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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2019年年末，一個突然間神秘出現，傳

染力強而來源未知的新冠病毒疾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自中國湖北省武漢市
開始蔓延。此種病原體在稍晚被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確認為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在2020年3月，世衛組織正式宣
佈疾病全球大流行(pandemic)，於此同時，新冠
肺炎疾病幾乎已散布至全球每一個國家。新冠肺

炎的侵犯以及症狀以呼吸道為主，其症狀表現自

乾咳，氣促以至最嚴重的急性呼吸道窘迫症候群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皆有
之。除了呼吸道侵犯外，其他器官系統包括心血

管系統、中樞神經系統、消化系統，甚至泌尿系

統皆可受其影響。腎臟，作為過濾血液與體液平

衡的中樞，無形中暴露於病毒暴露與影響的風險

中。腎臟方面的異常可以多種形式表現：無症狀

的急性腎損傷(acute kidney injury)，血尿或蛋白
尿，尿量減少或血清肌酸酐(creatinine)升高。腎
臟活體組織切片在光學顯微鏡底下可見急性腎小

管受損(acute tubular injury)，微血管內紅血球聚
集與纖維蛋白血栓(intracapillary RBC aggregation 
and fibrin thrombus)，電子顯微鏡底下甚至可見
疑似病毒顆粒於小管細胞(tubular cells)與足細胞
(podocyte)內堆積。新冠肺炎的疾病嚴重程度會
影響急性腎損傷的發生率。舉例而言，在嚴重而

合併急性呼吸道窘迫症候群的新冠肺炎族群，急

性腎損傷的發生率可以高達95%(1)。 此外，急性

新冠肺炎與急性腎損傷

腎損傷的發生以及腎損傷嚴重程度與臨床預後相

關(2)。因此，本文就新冠肺炎與急性腎損傷之關

係做一回顧整理。

冠狀病毒與急性腎損傷之流行病學

在2003年亞洲地區所流行之嚴重急性呼吸
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與
2012年流行於中東之中東呼吸症候群(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急性腎損傷之發生率由
6% - 51%不等，且發生急性腎損傷之病人具有
高死亡率(50-90%)(3)(表1)。新冠病毒之急性腎損
傷發生率會依地域，病人臨床狀況(如門診，住
院，加護病房等)，病人本身共病症多寡，以及
新冠肺炎疾病嚴重程度不同而相異。在作者於

2020年中所作的統合分析發現，新冠肺炎的急性
腎損傷發生率為8.9%(1)。在Akram等學者於住院
之社區型肺炎的研究中發現，急性腎損傷之發生

率為18%(4)。此外，在另一篇關於2009年H1N1病
毒引起之肺炎，若病人需要插管使用機械通氣，

則急性腎損傷之發生率可高達51%(5)。 

新 冠 病 毒 造 成 腎 損 傷 的 病 態 生 理 學
(pathophysiology)

急性腎損傷之病因可依據相對於腎臟之位

置，劃分為1.  腎臟得到之血液灌流不足(腎前
性)；2. 腎臟實質功能單位發生病變(腎中性) ；
與 3. 腎臟後方阻塞或狹窄(表2)。本文後敘目前
文獻所回報，與新冠肺炎病人發生急性腎損傷之

相關病態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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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器官失調症候群

除了發燒，乾咳，全身無力或呼吸道分泌

物增加等症狀，新冠肺炎可能會引發一連串失調

之免疫反應，尤其是在藥物治療的效果不理想的

狀態之下。最重要的危險因子包括休克，敗血症

以及組織低灌流狀態(6)。肺部往往是第一個被影

響的器官，從輕微的缺氧到急性呼吸道窘迫症候

群。一連串的器官失調往往會連帶影響到腎臟正

常運作。造成腎臟影響之危險因子有：年紀、男

性、共病症多與慢性腎臟病病史(2)。

SARS-CoV-2病毒直接攻擊腎臟細胞
Pan等學者發現新冠病毒具有使腎臟近端腎

小管細胞以及末端細胞病變的能力(7)。基礎研究

發現，新冠病毒可經由兩個接受器進入宿主細

胞內：血管張力素轉化酶2接受器(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 receptor)以及跨膜絲氨酸蛋
白酶2(cellular transmembrane serine proteases)。
上述兩個接受器在腎臟末端細胞與腎小管上皮細

胞接有高度表現(8)。

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相關之急性腎損傷

在敗血症以及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之病人中

最大的特色即為細胞激素調控失常(dysregulation 
of cytokine)，免疫失調引起之系統性發炎，易導
致病人後續產生急性腎損傷。此外，急性呼吸窘

迫症候群之病人併發之缺氧會造成心肌細胞功能

失調。因病人呼吸衰竭而使用的機械性通氣本身

也會經由也會經由允許性高碳酸血症(permissive 
hypercapnia)，壓力性損傷(barotrauma)以及生化
損傷(biotrauma)等機制增加急性腎損傷之風險。
Hirsch等學者發現在需要使用機械通氣的新冠肺
炎病人身上，發生急性腎損傷的風險會上升10.7
倍(9)。 McNicholas等學者同時也發現大約有40%
急性呼吸道窘迫症候群的病人合併有急性腎損

傷，並且急性腎損傷的發生會增加病人死亡率
(10)。

細胞激素風暴症候群 ( c y t o k i n e  s t o r m 
syndrome)

細胞激素風暴症候群的特色為血漿中大

量上升的介白素-2, -7 and -10(interleukin-2, -7 

病毒 /統計數據 急性腎損傷發生率 (95% confidence interval) 死亡率 (95% confidence interval)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Not available 86.6% (77.7-93.5%)

中東之中東呼吸症候群 (MERS) Not available 68.5% (53.8-81.5%)

新冠肺炎 (COVID-19) 8.9% (4.6-14.5%) 76.5% (61.0-89.0%)

表1  冠狀病毒之急性腎損傷發生率與發生後之死亡率(1,3)

表2  常見之急性腎損傷原因

分類 /細項 新冠肺炎病人常見原因 非新冠肺炎病人常見原因

腎前性 (pre-renal)
體液缺乏，敗血症，心臟衰竭，藥物 (NSAID, 
ACEI/ARB)，系統性發炎，細胞激素風暴症候群

肝腎症候群，心腎症候群，高血鈣，神經性休克

腎中性 (intrinsic renal)
腎小管上皮細胞與足細胞感染，急性腎小管壞

死 (acute tubular necrosis)，藥物 (NSAID, proton 
pump inhibitor, antibiotics)

腎絲球腎炎，間質性腎炎，病毒感染，細菌感染，

橫紋肌溶解，溶血，腫瘤溶解症候群

腎後性 (post-renal) 無
攝護腺肥大，神經性膀胱，後腹腔纖維化，泌尿

道結石，泌尿道腫瘤，血塊

197

152021, Vol.64, No.4



T A I W A N     M E D I C A L   J O U R N A L

學術

and -10)，顆粒球聚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腫瘤壞死因子α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以及其他細胞激素。
受到新冠病毒所驅動的過度發炎反應，類固

醇(steroid)，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以及其他生物製劑例如介白素
一號阻斷劑(IL-1 blockade)對新冠肺炎所引起的
過度發炎可能有益(11)。

急性腎損傷的治療

目前並沒有有效的抗病毒藥物，針對新冠

肺炎引起的急性腎損傷的處理大部份為支持性療

法，而且是依據過去重症治療與敗血症病人治療

的經驗。治療的選擇亦大量依賴病人所處地域位

置之醫療提供者的資源。目前根據新冠肺炎所導

致的急性腎損傷，治療大致涵蓋以下幾個面向：

1. 臨床醫師的早期警覺，有助於早期發現
新冠肺炎病人之急性腎損傷。臨床上早期脫水

的徵兆，如姿勢性低血壓、心跳快、皮膚彈性

(skin turgor)減少、尿量減少等，皆暗示可能的
體液不足與脫水狀態。在面對急性腎損傷高風險

病人時，記錄尿量(<0.5mL/kg/hr超過6小時以上
需特別注意)與體重是在沒有實驗室測量血清肌
酸酐的狀況之下間接掌握病人狀況的方式。英國

針對此議題亦有指引建議至少每48小時監測血清
肌酸酐與尿素氮一次(12)。其次，利用新型急性腎

損傷生物標記(如：NGAL、TIMP-2 x IGFBP-7、
FGF23 、 L-FABP)對於提早診斷急性腎急性腎損
傷亦有幫助(13,14)。

2. 及時的水份補充與輸液的選擇：優先選
擇平衡或緩衝的晶體溶液(balanced or buffered 
crystalloid)，若在考量後使用合成之膠體溶液
(colloid)，須更小心急性腎損傷的發生。補充失
去的電解質，個別依據病人體液喪失以及失水狀

況決定水份補充速度以及維持體液平衡是治療藝

術的關鍵。若造成體液補充過度，可能會有肺積

水，缺氧，高血壓與心臟負荷增加，後續透過器

官交互作用加重急性腎損傷嚴重程度。

3. 藥物調整：避免腎毒性藥物 (包括
aminoglycosides、vancomycin、nonsteroidal anti-
inflammatory drugs、angiotensinoge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
使用替代藥物，非必要避免顯影劑注射，根據腎

功能動態調整藥物劑量。

4. 注意急性腎損傷相關之嚴重併發症包括
尿毒性腦病變(uremic encephalopathy)，尿毒性
心包膜炎(uremic pericarditis)，尿毒性凝血功能
失調(uremic coagulopathy)，體液蓄積，代謝性
酸中毒，電解質失衡如高血鉀，高血磷等。若忽

略無及時處理，會加重疾病嚴重程度，形成惡性

循環。

5. 腎臟替代療法：在面對病人發生藥物無
法控制之體液過量，嚴重酸血症與嚴重高血鉀

時，需要使用腎臟替代療法作治療。連續性腎臟

替代療法(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因有溫和體液移除與維持病人血型動力學穩定

的優點，為治療的首選，目前台灣以連續性靜

脈對靜脈血液過濾術(continuous venous-venous 
hemofiltration)為治療主流。若血行動力學穩定
或連續性腎臟替代療法資源不足，可考慮間歇

性血液透析(intermittent hemodialysis)。在對新
冠肺炎病人執行腎臟替代療法時，須注意個人

保護措施，勤於更換如手套、N95面罩、面罩、
眼罩與防護衣。除了血液透析以外，腹膜透析

(peritoneal dialysis)也被認為是一種有效的腎臟替
代療法的選擇。在美國紐約一醫學中心，在新冠

肺炎大流行時，調整了緊急腹膜透析的政策，使

病人提早至植管後24小時內開始灌液(15)。無獨有

偶，另一個亦在紐約的醫學中心也提出了安全且

有效率的腹膜透析協議(16)。然而，許多地區的腹

膜透析材料短缺(如透析液及導管)，以及接受俯
臥通氣(prone ventilation)的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
病人不適宜接受腹膜透析。

結 語
在全球新冠肺炎確診人數超過一億人與死亡

人數超過兩百萬人的今日，台灣在正確的境外防

堵政策與國人高度警覺下尚未發展成境內大流

行。然而，對第一線面對確診病人的醫師，急性

腎損傷仍是一需惦記在心，積極處理的重要併發

症。希望藉由本文可以提供第一線臨床工作者有

關新冠肺炎引起腎臟功能失調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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