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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慢性腎臟病淺談

1.國人20 歲以上其慢性腎臟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的盛行率高達11.93% (國家衛生研究院，1994－
2006，世界各國: 約8到16%)。

2.慢性腎臟病(CKD)患者隨著疾病進展，:

(1)腎臟無法有效排除身體毒素及維持身體水分和電解質

平衡

(2)腎臟製造紅血球生成素及活性維生素的功能下降
(3)臨床上開始出現尿毒症狀，包括精神倦怠、厭食、皮

膚癢、水腫、貧血以及腎骨病變等，最終進入末期慢
性腎臟病。



I.慢性腎臟病淺談

3.病人必須接受腎臟替代療法方能維持生命。

4.如何有效預防及延緩慢性腎臟病進展是一個

很重要的議題。

5.慢性腎臟病的治療方式: 

(1)非藥物治療:完整的營養照護和改善生活型態

(2)藥物治療



I.慢性腎臟病淺談

6.藥物治療部分: 

(1)找出導致慢性腎臟病的病因並且有效控制

(2)避免使用腎毒性藥物，依據腎功能適當調整藥物劑量

(3)使用血管張力素轉化酶抑制劑（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 ACEI）或第二型血管張力素受體阻斷劑

（angiotensin II receptor blockers, ARB）去減少蛋白尿和

延緩腎臟間質纖維化。

(4)導致腎功能惡化可能病生理機制為目標來作治療，像是抗氧化

藥物或是促纖維化細胞激素抑制劑（inhibitors of

profibrotic cytokines）

(5)使用尿毒素吸附劑（AST-120）來直接吸附腸道中尿毒素的前驅

物，減少身體尿毒素的累積，減輕尿毒症狀。



I.慢性腎臟病淺談

7.尿毒素依分子量大小和生化特性分成三類:

(1)第一類是水溶性、非蛋白質結合的小分子化

合物像是尿素（urea）和肌酸酐(creatinine）

(2)第二類是可和蛋白質結合的小分子化合物像

是硫酸吲哚酚（indoxyl sulfate）和對硫甲

酚（p-cresyl sulfate）

(3)第三類是中分子化合物像是β2－微球蛋白（β2-

microglobulin）



I.慢性腎臟病淺談

8.尿毒素中的indoxyl sulfate 和 p-cresyl sulfate會

產生許多慢性腎臟病患者身體的傷害，包括: 

(1)傷害內皮細胞產生粥狀動脈硬化及血管鈣化

(2)加速活性維生素D 代謝，破壞骨質

(3)引起免疫 T 細胞產生發炎作用

(4)影響腎素－血管張力素－醛固酮系統，降低了血管舒

張的作用

(5)促使腎小管細胞損傷和間質纖維化。

(6)會進一步惡化腎功能，也會影響其他器官的功能。



I.慢性腎臟病淺談

9.慢性腎臟病患者血液尿毒素濃度較高時其腎臟存

活率明顯低於尿毒素濃度較低的病患。

10.尿毒素累積在身體時是會進一步引起身體組織器

官的傷害，包括腎臟，而對於腎臟產生的傷害更

進一步加速尿毒素的累積，導致惡性循環。

11.尿毒素就會在慢性腎臟病患者身體累積，到達一

定程度時患者就會產生所謂的尿毒症狀。



II.尿毒素吸附劑（AST-120）在治療慢
性腎臟病目前進展

1.尿毒素吸附劑（AST-120）可在腸道中吸附indoxyl

sulfate 和 p-cresyl sulfate的前驅物，減少慢性腎

臟病患身體吸收和堆積。

2.AST-120 是一種口服腸道吸附劑，由多孔的微球

形碳粒子所組成，直徑約0.2~0.4 mm，不溶於水和一

般的有機溶劑。

3.AST-120 可以吸附許多細菌在腸胃道分解物質時產生

的尿毒素前驅物，包括indoxyl sulfate 和 p-cresyl

sulfate，藉此降低身體累積尿毒素。



II.尿毒素吸附劑（AST-120）在治療慢
性腎臟病目前進展

4.AST-120 對於腸胃道中胃蛋白酶（pepsin）、澱粉酶
（amylase）、脂肪酶（lipase）、胰凝乳蛋白酶
（chymotrypsin）的吸附能力低，不會影響酵素發揮作用。

5.AST-120 動物實驗研究: 

(1)降低身體indoxyl sulfate 和 p-cresyl sulfate累積。

(2)降低身體游離基的氧化壓力進而改善發炎反應。
(3)恢復內皮細胞保護血管的功能，改善血管粥狀硬化的

程度。
(4)減少心律不整發生機會，減少腎絲球硬化延緩腎功能

惡化。
(5)改善骨質，恢復造血機能和改善肌肉功能。



II.尿毒素吸附劑（AST-120）在治療慢性腎
臟病目前進展

6.AST-120在透析患者: 

(1)可以有效降低血中indoxyl sulfate 和 p-cresyl sulfate含量。

(2)在日本、韓國及菲律賓已被許可用於治療慢性腎臟病患者以延緩慢

性腎臟病進入透析時間和改善尿毒相關症狀。

7.AST-120 治療慢性腎臟病患者的效果不一致: 

(1)研究中所針對的族群不同（種族，CKD期別，糖尿病患者與否）

(2)代表預後的指標不同（血清肌酸酐升高的速度、腎絲球過濾率

下降的速度、降低尿蛋白程度、進入透析治療的時間、死亡或

是尿毒不適症狀的改善等）。



II.尿毒素吸附劑（AST-120）在治療慢
性腎臟病目前進展

8.2015, Schulman, AT-120 study: 
(1)2,035 位受試者, 
(2)大規模跨國隨機性雙盲前瞻性臨床試驗，
(3)收案對象為慢性腎臟病第3 期到第5 期病患(2007-

2012年)
(4)實驗組接受每天9 g 的AST-120，
(5)評估AST-120在延緩腎臟病惡化的效果，包括血

清肌酸酐值升高一倍，開始進入透析、或是接受
腎臟移植三種情形。

(6)研究結果發現無論是EPPIC-1 還是EPPIC-2
trials，使用AST-120 都無法有效延緩腎功能惡化



II.尿毒素吸附劑（AST-120）在治療慢
性腎臟病目前進展

8.2015, Schulman study: 
(7)可能的原因包括受測者服藥的遵從性不佳，追蹤時間不夠久，

預後指標像是開始進入透析的條件在不同國家有不同標準以致

於缺少一致性等。

(8)將EPPIC-1 及EPPIC-2 連結起來分析發現在延緩腎絲球過濾率

下降方面，使用AST-120 是有顯著性差異。

(9)尿液中蛋白質和尿液肌酸酐的比值（urine protein/urine

creatinine, UP/Ucr）≥ 1 和血尿是該研究族群腎絲球過濾率

下降的危險因子，

(10)分析擁有UP/Ucr ≥ 1 或血尿這兩項風險因子的族群的資料發

現這族群在接受ACEI 或ARB 治療下，有接受AST-120 者相較

於沒有接受者，有明顯延緩腎絲球下降的效果，意味著CKD患

者某些情況下中使用AST-120是有治療意義的。



II.尿毒素吸附劑（AST-120）在治療慢
性腎臟病目前進展

9.2016, Cha, AST-120 study: 

(1)韓國針對CKD第3期到第4期的患者

(2)多中心、隨機、開放標籤（open label）對照試

驗研究

(3)579例CKD患者隨機分為接受AST-120（6 g/day）

或常規療法，

(4)在36 個月的研究期間，兩組患者血清肌酸酐值

升高一倍的比例，腎絲球過濾率下降50% 的比例

和進入腎臟替代療法的比例，都沒有達到顯著差

異，兩組的死亡率也沒有顯著差異。





II.尿毒素吸附劑（AST-120）在治療慢
性腎臟病目前進展

10.綜合上述,AST-120:
(1)在腸胃道吸附尿毒素的前驅物
(2)降低了身體尿毒素的累積
(3)動物實驗上證實藉此作用可以改善慢性腎臟

病發炎，恢復血管內皮細胞功能，以及減少
骨骼的病變。

(4)延緩慢性腎臟病進展的相關臨床試驗研究發
現，無法有效延緩慢性腎臟病患者或改善死
亡的預後

(5)在某些情況下，AST-120 可以有效延緩腎絲球過
濾率下降速度



III.Pentoxifylline 在慢性腎臟病治療的角色

1.Pentoxifylline:
(1)屬於methylxanthine 類藥物
(2)非選擇性地抑制cyclic-3’, 5’-phosphodiesterase（PDE）

type 1 到5 而改變血流流體特性
(3)可以改善周邊和腦部的微血管循環
(4)可以治療CKD及蛋白尿
(5)最常見的副作用是腸胃不適，出現比例約為13.8% 。

2.Pentoxifylline 對CKD 療效的實驗室證據早於1995年
起就陸續發表，其抗分裂、抗發炎、與減輕腎臟纖維化
的功效已於細胞和動物實驗中證實。



III.Pentoxifylline 在慢性腎臟病治療的角色

3.臨床上2007年前小型隨機對照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證實pentoxifylline 可減輕
糖尿病病人的蛋白尿。

4.臨床研究大多為樣本數少的隨機對照實驗，研究對
象特性不一致，且追蹤時間最多6 個月，因此證據
力仍稍嫌不足，也無法證明pentoxifylline 是否
真能減緩病人腎功能惡化、延長進入透析時間或降
低死亡率。

5.臨床醫師更有興趣知道在使用ACEI或是ARB外，再
同時使用pentoxifylline是否有更好的腎臟保護效果。



III.Pentoxifylline 在慢性腎臟病治療的角色

6.2016, Jiang, meta-analysis:
(1)1966年到2015
(2)12個對照實驗(controlled trials）
(3)相較於只接受安慰劑或ACEI等沒有接受

pentoxifylline 治療者，有接受
pentoxifylline 治療者蛋白尿減輕較多且治
療前後腎絲球過濾率（GFR,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的差異較小

(4)只接受pentoxifylline 治療其治療前後蛋白
尿的差異和只接受ACEI治療的差異差不多。



III.Pentoxifylline 在慢性腎臟病治療的角色

7.2015,Shahidi study:
(1)單一中心、雙盲且有安慰劑的隨機對照試驗
(2)將有微量白蛋白尿（30 ~ 300 mg/g）且 eGFR
(estimated GFR) > 60 ml/min/1.73 m

2
的糖尿病病人

(3)分成給與pentoxifylline 的實驗組25 人和給與安慰
劑的對照組25 人

(4)追蹤 6 個月，並沒有發現兩組間白蛋白尿或 eGFR 的
變化有差異。

(5)可能是因為研究樣本數少，追蹤時間短、或是在如此
早期的糖尿病腎病變時期，RAAS inhibitor 降低白蛋
白尿的效果可能不劣於pentoxifylline。



III.Pentoxifylline在慢性腎臟病治療的角色

8.2015, Wu study:

(1)台灣健保資料庫, 2000 到2010 年

(2)使用紅血球生成素（erythropoietin,EPO）且血清肌酸酐值

大於 6 mg/dl的第5期CKD 病人

(3)找出有使用pentoxifylline 和傾向評分（propensity 

score）匹配後沒有使用pentoxifylline 兩族群進行分析。

(4)多因子矯正後，pentoxifylline 可減少36% 發展到接受腎

臟替代療法的機會（hazard ratio (HR): 0.64,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0.60 ~ 0.68; p < 0.001）



III.Pentoxifylline在慢性腎臟病治療的角色

8.2015, Wu study:

(5)單獨使用pentoxifylline 和合併pentoxifylline及RAAS 

inhibitor得到的減少後續接受腎臟替代療法風險的好處差不

多，更比單獨使用RAAS inhibitor 得到的此好處還多

(6)pentoxifylline 得到的好處有劑量反應關係（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7)研究暗示在瀕臨末期腎病的第5期CKD 病人，使用

pentoxifylline可以延緩接受腎臟替代療法的時間，此好處可

能比只使用RAAS inhibitor 還好

(8)研究仍無法證實使用pentoxifylline 可影響此病人族群的存

活。



III.Pentoxifylline 在慢性腎臟病治療的角色

9.2008, Lin study:

(1)單一中心、開放試驗的隨機對照實驗

(2)第3~5期CKD合併蛋白尿（> 500 mg/day）

(3)分成使用losartan 的對照組27人和合併使

用losartan及pentoxifylline的實驗組29人

(4)非糖尿病CKD 的比例占71%；

(5)追蹤1年後，發現實驗組的蛋白尿減少更多，

但兩組間GFR的變化沒有差異。



III.Pentoxifylline 在慢性腎臟病治療的角色

10.2009 和2010年發表的兩篇隨機對照實驗，分別追蹤第3 ~ 4期CKD 且
蛋白尿大於1 g/day 的病人12 個月和追蹤eGFR > 30 ml/min/1.73 m2 且
蛋白尿（> 300 mg/day）的病人2 個月，結果發現在ACEI/ARB 外再額外
給與pentoxifylline 並沒有減輕蛋白尿惡化的效果，這可能是因為這兩
個研究的追蹤時間過短或是研究對象的蛋白尿太嚴重。

11.2015 年Han 等人於韓國實行的多中心、雙盲且有安慰劑的隨機對照
實驗，將已經服用ACEI/ARB 的糖尿病合併有白蛋白尿（> 30 mg/g）的
病人分成服用安慰劑的對照組87 人和服用pentoxifylline 的實驗組87 
人，追蹤6個月後，發現實驗組白蛋白尿減輕更多（23% vs. 4%, p = 
0.012），且血糖控制更好。

12.2015 年西班牙的單一中心、開放試驗的隨機對照試驗， 則是將已服
用RAAS inhibitor 的糖尿病且為第3 ~ 4 期CKD 病人分成有服用
pentoxifylline 的實驗組82 人和沒有服用pentoxifylline 的對照組87 
人，追蹤2 年後，發現不僅實驗組的白蛋白尿減少更明顯（-14.9% vs. 
5.7%, p = 0.001）， 更證明實驗組的eGFR 下降的幅度較小（-2.1 vs. 
-6.5 ml/min/1.73 m2, p <0.001）。



III.Pentoxifylline 在慢性腎臟病治療的角色

13.2017 年Liu 等人將到2015 年7 月前發表的11 篇隨機對照試驗進行
meta-analysis，發現在使用ACEI/ARB 的第3 ~ 5 期CKD 病人若再同時
使用pentoxifylline 6 到12 個月後，會比沒有使用pentoxifylline
的病人有更多減少蛋白尿和eGFR 惡化的效果。

14.2014 年Chen 等人於單一中心進行回溯性研究，分析661 位使用
ACEI/ARB 的第3 ~ 5 期CKD 病人，發現有使用pentoxifylline 的病人
比沒有使用的更晚接受腎臟替代療法，這現象在蛋白尿 > 1,000 mg/g 
的次族群中更明顯。

15.2015 年Kuo 等人利用台灣健保資料庫分析2000 年到2009 年有使用
ACEI/ARB 和EPO 且血清肌酸酐值大於6 mg/dl 的第5 期CKD 病人，證
明合併使用pentoxifylline 可再減少6% 長期透析或死亡的風險（HR: 
0.94, 95% CI: 0.90 ~ 0.99）。



III.Pentoxifylline 在慢性腎臟病治療的角色

16.Pentoxifylline 除了有證據支持在CKD 可以減少蛋白尿和腎
功能的惡化外，也有研究初步證實可以改善CKD 的貧血。

17.2015 年Bolignano 等人發表的meta-analysis整理到2015年6
月前的11篇以CKD 且貧血病人為實驗對象的研究（包括隨機對照
試驗、回溯性病例對照研究、和前瞻性無對照組研究），結果無
法證實pentoxifylline 可以改善CKD 的貧血，這可能是因為過去
相關研究數目不多、樣本數低、且研究質量不一致的緣故。

18.2015 年在澳洲執行的多中心、雙盲且有安慰劑的隨機對照試
驗，將第4 ~5期CKD（包括透析）且對EPO 反應不良者，分成接受
pentoxifylline 治療的實驗組27 人和接受安慰劑的對照組26 人，
追蹤4 個月後，發現雖然兩組間的EPO 抗性沒有差異，但是實驗
組的血色素較高且經濟效益較好。





III.Pentoxifylline 在慢性腎臟病治療的角色

綜合上述: Pentoxifylline
(1)是一安全性高且副作用少的藥物

(2)細胞和動物實驗發現有抗分裂、抗發炎和減輕腎功能惡化的效果

(3)臨床上也證明可降低糖尿病腎病變的蛋白尿惡化。

(4)臨床證據證明相較於單獨使用RAAS inhibitor，RAAS inhibitor 與

pentoxifylline 合併使用不僅能改善糖尿病合併有蛋白尿的病人的

血糖控制與蛋白尿惡化，更能延緩其腎功能的下降。

(5)透過資料庫分析，也證明在第5 期CKD病人不管是單獨使用

pentoxifylline 或是與RAAS inhibitor合併使用，都能延後接受腎

臟替代療法的時間，

(6)是否真能改善CKD 病人的腎臟預後如減少進入透析或死亡的風險仍需

後續大型、高品質且多中心的隨機對照試驗去證明。

(7)對於非糖尿病之CKD 或是CKD 的貧血的療效仍未明確，亦尚待後續研

究證實。



IV.酮基類似物在慢性腎臟病治療的角
色

1.低蛋白飲食是慢性腎臟病主要的治療方式，研究顯
示可以改善腎功能、降低蛋白尿及延緩病人實施洗腎，
在攝取足夠的熱量及良好的營養監測下，並不會造成
營養不良。

2.酮基類似物（ketoanalogue）在慢性腎臟病已有多
年使用的經驗及相關的研究，它可透過轉胺作用結合
身體多餘的胺基合成必需胺基酸，可降低含氮廢物及
尿毒素形成，並減少蛋白質的分解。

3.使用酮基類似物可將蛋白質攝取降至更低而不會造
成營養不良，且可改善病人的腎功能與預後。





IV.酮基類似物在慢性腎臟病治療的角
色

4.商品名在台灣為吉多利錠（Ketosteril）,為含
許多酮基對應的必需胺基酸與其他胺基酸組合的
補充錠。

5.酮基類似物之轉胺作用為雙向進行且與濃度相
關，當體內的胺基酸過多的情形下，身體就會傾
向分解酮胺基酸而不會將其合成新的必需胺基酸。

6.使用上必需同時合併限制蛋白質的攝取才能發
揮最大效用。



IV.酮基類似物在慢性腎臟病治療的角
色

7.吉多利錠（Ketosteril）的建議劑量為每天每
5kg 一顆，同時限制蛋白攝取方能達到療效，於慢
性腎臟病第3期後給與。

8.台灣健保規範為慢性腎臟病第5期才可使用。

9.研究顯示對慢性腎臟病有許多好處。小型的研究
顯示低蛋白飲食可以改善腎功能的惡化及預後。大
規模的隨機臨床試驗始終無法直接證實其療效。







IV.酮基類似物在慢性腎臟病治療的角色

10.1994, MDRD study:

(1)Modification of Diet in Renal Disease（MDRD）臨床試驗，

分為2 組

(2)MDRD A 組為低蛋白比正常蛋白（0.58 : 1.3g），

(3)MDRD B 組則是極低蛋白組合併酮基類似物補充比低蛋白飲食

（0.28 : 0.58 g），

(4)B 組病人的腎功能較A組差，以第4 期慢性腎臟病病人為主。

(5)低蛋白組病人的腎絲球過濾率呈現雙象（biphasic）變化，在

實驗早期低蛋白組的腎絲球過濾率較低，一般認為可能和低蛋

白飲食下降腎絲球壓力有關，而非腎功能真的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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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94, MDRD study:

(6)4個月後，低蛋白組腎絲球過濾率的下降開始減緩並持續到研

究結束。

(7)低蛋白組腎功能改善的趨勢，但二組仍未達統計顯著的

意義。

(8)可能是研究的時間不夠長，且MDRD 病人有一部分是多囊

腎的病人，腎功能惡化的速度較糖尿病慢，以致在3年的

研究無法看出差異。

(9)A組後續追蹤報告顯示低蛋白組在實驗結束6年後的腎功

能比起對照組較佳，提供我們低蛋白飲食對腎臟保護

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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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94, MDRD study:
(10)補充酮基類似物，可將蛋白攝取降至0.3 g/kg/day。

(11)B組顯示極低蛋白腎功能惡化速度較慢，但未達統計
上的顯著，病人進入洗腎及死亡也未明顯減少。

(12)MDRD B組的次族群分析，發現極低蛋白組的腎臟保護
作用和實際上蛋白質攝取量有關，若病人能真正限制
好蛋白攝取，功能的惡化及是可達到統計顯著的改善

(13)若病人每天的蛋白攝取能夠降低0.2 g/kg，則腎絲球
過濾率的下降速度可達每年1.15 ml/min/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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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94, MDRD study:

(14)若病人無法限制蛋白攝取，就算給與酮基類似

物補充也無法改善腎功能惡化。

(15)雖然MDRD試驗無法直接證實療效，但後續的追

蹤及次族群分析顯示，如果治療的時間夠長且病

人如能確實限制好蛋白質的攝取，是可以改善腎

功能的惡化及延緩進入透析。



IV.酮基類似物在慢性腎臟病治療的角色

11.極低蛋白組的死亡率上升多發生於開始透析數年
之後，不像是一開始限制蛋白所造成。

12.極低蛋白與死亡率上升是否真的相關仍是存疑的。

13.Chauveau 等對203 位在透析前接受過極低蛋白飲
食治療，且定期接受營養監測的病人10年的追蹤發現，
病人的死亡率在5年為79%、10年為69%，甚至較一般
透析病人來的好，顯示在良好的監測下，極低蛋白合
併酮胺基酸類似物是不會增加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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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Garneata 等對207位非糖尿病慢性腎臟病人15個
月的隨機研究也顯示，極低蛋白合併酮基類似物比上
低蛋白飲食，其進入透析或腎功能惡化的比率較低
（14 : 42)

15.低蛋白飲食可以改善非糖尿病慢性腎臟病人的腎
臟預後，對糖尿病腎臟病人就沒有那麼明確

16.低蛋白飲食在糖尿病和非糖尿病慢性腎臟病人腎
臟預後其實並無差異，因此仍需大型的隨機臨床試驗
來證實在糖尿病人的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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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極低蛋白加酮基類似物補充需限制蛋白到多少，
目前仍未完全清楚。

18.大型研究都是將蛋白質攝取限制在0.3 
g/kg/day，也有研究顯示較高的蛋白攝取（0.6 
g/kg）補充酮基類似物也有幫助。

19.酮基類似物的建議劑量為 5 kg/day 一顆，但
在台灣吉多利錠的健保上限為6 顆，遠低於建議
劑量。



IV.酮基類似物在慢性腎臟病治療的角
色

20.Cheng 等人對45 名慢性腎臟病人進行研究，發
現標準劑量比上較低劑量（每10kg 1 顆），腎功
能的惡化並沒有顯著差別。因此，仍需後續研究來

找出臨床上最佳的補充劑量及蛋白限制建議。

21.在目前2012 發表的酮基類似物補充的共識為，
蛋白質的限制為0.3 至0.6 g/kg/day，補充劑量為
5 kg/day 一顆。



IV.酮基類似物在慢性腎臟病治療的角色

綜合上述, 酮基類似物:

(1)酮基類似物可做為慢性腎臟病人低蛋白飲食治療的補
充治療。

(2)合併極低蛋白攝取可以改善尿毒素、降低蛋白尿、延
緩腎功能惡化及進入洗腎的時間；

(3)在良好的醫療及飲食監測下，並不會造成營養不良。

(4)對於酮基類似物的最佳補充劑量、蛋白攝取的建議、
以及對糖尿病腎臟病人的療效等議題，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