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新型抗凝血劑出血副作用之處置與	
  
目前解藥進展
陳俐均
	
   吳奕璋
一、前言
口服抗凝血藥物維他命K拮抗

，除此之外，Rivaroxaban也被核准用

劑(vitamin	
  K	
  antagonist)─Warfarin已

在預防深部靜脈栓塞(deep	
  vein

使用超過六十年，雖然Warfarin可有效

	
  thrombosis,	
  DVT)及肺栓塞(pulmonary

降低血管栓塞的風險，但在使用上有

	
  embolism)。

諸多限制，例如眾多的藥物及食物交

這些新型口服抗凝血藥物與Warfari

互作用、須定期抽血監測凝血功能INR

n相比有許多優點，包括：易預測的藥

、起效時間長且須常做劑量調整，使

物動力學及藥效學、食物及藥物交互

得接受Warfarin治療的病患比例偏低及

作用較少及不須常規監測凝血功能，

臨床治療的不便。	
  

讓使用上更加便利並增加病人服藥順

新一代口服抗凝血劑的出現，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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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性。此外，數個大型的隨機分派研

破Warfarin的一些限制。過去十幾年來

究指出新型抗凝血劑預防心房顫動患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陸續核准

者中風的效果不劣於或優於Warfarin、

三個特定標的口服抗凝血劑(Target

出血發生率等於或小於Warfarin、新型

-‐Speci=ic	
  Oral	
  Anticoagulants,	
  TSOACs)

抗凝血劑與Warfarin相比之下發生顱內

上市，又稱為新型抗凝血劑(New	
  Oral

出血的機率較低等1。儘管新型抗凝血

	
  Anticoagulant	
  Drugs,	
  NOACs)

劑有不少優勢，但也有需克服的缺點

：Dabigatran	
  (Pradaxa®)為競爭型凝

，例如出現出血副作用時，不像Warfari

血酶直接抑制劑	
  (Direct	
  Thrombin

n可投與維生素K逆轉抗凝血效果，目

	
  Inhibitor)，Rivaroxaban	
  (Xarelto®)

前尚未有特定的解藥可立即反轉這些

及Apixaban	
  (Eliquis®)屬高度選擇性凝

新型抗凝血劑的效果。然而新型抗凝

血因子Xa抑制劑(factor	
  Xa	
  inhibitor)，

血劑半衰期較短 (表一)，大部分情況

國內引進並核准於預防及治療非瓣膜

下解藥的角色並不明確，但當緊急情

性心房顫動(nonvalvular	
  atrial

況發生時(例如危及生命的大出血、急

	
  =ibrillation)病人的動、靜脈血栓(arterial

需進行手術)，快速反轉抗凝血作用就

	
  and	
  venous	
  thromboembolism)與中風	
  

顯得相當重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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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傳統與新型口服抗凝血劑之藥物動力學及藥效學2, 3

二、目前處理新型抗凝血藥物造成出血副作用之方法
在缺乏解藥的情況下，陸續發展出

個小時內可減少血液中約60–70%	
  

一些處理新型抗凝血劑相關出血之方式。

Dabigatran。但此方法受限於實行

出血事件發生時，通常需先停用TSOACs

上的困難(例如狀態不穩定、在緊急

並初步評估患者的血液動力學之穩定性

大出血的患者身上建立中央靜脈透

(hemodynamic	
  stability)、抗凝血藥物作

析導管的難度較高等)	
  1。而Factor	
  Xa

用強度、出血嚴重度、患者肝腎功能等，

	
  inhibitor	
  (Rivaroxaban,	
  Apixaban)

再進行下一步的介入。輕度/局部出血除

具高度蛋白結合力(	
  >	
  90%)，無法

了暫時停藥之外，可採用加壓止血及輸血

以血液透析方式將之移除。 	
  

輔助治療，而嚴重且危急生命的大出血發

2.

活性碳：體外及動物實驗中，服用

生時，除了輸血之外，須採用更積極的手

新型抗凝血劑後2-‐3小時內給予活

術或藥物協助止血，主要包括以下四項：

性碳，可抑制其在小腸的吸收，但

血液透析(hemodialysis)、活性碳

仍缺乏實際臨床證據1,9。另有研

(charcoal)、抗纖維蛋白溶解劑

究指出健康受試者於服用20mg

(anti=ibrinolytics)及凝血因子置換

	
  Apixaban	
  2及6小時後投予活性碳

(coagulation	
  factor	
  replacement)2,	
  4,	
  5。

，分別會使Apixaban平均AUC降

1.

血液透析：Dabigatran的蛋白結合

低50%及27%10。不過在歐洲心臟

率低(約35%)，服用此藥之患者可

協會的指南中並不建議此用法，因

考慮使用血液透析將藥物排除，兩	
  

為無相關數據顯示有幫助4。 	
  

2

3.

4.

抗纖維蛋白溶解劑：Tranexamic	
  acid

(activated	
  prothrombin	
  complex	
  

	
  (Transamin®)可抑制纖維蛋白溶

concentrate,	
  aPCC)及重組第七凝血因子

解酶(Plasmin)的蛋白水解活性，用

(recombinant	
  factor	
  VIIa,	
  rFVIIa,院內品項

來輔助止血。不過目前仍無相關臨

NovoSeven®	
  RT)，但缺乏大型臨床研究

床資料證實其用在新型抗凝血劑相

結果支持它們的效益1,9。此外，須注意

關出血的療效5。	
  

這些凝血因子的促血栓形成能力

凝血因子置換：包括濃縮血漿與凝

(prothrombotic	
  potential)，研究指出活

血酶原複合物(plasma	
  and

性的製劑(aPCC及rFVIIa)與增加血栓併發

	
  prothrombin	
  complex	
  concentrates,

症(thromboembolic	
  complications)(血栓

	
  PCCs)、促止血劑(prohemostatic

及血管內凝血等)的風險具相關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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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nts)─活化濃縮凝血酶原複合物 	
  

!
圖一、新型抗凝血藥導致的出血之處理準則5

三、目前新型抗凝血劑解藥之發展
三個新型抗凝血劑的解藥正在開發

FDA認為是「突破性療法(breakthrough

中：Idarucizumab、Andexanet Alfa及

therapy)」並開始第三階段臨床試驗並

Aripazine，在藥物早期研究中都有相當不

快速進展中；Aripazine現在正進行數個

錯的實驗數據結果以及止血效果。這三個

第一階段試驗1。

新型抗凝血劑分別進展到不同階段：

1.

Idarucizumab：人類單株抗體片段

Idarucizumab與Andexanet Alfa在第一、二

，選擇性與Dabigatran高度結合並

階段針對健康受試者之研究呈現好的耐受

抑制其作用，雖結構和凝血

性及效果且無任何額外的促凝血活性，被

酶(Thrombin)非常相似，但體外試驗

3

結果顯示其不會和凝血酶受質

LMWHs)及Fondaparinux。目前有

(thrombin substrates)結合，也未觀

兩個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的第三

察到任何促凝血(procoagulant)活性

期臨床試驗正進行中，受試者為

，目前正進行全球性第三階段臨床

介於50-75歲的健康老年志願者，

試驗，收納使用Dabigatran發生無法

分別使用800 mg及400 mg Andexanet

控制的出血或急需手術的患者，IV

Alfa 4 mg/min靜脈輸注兩小時，

給予5g Idarucizumab反轉

評估反轉Rivaroxaban及Apixaban

Dabigatran的作用，預計2017年7月

的效果。

完成試驗6。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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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pazine (PER977)：新合成的小分

Andexanet Alfa：重組人類凝血因

子物質(small synthetic new

子Xa分子(modified recombinant

molecule)，直接與傳統肝素及其他

human factor Xa molecule)，將人

口服抗凝血藥物(Xa及IIa抑制劑)

體凝血因子Xa中三個結構修飾，

結合，中和它們的抗凝血效果。臨

使其可和凝血因子Xa抑制劑結合

床前研究(preclinical studies)指

但不抑制內生性促凝血或抗凝血物

出Aripazine具反轉所有新型抗凝血

質活性(intrinsic procoagulant or

藥及非口服抗凝血劑(parenteral

anticoagulant activity)，進而反轉

anticoagulants) (UFH, LMWH

凝血因子Xa抑制劑的作用。此外

及Fondaparinux)之作用。最近已開

，Andexanet Alfa亦可反轉間接凝

始第一階段的臨床試驗，針對使

血因子Xa抑制劑(indirect FXa

用Heparin及Enoxaparin的健康志願

inhibitors)的作用，包括低分子量

者進行安全性及有效性評估。

肝素(low-molecular-weight heparins,

!
表二、TSOACs之藥笑穴及藥物動力學1

4

雖然這些解藥目前研究數據顯示

Therapy)試驗的事後分析(post hoc

出非常不錯的效果，但仍有一些限制

analysis)研究指出Dabigatran波谷濃度中位

。首先，體外試驗及動物試驗的結果

數及給藥後血中濃度和大出血風險(major

在人體中不一定成立，過去曾有分析

bleeding risk)具相關性(p < 0.0001) 8。此

報告指出約只有1/3高度引用的動物研

外，年齡、腎功能、體重及性別都可能影

究(highly cited animal model research)可

響TSOACs的血中濃度及效果，因此當使

成功建立在人體隨機分派研究中7，人

用藥物血中濃度評估TSOACs解藥的效用

類多共病及複雜的受傷機制使得動物

時，用藥族群的差異可能會限制這些研究

實驗的結果難以複製至人體。再者，

結果是否可廣泛應用。在藥物保存方面，

研究中以藥物血中濃度評估抗凝血劑

Idarucizumab為單株抗體、Andexanet Alfa

的效果亦有爭議，因為TSOACs血中濃

屬重組蛋白，均為生物製劑需冷藏，此條

度及相關出血風險尚未完全確立，需

件是未來藥品存放、運送及使用時須克服

進一步臨床研究證實其關聯性。不過

的難題，而Aripazine是小分子藥物，室溫

最近一篇針對RE-LY(Randomized

下穩定以及廣泛的使用特性成為它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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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Long-Term Anticoagulation

圖二、凝血機制、新型抗血藥機轉及新型抗凝血藥解藥之作用位置1

5

四、結論
TSOACs因半衰期短，可藉由停藥

發可望在未來大幅改善新型抗凝血劑的安

恢復凝血功能，因此於非緊急狀況時

全性，減少病患及醫護人員對於意外藥物

需求並不顯著，但在緊急情況下

過量、外傷相關出血或急須緊急手術的擔

，TSOACs解藥快速反轉抗凝血的作用

憂，使得這些新型口服抗凝血劑的使用更

則扮演關鍵性的重要角色，但要如何

臻完善。但是解藥的研發並不會使出血的

維持急用時有足夠的藥物可使用、控

比例降低，僅提供更有效的方法讓患者得

制藥物的價格並減少藥物的耗費，將

到快速的治療與緩解，因此醫療人員仍應

會是此類藥物發展的考驗。解藥的研

持續留意病人使用抗凝血藥物的相關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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