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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taminophen (paracetamol)是一種nonnarcotic止痛退燒藥，確實止痛之機轉不明，一般認
為作用在週邊，它具有微弱的抗發炎作用，可抑
制cyclooxygenase (COX) enzyme isoform、COX1、COX-2及COX-3 之作用[1] ，因為不具腸胃
道，血小板偏低，成癮等副作用因而普遍應用於
成藥及處方藥。過量使用acetaminophen產生之急
性肝毒性是常見之藥物中毒，急性腎毒性則較少
見。acetaminophen 為phenacetin之代謝物之一，
長期使用是否導致腎乳突壞死，止痛藥腎病變以
致於尿毒症、泌尿道癌症亦引起廣泛之注意，本
文將就目前現有之証據討論acetaminophen之急性
與慢性腎病變。

Acetaminophen之代謝及致病機轉
Acetaminophen經胃腸道吸收後30∼60分鐘後
達到血清最高濃度，在肝臟中經由三種途徑代謝
而後由腎臟排出：glucuronide conjugation (63%)，
sulfate conjugation (34%)，及microsomal oxidation (＜5%)，另有1%以unchanged form由腎臟排
出。過量服用acetaminophen時，肝臟中的glucuronide 及sulfate已飽和時，經由microsomal oxidation途徑代謝增加，acetaminophen急性毒性主要
靠NADPH、氧、及cytochrome P450 oxidase產生
可反應性代謝物：APBQI，這是一種electrophilic
quinon，可以和glutathione 結合成mercapturic acid
經腎臟排出，當glutathione用盡時則會和protein
sulfhydryl groups結合而產生細胞傷害。動物實驗
發現導致腎毒性的活性代謝物是in situ metabolic
activation而非經由遠端肝臟而來，在腎臟所負責
的enzyme是CYP2E1或P450 2E1，這些 藹’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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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皮質而不在髓質，這可以解釋acetaminophen急
性腎毒性大多是急性腎小管壞死，尤其是近曲小
管上皮細胞，對腎乳突，髓質及間質的影響較
小。N-acetylcysteine可以增加細胞glutathione的量
而保護肝臟細胞，但是動物實驗與臨床上的觀察
發現N-acetylcysteine對腎臟沒有保護作用甚至有
害，某些假設認為APBQI與glutathione結合後產
生的aminophenol-S-conjugate仍會經由r-glutamyltransferase activity對腎臟傷害。至於某些患者僅
單獨出現腎毒性，可能是由於另一條路徑由 paminophenol氧化或PBQI而產生腎毒性，而這條
pathway 是不需P-450酵素。目前並未在腎髓質找
到這些產生腎毒性的 纂A因此若是
acetaminophen
可能導致腎乳突壞死，或止痛藥腎病變，應該是
由其他代謝路徑而來[2-3]。
長期使用止痛藥所造成的腎病變(analgesic
nephropathy)大部份發生在45歲以上的婦女，長期
使用過多單種或數種混合成份的止痛藥，造成腎
乳突壞死，不可逆之腎髓質病變及間質腎炎，最
為大家所知的是phenacetin [4]。phenacetin是acetaminophen的前身物，可經由acetanilide部份代謝
成acetaminophen，phenacetin其主要的毒性來自於
代謝物p-phenetidin及p-aminophenol於腎髓質沈積
而導致止痛藥腎病變。acetaminophen也可以直接
deacetylation成p-aminophenol，所幸這並非主要代
謝途徑[3] 。在動物實驗上，單獨使用 acetaminophen 長達32週並不會造成正常老鼠腎臟的損
壞，但會造成已有腎盂腎炎的腎臟進一步損傷。

Acetaminophen急性腎病變
過量acetaminophen使用導致腎功能不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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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約佔所有acetaminophen急性中毒患者的1%，
當肝功能受影響時，比例升至5%，若嚴重到急性
肝衰竭時則腎病變的比例高達53%。急性腎病變
的表現以急性腎小管壞死為主，尤其近曲小管受
損最為明顯，在猛爆性肝炎產生時，則可能合併
hepatorenal syndrome。有少數的病例報告沒有肝功
能異常卻出現腎病變。臨床表現大都是在中毒的
72 至96 小時後，可以是寡尿性或非寡尿性腎衰
竭，氮血症可能在7至10天中逐漸加劇，而後在一
至四週後會漸漸恢復至正常，非寡尿性腎衰竭通
常病程良好可自行恢復，即使是寡尿性腎衰竭也
僅有少數患者可能嚴重至需要透析治療[2,5-6]。
由於患者出現腎功能或肝功能異常時可能
已無法測到血中acetaminophen的濃度，因此一
開始的病史詢問是診斷的重要依據。尿液檢查可
發現pigmented granular cast，蛋白尿及血尿，尿
液滲透壓接近血清滲透壓，尿液鈉離子濃度通常
＞20 mmol/L，如果是hepatorenal syndrome，則
尿液鈉離子濃度＜10 mmol/L，滲透壓也會明顯
高於血清滲透壓。血液檢查除了肝功能異常外，
不等程度的氮血症合併電解質異常，如低血鈉及
低血磷，原因可能是細胞間的重分配而非腎臟的
排出增加。組織病理學上顯示正常的腎絲球及血
管，腎小管壞死的範圍可以從近曲小管延伸至集
尿管，壞死的細胞殘渣及cast可見於腎小管管腔
內，腎小管細胞腫脹，基底膜則有斷裂，電子顯
微鏡上腎小管細胞腫脹，且失去了刷狀緣及微粒
體組織[2]。
雖然統計上80%中毒患者服用超過15 g以上
的劑量，但在某些患者例如本身有肝病，肝臟疾
病，同時服用刺激 P-450 酵素活性的藥物，如
carbamazepine、phenytoin、phenobarbital 、
rifampin、sulfonylurea、長期酒癮、飢餓、低蛋
白飲食，即使服用正常劑量(4 g/day)，也可能造
成毒性[2]。
Acetaminophen急性中毒的前四小時內，可
以使用活性碳減少吸收，當血中acetaminophen濃
度達到致毒劑量(4小時＞200 mg/ml或15小時＞30
mg/ml)時，可以給予N-acetylcysteine 140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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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劑量而後70 mg/kg每4小時給一次總共17個dose
來維持glutathione的量以和acetaminophen的活性
代謝物結合而保護肝臟。然而N-acetylcysteine卻
無法改善腎小管壞死，因此在單獨腎毒性發生時
並不建議給予[2]。少數嚴重急性寡尿性腎衰竭患
者需暫時透析治療。同時合併嚴重肝腎衰竭的患
者可以使用molecular absorbents recirculating system (MARS)進行albumin dialysis以便等待肝移植
或肝臟細胞再生[7]。

Acetaminophen與慢性腎衰竭
自從70及80年代phenacetin陸續為歐美國家
禁用之後，止痛藥腎病變佔尿毒症發生的比例顯
著減少[4]。焦點轉移至acetaminophen，最早有少
數病例指出acetaminophen可能造成腎乳突壞死及
止痛藥腎病變[8-9]，但McCrediet等報告91個腎
乳突壞死的案例，則認為acetaminophen並不會造
成腎乳突壞死或者腎盂癌、膀胱癌[10]。
在流行病學的研究上，有幾個大型的 case
control studies；Sandler等報告在554位新診斷腎
功能不全之患者(serum creatinine ≧ 1.5 mg/dl)與
516位對照組，每天長期使用acetaminophen和不
使用或偶爾使用的人比較，發生腎臟功能不全的
odds ratio為3.2 [11]。Perneger等人研究acetaminophen與尿毒症的關係，在716位ESRD的患者，
比較一年使用104顆以下的人，每年平均使用105
至365顆的人罹患ESRD的odds ratio為1.4，而使用
大於365顆/年的人罹患ESRD的odds ratio為2.1，
而一生累計服用超過5000顆者罹患ESRD的odds
ratio為2.4，顯示服用的量愈多，與ESRD的關係
愈密切[12]。Fored等人研究918位新診斷慢性腎
衰竭患者，其中包括了各式各樣的 underlying疾
病，規則性服用acetaminophen的患者中有慢性腎
衰竭的危險性是未服用的患者的2倍，一生累計
用量愈高風險愈大，與服用時間的長短無關，規
則性服用acetaminophen達7,500 g 年或 1.4 g
天以上者慢性腎衰竭的odds ratio為5.13 [13]。縱
使這些case control studies說明了長期服用acet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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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phen與腎臟病有關，然而因為研究方法的問題
招致嚴厲的批評，而且無法說明因果關係，例如
是否這些慢性腎臟病患者本身即合併他種疾病而
常常需要止痛藥或者醫師因為患者有腎臟病因而
處方acetaminophen 而不給予 NSAID [4,14]。
Rexrode與Kurth等人在Physicians' Health Study
(PHS) cohort study中，研究4,494位腎功能正常的
男性，長期追蹤了14年，發現偶爾或中劑量的使
用acetaminophen (＞7,000顆 14年)並不會造成腎
功能的下降[15-16]。
Acetaminophen與其它止痛藥(如：aspirin、
NSAID、caffein、codein)等合併使用是否會有腎
毒性或比使用單一種止痛藥更具腎毒性呢？極少
數的實驗顯示當acetaminophen與aspirin長期合併
使用則造成老鼠腎髓質及間質不可逆的傷害。流
行病學的case control study結果並不一致，以目
前現有証據還無法下結論[17]。

Acetaminophen 在慢性腎衰竭患者
之使用
Acetaminophen 是在肝臟代謝經由腎臟排
泄，腎衰竭患者使用acetaminophen時不須減量，
當腎功能不好時血中glucuronide及sulfate conjugate濃度會上升，腎衰竭患者合併肝臟疾病時須
小心使用避免肝毒性。由於目前的研究無法顯示
acetaminophen會造成止痛藥腎病變或尿毒症，或
者對其它腎病變產生惡化，加上不具腸胃道，血
小板降低的副作用，1996年美國腎臟基金會建議
對於慢性腎臟疾病的患者患有輕度到中度疼痛時
acetaminophen是首選的nonnarcotic止痛藥[17]，
時至今日結論仍是如此[1]。

結語
Acetaminophen以正常的劑量短期或長期單
一藥物使用，對健康成人而言，以目前的証據尚
無法證實會有腎毒性，acetaminophen中毒產生的
急性腎病變不多見，大都是可逆性的急性腎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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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死，N-acetylcysteine可以保護肝臟卻無法預防腎
病變。長期大量服用acetaminophen或者與其它止
痛藥合併使用，目前仍缺乏有力的証據支持它會
造成止痛藥腎病變或慢性腎衰竭的惡化，但長期
服用止痛藥並不值得鼓勵。Acetaminophen對慢性
腎衰竭的患者目前沒有証據會使腎功能進一步惡
化，所以還是腎衰竭與透析患者的首選止痛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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