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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介紹：Insulin degludec / Insulin aspart 

(Ryzodeg®) 

國泰綜合醫院藥劑科 林祐葶/朱美蓓藥師 

 前言 

根據衛生福利部 2021年國人死因統計結

果，糖尿病為死亡率排行第 5 名死因。糖尿

病與高血糖不但增加死亡風險，相關的併發

症如：心臟病、中風、腎病變及眼病變引起的

失明、以及周邊神經病變等，也會影響生活品

質 1。 

第 2 型糖尿病的治療包括飲食控制、運

動、藥物和衛教。藥物治療主要有口服抗糖尿

病藥、注射胰島素以及類升糖素肽-1 受體促

效劑(Glucagon-like peptide-1 receptor agonist；

GLP-1 RAs)。根據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 2022

第 2 型糖尿病臨床照護指引，血糖高於

300mg/dL或是糖化血色素(HbA1c)高於 10%，

同時合併有症狀，例如：體重減輕、全身倦怠

等，可先考慮使用胰島素來迅速矯正高血糖

與臨床症狀。其中長效和速效胰島素結合的

複合劑型胰島素可提供有效的基礎和餐後血

糖控制，不但可減少低血糖的發生率，亦可減

少注射次數，因此成為糖尿病治療的新趨勢 3。

本文將介紹本院新引進之複合劑型胰島素 : 

insulin degludec / insulin aspart (Ryzodeg ®)。 

 成份 

本藥品為 70% insulin degludec 和 30% 

insulin aspart 組成之複方胰島素。商品名為

Ryzodeg®，中文藥名為諾胰得諾特筆，一支注

射筆 3mL，每 1mL 溶液含 100 units insulin 

degludec / insulin aspart2。 

 治療用途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的適應

症為「適用於一歲以上罹患糖尿病病人，以改

善血糖控制」2。 

 作用機轉 

胰島素的主要活性為調節葡萄糖代謝。

胰島素及其類似物會刺激周邊葡萄糖吸收(尤

其是骨骼肌及脂肪)及抑制肝臟葡萄糖生成而

降低血糖。胰島素也會抑制脂肪水解和蛋白

質水解，並促進蛋白質合成。 

Ryzodeg®持久的時間作用特性，主要是

由於 insulin degludec 從注射到皮下組織後會

形成多六聚體團，皮下組織吸收進入全身循

環的時間有延遲，較少一部分是由於 insulin 

degludec會與循環白蛋白結合。Insulin aspart

單體會迅速釋放進入循環中 2。 

 藥物動力學 

皮下注射後，Insulin aspart 的吸收在 72

分鐘後達到最高血中濃度，最大濃度按劑量

比例增加，暴露量則略微高於劑量比例增加。 

Insulin degludec 在投與劑量後 3 至 4 天達到

穩定血中濃度，最大濃度和暴露量均按照劑

量比例增加。 

在人體血漿中，Insulin degludec對血清白

蛋白的親合力達到> 99%的血漿蛋白質結合

率。Insulin aspart 對血漿蛋白質的結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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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皮下投藥後的半衰期主要是透過從皮下

組織吸收的速率判定。穩定狀態下基礎成份

(insulin degludec)的半衰期約為 25小時，與劑

量無關。Insulin degludec的分解與人類胰島素

的分解類似；形成的所有代謝產物均無活性 2。 

 劑量及用法 

成人病人，每天 1 次或 2 次於任何正餐

時皮下注射 Ryzodeg®；兒童及青少年病人，

每天 1 次於任何正餐時。 

不曾接受胰島素治療的病人：第 2 型糖

尿病人建議劑量為每日 10單位。第 1型糖尿

病人建議劑量為每日胰島素總劑量的 1/3 至

1/2，其餘的總劑量於每日三餐分次投予短效

型或速效型胰島素。 

用於已接受預混(premix)或自混(self-mix)

胰島素每天 1次或 2次之第 1型或第 2型糖

尿病人：(1) 成人病人，使用與預混或自混胰

島素相同的劑量單位數和注射時程開始治療。

兒童病人(一歲以上)：以混合型胰島素每日總

劑量 80%的劑量開始治療。 

錯過劑量時：若忘記注射，應於當天下一

次正餐時注射，並於之後恢復給藥時程。不應

注射額外的劑量 2。 

 懷孕與授乳 

在動物生殖毒性試驗結果顯示，將懷孕

的大鼠於臟器生成期皮下注射 insulin 

degludec/ insulin aspart，暴露劑量為人體暴露

劑量 8 倍劑量下，觀察到內臟及骨骼異常，

但目前並無Ryzodeg®或 insulin degludec用於

懷孕女性中的資料說明藥物相關的重大先天

缺陷或流產風險。Insulin aspart則有隨機分配、

對照實驗顯示於懷孕二期使用 insulin aspart

與重大先天缺陷或孕婦/胎兒不良結果無關。

懷孕期間控制不良的糖尿病對於孕婦及胎兒

是有風險的，因此懷孕婦女須經醫師審慎評

估風險與效益後才可使用。 

目 前 沒 有 關 於 Ryzodeg® 或 insulin 

degludec會分泌到人類乳汁中，對被哺乳的嬰

兒或對於泌乳影響的資料。Insulin aspart會分

泌至人類乳汁中，不過尚無足夠資料了解對

於泌乳的影響。應考量本藥對母體的重要性、

哺乳的優點或母親既有疾病對被哺乳嬰兒可

能產生之副作用後，決定是否停止哺乳或停

用本藥 2。 

 臨床治療地位 

根據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 2022年第 2型

糖尿病臨床照護指引，許多第 2 型糖尿病病

人都有使用胰島素的時機，若合併肝、腎功能

不良、高血糖急症、感染症、懷孕、或高血糖

控制不佳時，此時建議接受胰島素的治療，以

使上升的血糖，儘速恢復到控制目標。 

當合併口服抗糖尿病藥與基礎胰島素治

療，HbA1c 仍未達標時，就要考慮加上速效

或短效的餐前胰島素治療，或加上類升糖素-

1(glucagon-likepeptide-1，GLP-1)，或轉換成二

次餐前的預混胰島素。 

預混型的胰島素在臨床使用上較為方便，

但還是要考慮個人飲食形態、低血糖與對體

重的影響。因為預混型胰島素其速效(或短效)

與中效的胰島素混合比例是固定的，因此當

病人飲食習慣改變時，就要注意是否要調整

胰島素的劑型 (例如由 3:7 的預混型胰島素

改為 5:5 的預混型胰島素，或是不使用預混

型胰島素，改為 basal-bolus注射方式等)，或

調整胰島素的劑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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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研究 

一個針對已接受預混或自混胰島素治療

但血糖控制不良的第 2 型糖尿病人進行的隨

機分配、為期 26週的第三期臨床試驗結果顯

示，insulin degludec / insulin aspart (IDegAsp)

糖化血色素變化療效不劣於 Biphasic insulin 

aspart 30 (BIAsp 30)，而降低空腹血糖的效果

優於 BIAsp 30。另外，相較於 BIAsp組別，

IDegAsp 組別嚴重低血糖事件風險下降 50% 

(0.09 vs. 0.25/人年, RR=0.50, p=not significant)；

所有低血糖事件發生風險顯著降低 32% (9.72 

vs. 13.96/人年, RR=0.68, p=0.0049)；夜間低血

糖事件發生風險則顯著降低 73% (0.74 vs. 

2.53 /人年, RR=0.27, p<0.0001) 4。 

另一項針對已使用基礎-餐時療法(basal-

bolus)或其他胰島素仍然控制不佳的第 1型糖

尿病人進行的隨機分配、為期 26週的臨床試

驗結果顯示，insulin degludec / insulin aspart 

(IDegAsp)糖化血色素變化療效不劣於 insulin 

detemir。第 26 週時，IDegAsp 組與 insulin 

detemir 組間糖化血色素較基期的降幅差值為

-0.05%，95%信賴區間為(-0.18% ; 0.08%)且達

到預設的非劣性邊界(0.4%)10。 

除了上述列舉的重要臨床研究證據，多

項臨床試驗也證實，針對第二型糖尿病病人，

IDegAsp效果不劣於單用基礎胰島素、長效加

短效胰島素或另一預混型藥品 BIAsp30，也可

下降低血糖發生風險。其他相關試驗結果彙

整列於表一 5-9。 

 藥物安全性 

Insulin degludec / Insulin aspart的不良反

應包括：低血糖、低血鉀症、鼻咽炎、上呼吸

道感染、頭痛、脂肪代謝障礙、注射部位反應、

體重增加、周邊水腫。嚴重副作用包括：過敏

與過敏反應 2。 

院內同類藥比較 

本院目前已有相似的混合胰島素：

NovoMix®30(30% Insulin aspart + 70% insulin 

aspart protamine)。此藥的引進提供用藥更多

選擇。藥物比較詳見表二。 

結語 

Ryzodeg®對於降低 HbA1c 的作用不劣

於或優於單用基礎胰島素、長效加上短效胰

島素、或 Biphasic insulin aspart 30，且低血糖

及夜間低血糖發生風險較低。與院內相似藥

品 NovoMix®30比較，Ryzodeg®為澄清透明

注射液，使用前可不須搖晃混合，沒有注射比

例不一的問題；可用於一歲以上糖尿病病人，

適用族群較廣。 

綜上所述，Ryzodeg®為糖尿病治療帶來

更多的選擇，針對服藥順從性差或血糖控制

較差的病人，或可嘗試以 Ryzodeg®替代治療，

以提供更好的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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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臨床試驗相關結果 

試驗 試驗族群 
試驗期

間/頻次 
對照組 

與對照組比較 

HbA1c之下降差

異(%) 

低血糖發生率差異 

(% difference) 

所有低血糖 夜間低血糖 

BOOST START  

TWICE DAILY5  

T2DM, 

insulin naïve 

26週,  

BID 
BIAsp 30 0.02, non-inferior 54↓ 75↓ 

BOOST 

INTENSIFY 

PREMIX6 

T2DM, 

insulin treated 

26週,  

BID 
BIAsp 30 -0.03, non-inferior 32↓ 73↓ 

BOOST  

INTESIFY 

ALL7  

T2DM, 

insulin treated, 

亞洲人 

26週,  

BID 
BIAsp 30 0.05, non-inferior 0- 33↓ 

BOOST TWICE 

DAILY VS. BB8  

T2DM, 

insulin treated 

26週,  

BID 

IDeg + 

Asp 

0.18, non-

significant 
19↓ 20↓ 

BOOST 

INTENSIFY 

BASAL9 

T2DM, 

insulin treated 

26週,  

QD 
IGlar -0.03, non-inferior 43↑ 20↓ 

註：IDeg+Asp: Insulin degludec / Insulin aspart, BIAsp 30: Biphasic insulin aspart 30, IGlar: insulin glargine     

    QD: once daily, BID: twice daily, T2DM: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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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院內類似藥物比較 

品項 Ryzodeg® FlexTouch®70/30 

諾胰得®諾特筆® 

NovoMix®30 FlexPen® 

諾和密斯®30 諾易筆® 

成份 Insulin aspart 30%+Insulin degludec  70%  Insulin aspart 30% + Protamine 70% 

途徑 皮下注射 

劑型規格 澄清無色注射液，預填式注射筆，
300U/3mL/Pen 

白 色 懸 浮 注 射 液 ， 預 填 式 注 射 筆 ，
300U/3mL/Pen 

作用機轉 

特色 

insulin degludec注射到皮下組織後會形成

多六聚體，形成 insulin degludec團，從皮

下組織吸收進入全身循環的時間有延遲，

因此作用時間持久。Insulin aspart單體會

迅速釋放進入循環。 

可溶相 insulin aspart比雙相人類胰島素中可溶

性胰島素成份更快經由皮下吸收，protamine 

crystallised insulin aspart 結晶相延長吸收的特

性與人類 NPH胰島素相似。 

劑量/用法/ 

頻率 

起始劑量 

 不曾接受胰島素治療的病人：第 2型

糖尿病人建議劑量為每日 10 單位。

第 1型糖尿病人建議劑量為每日胰島

素總劑量的 1/3至 1/2，其餘的總劑量

於每日三餐分次投予短效型或速效

型胰島素。 

 用於已接受預混(premix)或自混(self-

mix)胰島素每天 1次或 2次之第 1型

或第 2 型糖尿病人：(1) 成人病人，

使用與預混或自混胰島素相同的劑

量單位數和注射時程開始治療。兒童

病人(一歲以上)：以混合型胰島素每

日總劑量 80%的劑量開始治療。 

錯過劑量時 

 應於當天下一次正餐時注射，並於之

後恢復給藥時程。不應注射額外的劑

量。 

起始劑量 

 不曾接受胰島素治療病人: 6單位 BID或

12單位 QD 

 由其他雙相胰島素轉換:以相同的劑量用

法開始 

錯過劑量時 

 請勿額外投與或是增加劑量來補足錯過

的注射。 

衛福部核准適

應症 

適用於一歲以上糖尿病病人，以改善血糖

控制。 
糖尿病 

副作用 低血糖、過敏與過敏反應、低血鉀症、鼻

咽炎、上呼吸道感染、頭痛 

低血糖、過敏與過敏反應、注射部位不良反應、

水腫、脂肪病變 

懷孕分級 Fetal risk cannot be ruled out. (C) Fetal risk is minimal. (B) 

哺乳 Infant risk cannot be ruled out. Infant risk cannot be ruled out. 

腎功能 /肝功能

不全調整劑量 
應密集監控血糖，並且根據個別需求調整劑量。 

老年人 應謹慎給予初始劑量、劑量遞增及維持劑量，以避免低血糖。 

兒童 控制血糖的安全性與有效性在一歲以上

第 1型及第 2型糖尿病兒童病人已確立 
可用於 10歲以上兒童和青少年 

保存方式 未開封:室溫下(低於 30°C)可保存 28天，

冷藏則至有效期限 

使用中:室溫與冷藏皆可保存 28天 

未開封:冷藏保存至有效期限 

使用中:不可存放於冰箱。室溫下儲存可達 4星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