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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天然水蛭是目前自然界中已知 強的凝血酶抑制劑。它不僅僅能夠抑制凝血瀑布，同時

可以結合凝血酶起到抗凝作用。現代重組技術生產的重組水蛭素更加純淨並量化抑制凝血酶。本

文探討中藥水蛭製劑在腎臟病中應用。 

 

[關鍵詞] 水蛭製劑；腎臟病；應用 

水蛭屬於中藥蟲類藥範疇， 早記載於《神農本草經》並認為其「主逐惡血、瘀血、月閉、

破血瘕積聚、利水道。」《本草綱目》載水蛭：「咸走血，苦勝血。水蛭之咸苦，以除蓄血，乃

肝經血分藥，故肶通肝經聚血」。《本草經百種錄》認為「水蛭 喜食人之血，其性又遲緩善入，

遲緩則生血不傷，善入則堅積易破，借其力以攻積欠之滯，自有利而無害也」。水蛭性苦味咸平，

有毒，入肝、膀胱經，功用破血瘀、散積聚、通經脈、利水道，臨床用治蓄血、癥瘕、積聚、婦

女經閉、乾血成癆、跌撲損傷、雲翳等症。而無瘀血停聚、體弱血虛、孕婦忌服。 

在現代藥學發現肝素之前，水蛭素一直是臨床應用的唯一抗凝劑。大量臨床及藥理學研究

表明[1]，水蛭素是目前有效、安全的凝血酶抑制劑。它可以降低凝血過程中血纖維蛋白肽A的減

少速度，抑制凝血酶水解纖維蛋白原形成纖維蛋白。水蛭素高效特異性與凝血酶結合[2]，從而使

凝血酶失去裂解纖維蛋白原為纖維蛋白的能力，進而阻滯纖維蛋白的凝固，同時抑制凝血酶催化

的止血反應以及凝血酶誘導的血小板反應， 終達到抗凝的目的。水蛭主要活性成分水蛭素效果

明顯而副作用少。其臨床作用有抗血栓形成、降血脂、改善血液流變性、抗炎、抗增殖及纖維化、

改善缺氧狀態、保護血管內皮細胞等。水蛭素尤其適用於肝素誘導的血小板減少。人類合成的水

蛭素如來匹盧定（lepirudin）、地西盧定（desirudin）、比伐盧定（Bivalirudin）已經美國FDA

的認證，並在臨床得到廣泛使用。 

天然水蛭素是一條含65或66個你塞酸殘基組成的單鏈多肽[3]，分子量為7kD，其N末端有3

對二硫，使肽鏈繞疊成密集形核心環肽結構，對蛋白結構起穩定作用。其N末端含活性中心，能

識別凝血酶碱性氨基酸富集位點，並與之結合。天然水蛭素第63位的酪氨酸殘基被硫酸化，而

重組水蛭素沒有這個特殊的結構，因此後者抗凝比活性有所下降。水蛭素肽鏈中部有一個由

Pro-Lys-Pro組成的特殊序列，不被一般蛋白酶降解，這有助於維持水蛭素分子的穩定性並引導

水蛭素分子以正確的方向與凝血酶分子結合。 

水蛭製劑幾乎完全在腎臟代謝[4]，半衰期依賴於腎功能，波動範圍在1-200小時，使用時需

固體化調整。使用水蛭大出血發生大約15%，需要密切監測凝血功能，如蛇靜脈酶凝血時間、

APTT，以減少大出血風險。 



 

1 抗凝預防血栓 

慢性腎臟病由於多種原因處於高凝狀態，並容易發生心腦血管缺血性事件。在腎病綜合症

時更容易發生血栓事件，抗凝是腎病綜合症治療的重要原則之一。同樣凝血異常可進一步導致腎

臟損害，且凝血異常進一步導致治療反應差。 

吳文先等[5]觀察水蛭對兒童原發性腎合症（PNS）高凝狀態的影響，發現應用水蛭和肝素治療

後，均明顯降低腎病綜合症兒童的Fib及D二聚體，說明二者對原發性腎病綜合症高凝狀態均有廣

泛的作用，治療後水蛭素治療組D二聚體與對照組比較有統計學差異，說明水蛭溶作用可能較肝素

更強；而水蛭對PT、APTT影響較小，故無普通肝素易併發出血、需要監測凝血時間等弊端。劉進

等[6]研究脈血康對原發性腎病綜合症（PNS）患者血脂和血液流變特性的影響。結果顯示治療組緩

解原發性腎病綜合症患者高凝態、高血脂症、減少尿蛋白的丟失明顯高於對照組（P<0.01）。 

腎病綜合症中膜性腎病更易發生血栓事件，深靜脈血栓發生比例約30-40%。李開龍等[7]總

結87例特發性膜性腎病（IMN）患者使用水蛭素治療的近期療效和副作用。回顧生分析1998-2006

年經腎活檢證139例腎病綜合症型（腎功能正常）IMN患者，分成水素組、潘生丁組。水蛭素組

24h尿蛋白定量下降的速度比潘生丁組快，治療2月後出現顯著性差異（P<0.01）；水蛭素組肌

酐清除率上升的速度更明顯。治療後半年與治療前相比，兩組24h尿蛋白定量、血漿黏度、纖維

蛋白原、膽固（TC）、甘油三酯（TG）和低密度脂蛋白（LDL）均顯著下降（P<0.01），血漿

白蛋白顯著升高（P<0.01），血肌酐和Hb在絕對數值上也有下降；在水蛭素組治療後半年高密

度脂蛋白（HDL）較治療前有顯性上升（P<0.01），TG的下降和HDL的升高潘生丁組相比出現

顯著性差異（P<0.05）。 

糖尿病腎病同樣存在凝血障礙，易發生心肌梗死、腦梗塞等血栓事件。胡寶峰[8]觀察水蛭膠

囊對104例不同時期糖尿病腎病患者的血液流變學影響，血液流變學9項指標中體外血栓乾重與

長度，全血黏度高切、低切、血漿黏度高切、纖維蛋白原、膽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較

治療前有顯著差異（P<0.05）。同時對尿蛋白排出有明顯治療作用，提示水蛭膠囊對糖尿病腎

病患者血液流變學總體及尿蛋白排出有顯著影響。 

陳香美等[9]開展的基礎研究表明重組水蛭素能夠減少腎小球內纖維蛋白相關抗原沉積，減輕腎

小球系膜細胞增殖和腎小球硬化，減輕蛋白尿和低蛋白血症，改善腎功能；同時重組水蛭素對糾

正5/6腎切除大鼠的高脂血症也非常有效，尤其能糾正高甘油三酯血症。 

也有研究表明水蛭素可應用於血液透析抗凝，在透析中起到抗凝作用外，由於水蛭素在腎

臟清除差，可延長抗凝時間從而預防血栓事件發生[10]。肝素是當前長期血液透析患者抗凝的主

要藥物，但是其半衰期短、容易發生肝素誘導的血小板減少。有研究觀察了聚乙二醇水蛭素對

HD抗凝的有效性、安全性和耐受性。觀察20例終末期腎衰竭患者，每周透析治療3次平均每次

4.3小時結果發現聚乙二醇水蛭素有很好的耐受性，並未見嚴重不良事件或出血併發症。與肝素

相比兩組安全性並無顯著差異。 

 

2 減少蛋白尿 



蛋白尿、微量白蛋白尿是診斷腎臟損害的重要標記，同樣蛋白尿在促進腎臟病進展的因素

中非常重要，對於高血壓、痛風、糖尿病等患者微量白蛋白尿還是血管內皮損傷的標記。 

李瑩等[11]研究水蛭素對以尿微量白蛋白（UA）為主要表現的糖尿病腎病和高血壓腎病患者

影響。將尿微量白蛋白篩均為陽性的糖尿病腎病和高血壓腎病患者60例隨機分為治療A組；治療

B組及對照組，各20。A組患者全程口服含水蛭素藥物腦血康；B組患者靜脈輸注水蛭素藥物疏

血通治療15d後再口服腦血康治療。觀察6個月。發現A組患者治療1個月後尿微量白蛋白較治療

前有顯著改善（P<0.05），B組患者治療15天後尿微量白蛋白較治療前有顯著改善（P<0.05）；

A、B組患者凝血功能5項指標改善優於對照組（P<0.05）。提示水蛭製劑有降低微量白蛋白尿、

改善高凝狀況的作用。 

李開龍等[12]使用水蛭素治療以血尿為主要表現IgA腎病患者，選擇1998-2007年腎組織活檢

病理證實，以血尿為主要表現的IgAN患者262例，按口服水蛭素（腸溶脈血康膠囊）和潘生丁不

同，分成水蛭素組和潘生丁組。兩組患者治療半年後，水蛭素組尿紅細胞畸形率及計數和24h尿

蛋白定量均較治療前顯著下降（P<0.01），且顯著低於潘生丁組（P<0.05）；水蛭素組Ccr較治

療前明顯升高，並顯著高於潘生丁組（P<0.01），抗凝作用明顯強於潘生丁（P<0.01）。 

史偉等[13]評估水蛭注射液治療糖尿病腎病的療效，在糖尿病治療的基礎上，加用水蛭注射

液靜滴。結果表明水蛭注射液能顯著改善DN患者的血脂、血液流變學，且水蛭注射液改善腎功

能，明顯緩解肢體麻木刺痛、口唇爪甲紫暗等臨床症狀。 

王鋼等[14]報道水蛭粉治療原辨證方藥療效不顯著的慢性腎炎32例，給予水蛭粉每次1.5-2.0g，

每天2次。觀察45天後完全緩解4例，基本緩解7例，有效15例，無效6例，總有效率為81.3%。

尿 蛋 白 平 均 降 低 1 . 1 7 8 ± 0 . 3 3 g 。 1 8 例 伴 水 腫 者 ， 1 1 例 全 消 ， 7 例 減 輕 ， 

3例無效。因此認為水蛭有利尿消蛋白作用。 

實驗研究證實水蛭製劑可以減少蛋白尿。李琳等[15]通過應用中藥水蛭干預糖尿病腎病大鼠，發現

8周後大鼠腎重指數較模型組下降（P<0.01），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下降（P<0.01），血清IV

型膠原表達下調（P<0.01），因此推測水蛭對糖尿病乂鼠腎臟的保護作用可能與滅少IV型膠原

的表達有關。餘輝等[16]實驗發現替米沙坦與水蛭合用干預DN大鼠後大鼠腎臟肥大指數減小；腎

功能各項指標（BUN、Ccr、UA）、24h尿蛋白排泄量都顯著低於對照組，病理改變減輕，且療

效優於單用替米沙坦組，提示水蛭與替米沙坦合用有協同治療作用。 

 

3 抗纖維化延緩腎臟病進展 

慢性腎功能不全發病機制主要為腎小球硬化、小管間質纖維化。從臨床角度及病理來看水

蛭減少蛋白尿、抗凝、抗炎、調脂作用而延緩纖維化進展。同樣慢性腎臟病患者腎小球局部存在

凝血異常，而凝血異常可刺激腎小管間質纖維化。水蛭素作為凝血酶特異性抑制劑，能與血漿中

游離的並已和纖維蛋白結合的凝血酶結合，具有抗凝、抗血小板聚集、抑制血栓形成，善血液流

變學等作用，緩解了凝血系統參與所致的腎臟局部炎症反應對腎組織的損傷。 

對於水蛭抗纖維化的研究日益深入，許慶友[17]採用大鼠單側輸尿管結紮動物模型導致腎間

質纖維化，通過對水蛭抗纖維化的研究的進展。魯盈等[18]研究水蛭素可顯著抑制OX-LDL誘導活

化巨噬細胞導致的系膜細胞TGF-β和FN-Mrna表達上調，提示水蛭素可能通過抑制系膜細胞



TGF-β和FN的過度表達而抑制腎硬化的發生。任現志等[19]比較黃耆、水蛭、水蛭素及水蛭黃耆

配方對大鼠腎小球系膜細胞（GMCs）生長周期、凋亡的影及凋亡的形態學觀察。應用流式細胞

儀檢測GMCs生長周期與凋亡。發現水蛭、水蛭素、黃耆、水蛭黃芪配方含藥血清均能使大

量GMCs處於G0/G1期，與對照組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0.01）；並能提高GMCs凋亡率，水、

水蛭黃耆配方與對照組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0.01）。該研究表明水蛭及水蛭素含藥血清均能

阻止大鼠GMCs生長周期進入S期從而達到抑制增生的目的，且能提高GMCs生長周期的凋亡率。

同樣觀察了[20]黃耆、水蛭對大鼠系膜細胞外纖維連接蛋和IV型膠原的影，各組含藥血清均能明顯

降低經LPS刺激後體外培養的大鼠GMCs產生FN的含量。水蛭抑制GMCs產生IV型膠原的。說明

水蛭劑量依賴地抑制大鼠GMCs產生FN和IV型膠原。 

陳香美[21]通過體外研究認為凝血酶是腎小球內凝血過程的關鍵酶，且促進系膜增殖和促進

系膜細胞表達黏附分子-1（ICAM-1），在基因轉錄和（或）蛋白質修飾水平調節人腎小球系膜

細胞增生和基質增加，並參與腎小球重構及炎症性損傷。而水蛭素可以特異地阻斷凝血酶的這些

作用。凝血酶不僅是腎小球內凝血過程的關鍵酶，而且在增殖性腎炎的系膜增殖和炎細胞浸潤過

程中起重要的作用。採用水蛭素等進行抗凝治療不僅能夠防治血栓栓塞併發症，而且有可能具有

間接的抗增殖和抗炎細胞浸潤的作用，從而抑制纖維化的發生和進展。 

 

4 總結與展望 

水蛭屬於蟲類藥物，蟲類藥物具有血肉有情、走竄通達、破血行血、疏逐搜剔、化痰散結等特

點。慢性腎臟病具有久病、難治、進展等特點。葉天士認為疾病「初為氣結在經，久則血傷入絡，

輒仗蠕動之物鬆透病根，久則邪正混處其間，草木不能見效，當以蟲蟻疏逐。」而張錫純認為：「凡

破血之藥，多傷氣分，惟水蛭味咸專入血分，對氣分絲毫無損，破瘀血而不傷新血。」因此從中醫

角度來講，水蛭可以有效治療慢性腎臟病。腎臟病患者常常存在高凝、易栓狀態，而腎臟病的進展、

併發症、合併症與凝血異常相關。從現代醫學角度講抗凝在治療腎臟病有重要地位，選擇水蛭製劑

治療腎臟病合併高凝狀態有很大優勢。 

另外水蛭製劑抗凝有自身優勢，如低分子肝素抗凝皮下注射不方便，華法林抗凝同樣存在

一定風險，臨床預防血栓可考慮使用水蛭製劑；臨床中使用肝素可能導致HIT發生，此時可用水

蛭製劑代替；CKD如果合併明顯的心腦血管病，如缺血性中風、冠心病等臨床可慮聯合應用水

蛭製劑提高療效。需要注意的是當內生肌酐清除率低於60mL/min時，水蛭素的給藥劑量必須減少
[22]，對於腎功能衰竭的病人應禁止使用水蛭素，這也是水蛭有毒的中藥特點。有研究表明多達40%

的使用Lepirudin治療的患者會產生抗水蛭素的抗體，雖然這些抗體中大部分不具有臨床效應，但有些

可以延長Lepirudin在血漿中的半衰期，從而導致藥物在體內的積累。此外如果患者體內已產生了水

蛭素抗體，若再次使用水蛭素治療時，可能會發生過敏性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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