膀胱過動症的藥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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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膀胱過動症？
膀胱過動症（overactive bladder）是一種膀胱過度敏感或不自主收縮所造成的
臨床症候群。患者的主訴除了尿急（urinary urgency）之外，也經常伴隨頻尿
（urinary frequency）及夜尿（nocturia）或合併急迫性尿失禁（urge
incontinence）的發生。依據國際尿失禁組織（International Continence Society）
的定義，「尿急」是一種突然想解尿的強烈感覺；「頻尿」則代表 24 小時內的排
尿次數超過 8 次；「夜尿」是指晚上睡著後又得起床解尿的狀況超過 2 次；如果
尿急的感覺無法控制且發生漏尿的情形，這種問題便稱之為「尿失禁」。雖然膀
胱過動症不會奪走你的性命，但卻能無時無刻折磨你的人生。因為「尿失禁」就
像是一顆不定時炸彈，讓患者不敢隨意出門，進而影響了社交活動；「夜尿」不
但中斷睡眠，也會干擾性生活與情緒；而「頻尿」
、
「尿急」造成患者疲於奔命，
更提高老人家發生跌倒或骨折的危險性。
膀胱過動症的發生原因：
人體的排尿機制十分複雜，其正常運作必需靠大腦皮質、腦幹、脊髓、膀胱傳出
與傳入神經、以及下泌尿道周圍解剖構造之間相互協調整合，只要某個環節出
錯，都有可能導致膀胱功能產生障礙。造成膀胱過動症的原因很多（表 1），不
過病理生理機轉大致可分為「神經系統損傷」
、
「膀胱平滑肌發生結構或功能異常」
以及「膀胱出口阻塞」三大類。
（1）神經系統損傷：由於大腦皮質會抑制膀胱的敏感性與收縮功能，因此中風、
阿茲海默症、多發性硬化症以及帕金森氏症等大腦損傷的患者經常會伴隨膀胱過
動的發生；另外，動物與人體實驗顯示，脊髓受損會使 capsaicin-sensitive C-fiber
的活性增加，進而導致膀胱過度敏感並產生不自主的收縮反射。
（2）迫尿肌功能異常：研究發現，即使在正常的神經調控下，某些病人的膀胱
還是常有自發性，類似腸胃道之機械性收縮的現象，這種異常的迫尿肌對乙醯膽
鹼的反應性會增加，gap junction 發生改變，而且肌肉的電生理學也會不正常。
（3）膀胱出口阻塞：目前證實膀胱出口阻塞會造成迫尿肌肥大與接受器分佈的
改變，可能與膀胱的過動有密切關係，故臨床上尿道阻塞與攝護腺肥大的患者，
其膀胱過動症的好發率很高。

表一、造成膀胱過動症的原因與病理生理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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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過動症之藥物治療：
由於迫尿肌的排尿功能主要是透過副交感神經來調控，因此「抗膽鹼藥物」是目
前治療膀胱過動症的主流。人體內的 muscarinic receptor 可分為五種亞型（表
二），其中與膀胱功能比較有關的是 M2 和 M3 receptor。雖然 M2 receptor 在數
量上遠多於 M3 receptor，但就膀胱的收縮反應而言，M3 receptor 卻扮演更重要
的角色。使用「抗膽鹼藥物」能有效抑制迫尿肌過度收縮、增加膀胱容量、延長
蓄尿時間、改善日夜頻尿，減少尿急與急迫性尿失禁，但最大缺點莫過於此類藥
品遍及全身之抗乙醯膽鹼活性所引發的副作用，包括口乾、頭痛、消化不良、便
秘、乾眼、視覺模糊、認知功能損害與心跳加速等；不良反應可能比疾病本身更
惱人，並導致患者的停藥。因此，用藥選擇必須兼顧臨床治療效果與病人的耐受
性。現今市面上只有五種藥物獲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的核准，可以用來治療膀
胱過動症，它們全都屬於抗膽鹼作用劑。簡介如下：
（1）oxybutynin：此藥同時具備抗膽鹼（M1 和 M3 receptor 選擇性）
、平滑肌弛
緩與局部麻醉作用，在過去三十年裡曾是治療膀胱過動症的優先選擇。不過由於
oxybutynin 能通過血腦障壁，使老年患者出現認知障礙；而且還有嚴重的口乾副
作用（87%），以致患者中途停藥的比例很高（80%患者無法持續使用超過六個
月）。oxybutynin 價格便宜，效果卓越，很適合患者在臨時出遠門或晚上就寢前
採需要時服用。近年來 oxybutynin 陸續有緩釋型口服錠（Ditropan® XL）及貼片
劑型（Oxytrol®）問世，不僅使用更方便，口乾的副作用也比短效劑型降低許多。
（2）tolterodine（Detrol®）：於 1998 年核准上市，雖然沒有明顯 muscarinic
receptor 亞型的選擇性，但動物實驗顯示 tolterodine 對膀胱的組織親和力比唾液
腺高；臨床試驗也證實，tolterodine 的口乾副作用（20–25％）比 oxybutynin 來
的少，而治療效果則與 oxybutynin 相當。tolterodine 有短效（Detrol®）與緩釋
（Detrol® LA）兩型，緩釋型膠囊無論在臨床效果、方便性與副作用各方面表現
皆優於短效劑型。
（3）trospium（Sanctura®）：在膀胱過動症的治療藥物中，trospium 是唯一個
屬四級胺化合物的抗膽鹼藥物，不易穿透血腦屛壁而產生認知障礙，主要作用在
週邊 M1 和 M3 receptor。在歐洲，trospium 已上市二十年，但美國一直到 2004
年才核准使用。臨床試驗顯示，trospium 20mg bid 的效果與 oxybutynin 5mg bid
或 tolterodine 2mg bid 類似。
（4）darifenacin（Enablex®）：是專門為治療膀胱過動症而研發出選擇性的抗
M3 receptor 藥物，對於缺乏 M3 receptor 的器官如腦和心臟等幾乎沒有影響；由
於唾液腺及消化器官內含有 M3 receptor，所以使用 darifenacin 仍可能發生口乾
（20.2%，7.5mg dose）與便秘（14.8%）的副作用。
（5）solifenacin（VESIcare®）
：是一個新型且長效的抗乙醯膽鹼作用劑，於 2004
年 11 月被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核准用於治療膀胱過動症，它能選擇性阻斷 M1
receptor 以及位於膀胱裡的 M3 receptor。根據動物實驗的結果顯示，抗膽鹼藥

物對膀胱組織的選擇性大小依次為：solifenacin＞tolterodine＞oxybutynin＝
darifenacin＝atropine，故推論 solifenacin 的口乾副作用可能會比其它抗膽鹼藥
物少。
（6）propiverine：此藥具有抗膽鹼與拮抗鈣離子的作用，故能弛緩膀胱平滑肌。
研究證實，以 propiverine 15mg bid 治療膀胱過動症，其臨床效果、患者耐受性
及生活品質的改善程度與 tolterodine 2mg bid 相當，而口乾副作用的發生率比使
用 oxybutynin 還低，不過 propiverine 尚未獲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核准用於治
療膀胱過動症。
表二、Muscarinic receptor 分類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muscarinic receptor subtypes throughout the body and potential effects of
antagonism
Subtype

Location

Effects of antagonism

M1

Cerebral cortex, hippocampus, salivary glands,

Impairment of memory cognitive

sympathetic ganglia

function, reduced secretion of
mucous saliva and gastric acid

M2

Smooth muscle, hindbrain, cardiac muscle

Increase heart rate, increased gastric
sphincter tone

M3

Smooth muscle, salivary glands, eye

Increased contractility of the bladder
and bowel, reduced secretion of
serous

saliva and tears, effects on

visual accommodation
M4

Basal forebrain, striatum, salivary glands

Unknown central effects; reduction in
oxotremorine-induced salivation

M5

Substantia nigra, eye（ciliary muscle）

Unknown central effects; reduction in
pilocarpine-induced salivation;
abnormal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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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膽鹼作用劑以外之藥物：
雖然「抗膽鹼藥物」是治療膀胱過動症的優先選擇，但由於大多數患者無法忍受
此類藥品伴隨而來的副作用（尤其是口乾、便秘與視覺模糊），長期服藥的順從
性並不高，過去在臨床上經常使用其它替代療法。例如 imipramine，此藥屬於
三環抗憂鬱劑，兼具 α-adrenergic 與抗膽鹼效果，可增加尿道括約肌的張力，
對急迫性與壓力性混合型尿失禁有效；另外，針對合併膀胱過動症的停經婦女，
一般常會投予口服或局部使用 estrogen 來改善症狀，這些替代藥物或許都有部
分療效，然而目前仍缺乏大型的臨床研究作為佐證。近年來，膀胱過動症的治療

方法又有了突破性的進展（表三）。例如肉毒桿菌 A（botulinum toxin A），能選
擇性阻斷神經纖維末端釋放乙醯膽鹼，臨床上原本用來治療斜視或頸部肌肉過度
收縮所造成的斜頸、歪頭。在一些非隨機性的研究中發現，將肉毒桿菌 A 局部
注射至迫尿肌可以緩解各種膀胱過動的症狀，不過長期效果、安全性與適當劑量
等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確認。resiniferatoxin 與 capsaicin 同屬 vanilloid 類物質，
能夠選擇性作用在膀胱 C-fibre（無髓鞘的感覺傳入神經）上的 vanilloid
receptor，抑制神經興奮的傳導，降低膀胱的不自主性收縮。研究顯示，膀胱灌
注 resiniferatoxin 對慢性脊髓損傷引起的迫尿肌功能亢進有特定療效。此外，能
加強中樞神經進而抑制排尿反射（如 duloxetine），或直接鬆弛膀胱平滑肌的藥
物（如 calcium channel antagonist 及 potassium-channel opener）在膀胱過動
症的治療上也具有相當的發展潛力，不過目前缺乏大型、嚴謹之臨床試驗來證明
這些藥物的安全性與治療效果。
表三、膀胱過動症的治療方法又有了突破性的進展

參考文獻：NEJM. 2004; 350(8):786-99.
結語：
膀胱過動症雖不會明顯妨害患者的生命與健康，卻可能嚴重影響到個人的自尊、
社交活動與生活品質。「抗膽鹼作用劑」是現今治療膀胱過動症的首選藥物，能
抑制迫尿肌的不自主收縮，緩解尿失禁，但惱人的藥品副作用，尤其是口乾，卻

經常降低患者服藥的順從性。膀胱過動症的發病原理十分複雜，不同作用機轉的
新藥開發，或許將使膀胱過動症的治療更加完善與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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