件發生的預防的效果又是如何呢？本文將就
目前文獻結果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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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抗凝血藥物的發展

二、適應症及建議劑量
用於成人非瓣膜性心房纖維顫動病患

衰竭（NYHA Class ≧II）。

且有以下至少一項危險因子者預防發生中

建議劑量：每日兩次，每次口

風與全身性栓塞。危險因子包括：(1)曾發

服5mg。當病人有以下任兩種情形時，

生腦中風或短暫性腦缺血發作（transient

建議劑量為每日兩次，每次口服2.5mg

ischemic attack），(2)年齡大於或等於75歲，

：年齡 ≥80 歲、體重 ≤60 kg、 serum

(3)高血壓，(4)糖尿病，及(5)有症狀之心

creatinine ≥1.5 mg/dL。

三、藥理作用機轉
Factor Xa (FXa)催化凝血酶原

藉由直接具選擇性可逆性抑制free and

(prothrombin)轉化成凝血酶(thrombin)。凝

clot-bound factor Xa (FXa)達到抑制血

血酶活化血小板和催化血纖維蛋白原

小板活化和纖維蛋白血凝塊的形成。

(fibrinogen)轉化為纖維蛋白(fib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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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抗凝血藥物作用機轉與apixaban作用位置
(圖片來源Nat Rev Cardiol. 2014 May;11(5):290-303.1)

四、藥物動力學

圖三、Apixaban藥物吸收、代謝、排除
(圖片來源：Europace. 2013 May;15(5):625-51. doi: 10.1093/europace/eut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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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xaban
前驅藥

無

排除

27% 尿液
63% 糞便

生體可用率

50%

監測

Not needed

代謝

肝臟代謝，主要經由
CYP3A4，少數經由
CYP1A2, CYP2C8,
CYP2C9, CYP2C19, 和
CYP2J2。

Peak effect

3-4小時

蛋白結合率

87%

解毒劑

無

半衰期

約12小時

血液透析移除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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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Apixaban藥物動力學

五、交互作用
Apixaban經由CYP3A4代謝且此藥為
P-glycoprotein受質，如果和CYP3A4或

P-gp inducers/ inhibitors併用會增
加apixaban血中濃度，應避免一起使用。

表二、與apixaban應避免併用藥物 (Lexi-comp交互作用X級，應避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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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臨床研究
Apixaban and warfarin in Atrial fibrillation
﹘ARISTOTLE

trial4

1. 在主要療效指標─缺血性中風或全身
性栓塞：apixaban組和warfarin組的年發

2011年刊登在新英格蘭雜誌NEJM上的

生率分別為1.27% (212人) 和1.60% (26

一篇雙盲、雙虛擬( double-dummy design

5人)，分析顯示apixaban 組不劣於warfarin

)隨機分派性試驗ARISTOTLE trial4，收

組，風險比值（hazard ratio, HR）

納18,201位有心房纖維顫動(atrial

為0.79（95% CI: 0.66~0.95, P<0.001 for

fibrillation)並且額外至少有一個中風危

noninferiority; P=0.01 for superiority）。

險因子病患的病患，排除可逆性心房纖

2. 在次要療效指標─全因死亡：

維顫動、中度或重度二尖瓣狹窄、七天

apixaban組和warfarin組的年發生率分別

內中風病患、使用aspirin劑量>165 mg/da

為3.52%和3.94%，apixaban 組比warfarin

y或同時併用aspirin加clopidogrel和重度

組有較低的死亡風險，HR 為0.89（95%

腎功能不全 (serum creatinine level of >2.5

CI: 0.80~0.99）。其中非心因性死亡的

mg per deciliter [221 µmol/L] or calculated

年發生率(包含非出血性腦中風的致死性

creatinine clearance of <25 ml per minute)

出血)在apixaban組為 1.14% warfarin 組

的病患。依據先前有無使用warfarin將病

為1.22%風險比值（hazard ratio, HR）為

患分成兩組，一組使用Apixaban（9,12

0.93( 95% CI, 0.77~1.13)。心肌梗塞的

0人，at a dose of 5 mg twice daily)，另一

發生率apixaban 組和warfarin 組分別為

組則以warfarin（9,081人，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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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和0.61%，但未達統計學上顯著

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 2.0 to 3.0)

差異。

作為對照組，主要試驗終點為ischemic or

3. 主要安全性指標─重大出血事件：

hemorrhagic stroke or systemic embolism

apixaban 組和warfarin 組年發生率分別

，採不劣性分析(noninferiority)，臨界值

為2.13% (367人) 和3.09% (462人)，

訂為相對風險信賴區間的上界應小於

apixaban 組有較低的重大出血風險，HR

1.44，若apixaban 組比較warfarin 組達到

為0.69（95% CI: 0.60~0.80）。其中顱

不劣性，則進一步比較其是否優於

內出血( intracranial hemorrhage)年發生

warfarin。

率apixaban組較低( 0.33%比上0.80%,

此試驗追蹤時間中位數為1.8年，受試者

hazard ratio, 0.42; 95% CI, 0.30 to 0.58;

年齡中位數為 70 歲，其中35.3% 為女性

P<0.001)，胃腸道出血部分則沒有顯著

，平均 CHADS2 score 為2.1分，結果

差異。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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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手術前停藥與出血處置
問題一、手術前多久該停用Apixaban？

量的LMWHs，如果48–72小時後都沒有

答：在出血風險較低的手術一般病患需

出血再開始使用治療劑量的Apixaban。

停藥 ≥24小時，但在CrCl 15–30 mL/min

問題三、出血的處理方式？

的病患則需停藥 ≥36小時；在出血風險

非危及生命的出血 (non life-threatening

較高的手術則需停藥 ≥48小時。

bleeding)：先評估病人之前服藥劑量，

※備註：出血風險較低的手術例如：內

一般凝血功能恢復大約需要12-24小時

視鏡切片 (Endoscopy with biopsy)、血

，可以考慮的處置有：

管造影(Angiography)、植入Pacemaker

(1) 局部止血措施

或ICD；出血風險較高的手術例如：腹

(2) 輸液補充 (膠體溶液)

部手術 (Abdominal surgery)、肝臟或腎

(3) 必要時輸RBC

臟穿刺 (liver or kidney biopsy)、脊髓/硬

(4) 輸血小板 (in case of thrombocytopenia

膜外麻醉或腰椎穿刺(spinal or epidural

≤60 × 109/L or thrombopathy)

anaesthesia; lumbar diagnostic puncture)

(5) 輸新鮮冷凍血漿 (FFP) 作為血漿擴

；不需要停藥的介入例如：牙周手術

張劑 (not as reversal agent)

(paradontal surgery)、膿腫切開 (incision of

(6) 可使用Tranexamic acid作為輔助治療

abscess), 白內障或青光眼處置 (cataract or

(7) 特殊情況考慮Desmopressin

glaucoma intervention)、非手術的內視

(coagulopathy or thrombopathy)

鏡檢查 (endoscopy without surgery)。

在危及生命的出血 (life-threatening

問題二、術後多久可以恢復使

bleeding) 除了以上所述還可以加上：

用Apixaban？

(1) 凝血酶原複合物Prothrombin complex

答：對於術後馬上可以止血的手術，或

concentrate (PCC) 25 U/kg (但臨床

是非創傷性脊髓/硬膜外麻醉或腰椎穿刺，

證據缺乏)

6-8小時後就可以開始使用。但是對於

(2) 活化的凝血酶原複合物Activated PCC

許多外科手術在術後48–72小時就恢復

50 IE/kg; max. 200 IE/kg/day ( no

使用抗凝血藥可能會使出血風險大於栓

strong data about additional benefit

塞風險，尤其口服新型抗凝血藥物目前

over PCC. Can be considered before

還沒有有效的解毒劑，無法在出血時立

PCC if available)

刻逆轉藥物的作用。根據歐洲心律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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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化的凝血因子VII Activated factor

治療指引 (European Heart Rhythm

VII (rFVIIa; 90 µg/kg) (no data about

Association Practical Guide)，建議在術

additional benefit + expensive,only

後停止出血後6-8小時先使用低到中劑

animal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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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新型抗凝血藥物出血處置
(圖片來源：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May 2013;15(5):625-651.)

八、抗凝血藥物轉換 (conversion)
1.
2.

從warfarin轉換成apixaban：warfarin

注意：Apixaban會影響INR，在共同給

停藥後等INR <2就開始使用apixaban。

藥期間測得的INR無法作為warfarin給

從apixaban轉換成warfarin：停止使

藥劑量參考。

用apixaban，並在apixaban下個劑量

3.

Apixaban和其他非warfarin 抗凝血

給藥時間同時開始使用注射型抗凝

劑轉換：停止抗凝血藥物，並在下

血劑和warfarin，直到INR到達治療

個劑量給藥時間時開始使用另一個

區間後停止使用注射型抗凝血劑。

抗凝血藥物。

九、結論
臨床試驗顯示Apixaban不論在療效或是

住院病人因為要調整INR而延長的住院

安全性皆不劣於或優於warfarin，和傳統

時間，減少醫療支出，但這也同時是一

口服抗凝血藥相比，新型口服抗凝血藥

個隱憂，醫療人員無法藉由檢驗數值來

的確是擁有許多優點，不管是在和食物

推估目前抗凝血藥物的療效。雖然傳統

的交互作用較少、治療起始時間較短、

口服口服抗凝血藥warfarin有許多缺點

方便給藥提高服藥順從性以及大家最津

和不便之處，但依然有它存在的角色，

津樂道的優點─不須頻繁抽血監測INR

例如在瓣膜性的心房纖維顫動病人，根

，這不僅可以降低因檢驗INR值會造成

據不同需求的病人選擇不同的抗凝血劑

疼痛與服藥意願降低，更可以大大縮短

對病患來說才是最佳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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