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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病人之腎臟疾病照護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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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腎病變共有五個階段，過去對於腎
病變的認識，在於開始出現輕微蛋白尿、血壓升
高，與 eGFR 下降、RAAS 活化相關，但在出現腎
功能下降之前，病人可能已經處於糖尿病腎病變
前期，此時會出現過度過濾 (Hyperfiltration) 的
現象，導致 eGFR 有上升的情形 1-2。過去研究發
現，病人開始產生蛋白尿後，因心血管事件導致
死亡的風險增加，蛋白尿為一個心血管風險的重
要預後因子，且當 eGFR < 60 mL/min 後，死亡
風險會明顯上升。當腎臟發生病變時，導致水分
的滯留、水腫等狀況，進而影響心臟的功能，造
成心腎共病的結果。微量蛋白尿在其中扮演重要
的角色，其代表了全身性的上皮細胞與 RAAS 活
化問題，為心血管事件的開端，而後經歷腎功能
下降、腎臟衰竭等，導致心臟功能的下降、心衰
竭，儼然成為死亡率的重要指標 2。

世界上洗腎的比例正在上升，亞洲地區上
升尤其明顯，全世界約有 20 至 40% 的糖尿病

病人發展至糖尿病腎病變，台灣則高達 40 %。
2017 年，台灣的洗腎病人約有七萬八千人，其中
約 50 % 的洗腎病人為糖尿病病人 3-4。若有早期
的慢性腎臟病變，其平均餘命會減少 6 年，若為
糖尿病病人則減少 10 年，若為糖尿病腎病變則
減少 16 年，總結以上可知，糖尿病腎病變的早
期控制、治療，是目前重要的臨床議題 5。

 心臟疾病的治療與介入性處置日新月異，
也增加了相關疾病的預後改善，但腎臟病變能
進行的處置有限，若糖尿病病人發生了蛋白尿，
後續的處置仍然以疾病控制、藥物控制為主。
第一，良好的控制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等三
高問題，仍然是最重要的治療目標。糖尿病腎
病變的風險因子，包含了年齡、性別 ( 男性 )、
種族、家族病史、基因、三高、肥胖、腎臟損傷、
抽菸、高蛋白飲食等等，其中三高為有研究證
實能改善微蛋白尿風險的因子。良好控制血糖
可以減少 33% 的微蛋白尿風險，且良好控制血
壓也可以減少 37% 的微蛋白尿風險 6。雖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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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SGLT-2 抑制劑之腎臟保
護機轉

從 現 有的 研 究 證 據中 發 現，SGLT-2 抑 制
劑的排 鈉、排糖 效 果受限 於腎功能，當 eGFR
小 於 60 mL/min 時，幾 乎沒 有 排 糖 效 果，但
eGFR 大 於 30 mL/min 的病人 族 群皆 發 現 心
臟、腎臟保護效果，其與 HbA1c 的下降程度不
完全相關，同時體重減少、血壓下降的情況，也
與腎功能的變化無關，表示其有排糖、排鈉以
外的保護機轉存在 11。

當 RAAS 活化，會造成出球小動脈收縮、
入球小動脈擴張，致使腎絲球的壓力上升，進
而造 成 上 皮 細 胞的 損 傷、足 細 胞 (podocyte)
的 完 整 性 被 破 壞、 腎 小 球 硬 化 (focal 
glomerulosclerosis)，初期會出現蛋白尿的狀
況，往後會造成腎元的死亡。腎元的數量下降

時，剩餘的腎元凋亡速度會加快，致使病程速
度的加快。此外，糖尿病也會造成腎臟血壓上
升、高血壓，其機轉來自於人體會傾向保留鈉
與糖到體內，因此糖尿病的病人血糖升高時，
腎臟會增加近端透過 SGLT 再吸收糖與鈉，此
時流到後端的鈉離子下降，使得 RAAS 活化導
致入球小動脈擴張，此時 eGFR 上升。當活化
到一定程度，後段鈉離子的量足夠後，便會停
止這個機制，此時 eGFR 又會下降，形成了腎臟
過濾率先升後降的現象。

SGLT-2 抑制劑阻斷了鈉、糖的的再吸收，
阻 斷此活 化 機 轉，使 得腎 絲 球內的壓 力下降
約 6 至 8 毫 米 汞 柱 (mmHg)，同 時 使 入 球 小
動脈收縮，減少蛋白尿的情況，其降低腎絲球
壓力的效果類似於 RAAS 阻斷劑 (ACEI、ARB
等 )。由於 SGLT-2 的降壓機制，與其鈉、糖再
吸收的量有關，形成的自我調節的作用，而非
強制收縮入球小動脈，因而發生急性腎臟損傷
的風險較低。此腎臟保護機轉來自於腎小管腎
絲 球 回 饋 (Tubuloglomerular feedback)，
當藥 物阻斷了 SGLT-2，會使 近 端 小管中鈉的
再吸收下降，並在腎小管後端經由鈉 - 鉀 - 二
氯通道再吸收回細胞內，而後經由鈉鉀幫浦消
耗 ATP 排出細 胞。此過程中消耗 ATP 產生的
adenosine，具有使入球小動脈收縮的功能，此
回饋反應造成 SGLT-2 抑制劑的腎臟降壓效果。
過去的利尿劑由於是直接阻斷鈉離子通道，增
加鈉的排除，未經鈉鉀幫浦消耗 ATP 的過程，
因此不具有此回饋機制帶來的保護效果。

糖尿病病人的近端小管再吸收鈉和糖時，
會 造 成發炎 反 應，同 時 細 胞內的 鈉 離 子 需要
鈉鉀幫浦耗能排出，致使近端小管缺氧，會轉

究中指出對於大血管病變，嚴格的三高控制並未
看到明顯好處，但對於小血管病變、腎臟疾病風險
仍有額外好處，能夠有效地延緩病程的進展 7-8。

除了良好的控制三高外，使用 RAAS 阻斷
劑也有額外的治療好處。糖尿病病人的 RAAS
會區域性的過度活化，致使腎絲球的出球小動
脈收縮，導致壓力的上升。RAAS 阻斷劑 ( 例如
ACEI、ARB 等 ) 相較於 CCB 類藥物，為擴張出
球小動脈的機轉，在病人出現蛋白尿症狀後，
使用阻斷 RAAS 的藥物能有效的改善其發生腎
功能惡化、洗腎及死亡的風險 9-10。但在後續的
臨床試驗中，例如使用腎素 (Renin) 的直接阻
斷劑，並未看到腎臟疾病的相關好處，仍然需
要其他臨床藥物治療上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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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SGLT-2 抑制劑之臨床試
驗數據

伍、總結

對於糖尿病腎病變的病人，或者是針對藥
品可能有的腎臟保護效果，在臨床數據的判讀
上，會針對三個部分：血中肌酸酐 (Creatine) 濃
度變為兩倍的時間、至需要洗腎的時間、死亡，
其他則包含各種腎臟病變的相關指標。從過去
的臨床試 驗中，例如 EMPA-REG、CANVAS，發
現不同的 SGLT-2 抑制劑與安慰劑相比，皆可下
降約 40 % 的腎臟 疾病風險 15-18。若病人尚未
出現蛋白尿，SGLT-2 抑制劑的使用有停止腎臟
病變發生的可能，若已經有蛋白尿的症狀，則有
降低 eGFR 下降速度的效果。一般慢性腎臟病
的病人，每年 eGFR 約降低 10 mL/min，有使用
RAAS 抑制劑約降低 5 mL/min19。 臨床研究中
發現使用 Canagliflozin 治療後每年約降低 1.85 

SGLT-2 抑制劑與過去降血糖藥品不同的
機轉，以及其心臟、腎臟保護效果，為糖尿病腎
病變的病人帶來全新的治療方向與可能性，無
論有無發生蛋白尿，皆有一定的保護效果，尤其
發生巨觀蛋白尿的病人保護效果尤佳。若病人
尚未發生蛋白尿，也有減緩、停止其發展至慢性
腎臟疾病的效果，未來也有做為預防糖尿病病
人惡化至腎臟病變的潛力。

mL/min，可延緩達到洗腎標準的時間，同類的
藥品 Empagliflozin 也有相同的效果 (HR 0.51, 
95% CI [0.31-0.81], p=0.010)，若根據病人的
腎功能進行次群組分析，發現 eGFR 的變化並
未顯著影響藥品的保護效果 17, 19, 20。同時，若
在使用 ACEI、ARB 的基礎下，由於其機轉可拮
抗使用 SGLT-2 抑制劑可能發生的回饋作用，
相較於單用 SGLT-2 抑制劑，其對於心臟、腎臟
的保護效果顯著增加，此為未來控制糖尿病腎
病變的治療趨勢。若針對已有慢性腎臟疾病的
病人使 用 empagliflozin，發 現 其發生心臟 相
關疾病，如心衰竭住院、心因性死亡、死亡率等
的風險降低 16, 19。

換 Fibroblasts 轉 變 成 myofibroblast，減 少
Fibroblasts 原本製造 EPO 的量，因此在糖尿
病腎病變的病人身上觀察到，貧血會發生的比
腎臟功能衰退的速度還快，同時也在研究中發
現相較於 HbA1c，減少心因性死亡的風險與血
紅素的變化較為相關 12-13。

腎臟 除了 SGLT-1、SGLT-2 等回收 鈉 的通
道外，NHE3 也是高比例回收鈉的通道之一，而
SGLT-2 抑制劑同時也拮抗 NHE3 的作用，減少
代償效應可能造成的反面效果，增加腎小管腎
絲球回饋 (Tubuloglomerular feedback)。與傳
統利尿劑相比，其組織間液的量不會上升，可減
少組織間水腫問題，且因機轉減少 RAAS 活化，
降低交感神經活性，較少反射性的心跳增加、腎
前氮血症 (pre-renal azotemia) 的問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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