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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普利酮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疗效和安全性的Meta分析
张平1，邹婧1，高存州1
【摘要】目的 系统评价依普利酮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疗效与安全性。方法 计算机检索EMbase、
PubMed、Cochrane图书馆、CNKI、维普及万方数据库，筛选依普利酮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随机
对照试验，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19年5月，应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 共纳入15篇
文献，包括3900例患者。疗效方面，与安慰剂相比，依普利酮能显著降低收缩压（WMD=-8.70
mmHg，95%CI：-8.84~-8.57，P＜0.00001）与舒张压（WMD=-4.49 mmHg，95%CI：-4.58~-4.41，
P＜0.00001）；与其他抗高血压药物总体相比，依普利酮对收缩压（WMD=-3.00 mmHg，
95%CI：-3.15~-2.86，P＜0.00001）和舒张压（WMD=-0.87 mmHg，95%CI：-0.96~-0.78，P＜0.00001）
的降低效果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依普利酮降压疗效不及螺内酯（收缩压：WMD=6.40 mmHg，
95%CI：5.89~6.91，P＜0.00001；舒张压：WMD=3.10 mmHg，95%CI：2.75~3.45，P＜0.00001）和
依那普利（收缩压：WMD=0.70 mmHg，95%CI：0.05~1.35，P=0.03；舒张压：WMD=1.43 mmHg，
95%CI：1.05~1.80，P＜0.00001），优于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收缩压：WMD=-6.13 mmHg，
95%CI：-6.33~-5.94，P＜0.00001；舒张压：WMD=-3.19 mmHg，95%CI：-3.31~-3.07，P＜0.00001），
对收缩压的降低疗效优于氨氯地平（WMD=-0.40 mmHg，95%CI：-0.66~-0.14，P=0.003），对舒张压的
降低疗效不及氨氯地平（WMD=2.40 mmHg，95%CI：2.23~2.57，P＜0.00001）。安全性方面，与其他抗
高血压药物相比，依普利酮其总不良反应和严重不良反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依普利酮在原发性
高血压治疗方面具有相对有效性与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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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ative effect and safety of eplerenone in treatment of essential hypertension: a Meta-analysis Zhang Ping*,
Zou Jing, Gao Cunzhou. *Department of Basic Medicien, Guizhou College of Health Professions, Tongren 5543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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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ew systematically the curative effect and safety of eplerenone in treatment

of essential hypertension (EH). Methods The databases of EMbase, PubMed, Cochrane Library, CNKI, VIP
and WanFang Data were retrieved with computer for screening th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 about EH
treatment with eplerenone from database establishment time to May 2019. A Meta-analysis was conducted by
using RevMan5.3 software. Results There were totally 15 documents included involved 3900 cases. Compared
with placebo, eplerenon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BP, WMD=-8.70 mmHg, 95%CI:
-8.84~-8.57, P<0.00001)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DBP, WMD=-4.49 mmHg, 95%CI: -4.58- -4.41,
P<0.00001). Compared with other anti-hypertension drugs, the reducing effect of eplerenone was more significant
on SBP (WMD=-3.00 mmHg, 95%CI: -3.15~-2.86, P<0.00001) and DBP (WMD=-0.87 mmHg, 95%CI:
-0.96~-0.78, P<0.00001). The furthe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nti-hypertension effect of eplerenone was
not as good as that of spirolactone (SBP: WMD=6.40 mmHg, 95%CI: 5.89-6.91, P<0.00001; DBP: WMD=3.10
mmHg, 95%CI: 2.75~3.45, P<0.00001) and enalapril (SBP: WMD=0.70 mmHg, 95%CI: 0.05~1.35, P=0.03; DBP:
WMD=1.43 mmHg, 95%CI: 1.05~1.80, P<0.00001), and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s
(SBP: WMD=-6.13 mmHg, 95%CI: -6.33~-5.94, P<0.00001, DBP: WMD=-3.19 mmHg, 95%CI: -3.31~-3.07,
P<0.00001). The anti-hypertension effect of eplerenone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amlodipine on SBP (WMD=-0.40
mmHg, 95%CI: -0.66~-0.14, P=0.003) and was not as good as that of amlodipine on SBP (WMD=2.40 mmHg,
95%CI: 2.23~2.57, P<0.00001). The difference in total adverse reactions and serious adverse reactions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eplerenone and other anti-hypertension drugs. Conclusion Elerenone is relatively
effective and safe in the treatment of essential hyper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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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贵州健康职业学院校级课题(GJY—Y2018006)
作者单位：1 554300 铜仁,贵州健康职业学院基础医学部
通讯作者：张平,E-mail:583768384@qq.com
doi：10.3969/j.issn.1674-4055.2020.11.10

在我国，原发性高血压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疾
病，可对心、脑、肾等重要脏器的结构和功能造
成损伤，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因此，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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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合理的药物进行治疗尤为重要。第二代醛
固酮受体拮抗剂依普利酮，与螺内酯一样，通过
竞争性抑制醛固酮与盐皮质激素受体结合，阻断
水钠重吸收，从而降低血压，其治疗原发性高血
压的疗效及安全性虽已有报道，但本次系统评价
纳入了最新的相关研究，为临床应用提供更为可
靠的证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1.1.1 研究类型 随机对照试验，至少随访8周。
1.1.2 研究对象 符合原发性高血压诊断标准，即
收缩压≥140 mmHg和/或舒张压≥90 mmHg （1
mmHg=0.133 kPa）。排除继发性高血压、恶性高
血压、冠心病、严重肝肾功能不全、严重瓣膜性
心脏病、糖尿病、对实验药品成分过敏者。
1.1.3 干预措施 对照组接受安慰剂或其他类型降
压药治疗，实验组接受依普利酮治疗。
1.1.4 结局指标 降压疗效的观察指标为平均血压
（收缩压和舒张压）变化，副作用的效应指标为
总不良反应和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1.1.5 排除标准 排除动物实验、综述、资料不完
整、无法获取全文、重复发表的文献。
1.2 文献检索 计算机检索EMbase、PubMed、
Cochrane图书馆、CNKI、维普、万方。中文用
检索词“（醛固酮拮抗剂or依普利酮）and高血
压”，英文检索词为：“（aldosterone antagonist
or eplerenone）and（hypertension or high blood
pressure）”。文献语种限中英文。检索时间为
建库至2019年5月。
1.3 资料提取 文献资料用统一的表格，提取资
料项目主要包括发表年份、研究类型、随机分配
的病例数、人口学特征、干预措施、疗程、平均
血压（收缩压和舒张压）变化和总不良反应与严
重不良反应例数。所有的数据均输入系统评价管
理软件（RevMan 5.3）软件进行研究结果分析与
发表年份
2002
2002
2003
2003
2003
2003
2004
2004
2005
2011
2013
2013
2015
2017
2019

总病例数
341
417
153
551
269
400
499
193
168
524
116
72
92
45
60

性别（男/女）
160/181
282/135
95/58
232/319
127/142
176/224
276/223
132/61
86/82
341/181
77/39
45/27
18/27
3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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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由2名研究员独立提取资料，遇不同意见
时，通过讨论解决。
1.4 质量评价 根据Cochrane协作网推荐的评估方
法对纳入的文献进行评估。主要包括：①选择偏
倚的防止：是否真正采用随机方法并对随机进行
分配隐藏。②实施偏倚的防止：研究对象及实施
研究措施者是否采用盲法。③失访偏倚的防止：
退出和失访是否完全描述；是否采用意向治疗分
析。④测量偏倚的防止：是否采用统一、标准化
的测量方法；评价员是否采用盲法。⑤报告偏倚
的防止：是否存在发表偏倚、语言偏倚及引文偏
倚等；⑥其他偏倚的防止。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RevMan 5.3软件对数据进
行Meta分析。计量资料以加权均数差（WMD）
及95%置信区间（CI）表示，计数资料以比值比
（OR）及95%CI表示。应用χ2检验和I2检验评价
同类研究间的异质性，若I 2≤50%，研究间存在
异质性的可能性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若I 2＞
50%，研究间存在异质性，使用随机效应模型。
2 结果
2.1 文献检索结果 共检索出相关文献917篇，
其中中文177篇，英文740篇；排除重复文献552
篇，通过阅读题目和摘要排除与本研究不符的文
献309篇，余下56篇通过进一步阅读全文排除24
篇，最终32篇文献阅读全文后，根据纳入和排除
标准确定纳入15篇[1-15]文献，其中中文5篇，英文
10篇。
2.2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和质量评价 3900例患者
纳入研究，基本情况见表1，质量评价见图1~2。
2.3 Meta分析
2.3.1 依普利酮 vs. 安慰剂 6篇文献 [1,2,4,6,8,10]共
1827例患者进行了依普利酮与安慰剂相比降压
疗效和安全性的研究。疗效方面，各研究间
存 在 高 度 异 质 性 差 异 （ 收 缩 压 ： I 2= 9 9 % ； 舒
张压：I 2 =99%），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结果显

表1 纳入研究的基本情况
研究作者
Krum等[1]
Weinberger等[2]
Pitt等[3]
Flack等[4]
White1等[5]
White2等[6]
Williams等[7]
Saruta等[8]
Weinberger等[9]
Calhoun等[10]
徐秀英等[11]
王敏等[12]
陈小萍等[13]
黄敏等[14]
张守堂等[15]

•

平均年龄（岁）
55
58
51
68
53
55
53
54
55
53
54
53
53

干预措施
依普利酮 vs. 安慰剂
依普利酮 vs. 安慰剂 vs. 螺内酯
依普利酮 vs. 依那普利
依普利酮 vs. 安慰剂 vs. 氯沙坦
依普利酮 vs. 氨氯地平
依普利酮 vs. 安慰剂
依普利酮 vs. 依那普利
依普利酮 vs. 安慰剂
依普利酮 vs. 氯沙坦
依普利酮 vs. 安慰剂
依普利酮 vs. 氯沙坦
依普利酮 vs. 氯沙坦
依普利酮 vs. 厄贝沙坦
依普利酮 vs. 氯沙坦
依普利酮 vs. 氯沙坦

疗程（周）
8
8
8
16
24
12
24
8
16
8
12
8
12
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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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偏倚风险图

图5 依普利酮与安慰剂比较总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分析

图6 依普利酮与安慰剂比较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分析
图2 偏倚风险汇总

示：与安慰剂相比，依普利酮能显著降低收缩
压（WMD=-8.70 mmHg，95%CI：-8.84~-8.57，
P＜0.00001）与舒张压（WMD=-4.49 mmHg，
95%CI：-4.58~-4.41，P＜0.00001），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图3~4）。

图7 依普利酮与其他抗高血压药物相比收缩压降低效果总分析

图3 依普利酮与安慰剂相比收缩压降低效果的分析
图8 依普利酮与其他抗高血压药物相比舒张压降低效果总分析

图4 依普利酮与安慰剂比较舒张压降低效果的分析

安全性方面，各研究间同质性良好（总不
良反应：I 2 =2%；严重不良反应：I 2 =18%），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与安慰剂
相比，依普利酮总不良反应（OR=1.24，
95%CI：1.00~1.54，P=0.40）与严重不良反应
（OR=1.87，95%CI：0.44~5.64，P=0.29）的发生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图5~6）。
2.3.2 依普利酮 vs. 其他抗高血压药物 11篇文献
[2-5,7,9,11-15]
共2135例患者进行了依普利酮与其他抗
高血压药物相比降压疗效和安全性的研究。疗
效方面，各研究间存在高度异质性差异（收缩
压：I 2=100%；舒张压：I 2=100%），采用随机
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与其他抗高血压药物相
比，依普利酮对收缩压（WMD=-3.00 mmHg，
95%CI：-3.15~-2.86，P＜0.00001）和舒张压
（WMD=-0.87 mmHg，95%CI：-0.96~-0.78，
P＜0.00001]的降低效果更加明显，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图7~8）。进一步分析发现，依普利
酮对收缩压的降低效果不及螺内酯（WMD=6.40

mmHg，95%CI：5.89~6.91，P＜0.00001）和依
那普利（WMD=0.70 mmHg，95%CI：0.05~1.35，
P=0.03），优于氨氯地平（WMD=-0.40
mmHg，95%CI：-0.66~-0.14，P=0.003）和血
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WMD=-6.13 mmHg，
95%CI：-6.33~-5.94，P＜0.00001），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图9）。依普利酮对舒张压
的降低效果不及螺内酯（WMD=3.10 mmHg，

图9 依普利酮与各类抗高血压药物相比收缩压降低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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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CI：2.75~3.45，P＜0.00001）、依那普利
（WMD=1.43 mmHg，95%CI：1.05~1.80，P
＜0.00001）和氨氯地平（WMD=2.40 mmHg，
95%CI：2.23~2.57，P＜0.00001），优于血
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WMD=-3.19 mmHg，
95%CI：-3.31~-3.07，P＜0.00001），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图10）。
安全性方面，各研究间同质性良好（总不
良反应：I 2 =0%；严重不良反应：I 2 =0%），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与其他抗高血压
药物相比，依普利酮总不良反应（OR=0.98，
95%CI：0.80～1.20，P=0.84）与严重不良反应
（OR=1.98，95%CI：0.84～4.65，P=0.12）的发
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图11~12）。
3 讨论
高血压病现已为全球疾病负担的首位病因[16]，
其机制涉及心血管、神经及内分泌等多个系统。
由于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同酮系统激活是高血压

图10 依普利酮与各类抗高血压药物相比舒张压降低效果分析

图11 依普利酮与其他抗高血压药物相比总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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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发生的重要机制之一，因此，使用血管紧张素
转换酶抑制剂（ACEI）、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
抗剂（ARB）或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均可达到降低
血压的目的。然而，研究发现仅使用ACEI或ARB
后部分患者血浆醛固酮会出现先下降再升高，即
“醛固酮逃逸”现象[17]，且ACEI出现醛固酮逃逸
的时间更短、程度更重[18]，当在此基础处上加用醛
固酮受体拮抗剂后可有效抑制醛固酮逃逸[19]，表明
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可用于难治性高血压的治疗。
第一代醛固酮受体拮抗剂螺内酯由于其严重的性
激素相关副作用限制了其应用。新型醛固酮受体
拮抗剂依普利酮，与螺内酯相比，提高了对盐皮
质激素受体的选择性，且几乎无性激素相关副作
用，在高血压的治疗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研究显示，与安慰剂相比，依普利酮可有效
降低血压。与其他抗高血压药物总体比较发现，
依普利酮在降压方面有一定优势。进一步分析发
现，依普利酮降压疗效不及螺内酯和依那普利，
优于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对收缩压的降低疗
效优于氨氯地平，对舒张压的降低疗效不及氨氯
地平。与此前荟萃分析结果不完全一致[20,21]。依
普利酮的主要不良反应有高钾血症、眩晕、头
痛、咳嗽、疲劳、腹痛、腹泻、蛋白尿、流感样
症状等。与其他抗高血压药物相比，依普利酮治
疗原发性高血压其总不良反应和严重不良反应发
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此结果与丁进叶等[20]的
研究相一致。
本研究优点在于：①纳入文献均为随机对照试
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混杂因素的影响；②与
以往同类型Meta分析相比，纳入了更多的研究。
局限性在于：①纳入文献中虽都提及“随机”二
字，但只有3项研究描述随机化分组方法 [1,2,10]，
可能存在随机方法不严谨；②只有一项研究描述
了分配隐藏，其他均未描述，可能导致选择性偏
倚；③12项研究均为双盲试验[1-10,12,14]，仅1项提及
评估者设盲 [10]；④纳入的5篇中文文献样本量较
小；⑤各研究血压测量时间及方法、给药剂量、
疗程的不同均可能会对Meta分析结果造成影响。
综上，依普利酮在原发性高血压治疗方面具
有相对有效性与安全性，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但需更多大规模、高质量研究进一步验证，尤其
是在顽固性高血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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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依普利酮与其他抗高血压药物相比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总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