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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啡肽酶抑制剂与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
在心力衰竭患者中的应用对比研究
吴金春1，苏晓灵1，李卫1，张晓菲1，刘彦民1，魏晓娟1
【摘要】目的 对比研究脑啡肽酶抑制剂与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在心力衰竭（心衰）患者应用
中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2017年12月至2019年12月于青海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心衰患者284例，分
为脑啡肽酶抑制剂组和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组，各142例，两组患者在规范应用倍他乐克、螺内酯等
抗心衰基础治疗上，按分组分别予以脑啡肽酶抑制剂及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治疗，根据患者症状、
血压情况调整其治疗剂量，并逐渐滴定至目标靶剂量。观察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3个月的收缩压、舒张
压、心率（HR）、心输出量（CO）、左室舒张末期容积（LVEDD）、左室射血分数（LVEF）、6分钟
步行试验（6MWT）、血脑钠肽（BNP）等相关指标，对其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两组内治疗前后相比
较，HR、CO、LVEDD、LVEF、6MWT、BNP等指标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01），而收缩压及舒张
压在治疗前后无统计学差异。两组间治疗3月后比较，6 min步行试验比较有统计学差异[550.0（421.0，
623.5）vs. 450.0（380.0，520.0）]（P=0.006），其他临床指标均无统计学差异。结论 脑啡肽酶抑制剂与
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对治疗心衰患者均有较好的疗效，但脑啡肽酶抑制剂治疗能明显提高患者6分钟
步行试验，改善患者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减少再住院率。
【关键词】 脑啡肽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心力衰竭；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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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enkephalinase inhibitors and angiotensin receptor

antagonists in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Methods 284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who were hospitalized in Qinghai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17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142 cases of
enkephalinase inhibitor group and 142 cases of angiotensin receptor antagonist group.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enkephalinase inhibitors and angiotensin receptor antagonists on the basis of standard application
of anti-heart failure basic therapy such as betaloc and spironolactone. According to the patient's symptoms and blood
pressure, the therapeutic dose was adjusted and gradually titrated to the target target dose. Th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heart rate (HR), cardiac output (CO), 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volume (LVEDD),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 6 minutes were observ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alking test (6MWT), blood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BNP) and other related indicators were analyz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two groups, HR, CO, LVEDD, LVEF, 6MWT, BNP and other indicators had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P<0.001), while systolic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ha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3 months of treatment,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6-minute walk test [550.0 (421.0, 623.5) vs. 450.0 (380.0, 520.0)] (P=0.006), and no other clinical indicators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Conclusions Enkephalinase inhibitors and angiotensin receptor antagonists have a good
effect on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but enkephalinase inhibitor treatmen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patients' 6WMT,
improve patients' symptoms, improv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reduce Rehospitalization rate.
[Key words] Enkephalinase inhibitors; Angiotensin receptor antagonists; Heart failure; Compar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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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严重危害健康的心血管疾病之一，被称为心血
管疾病领域“最后的战场” [1]。近年来，随着临
床及基础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器械植入治疗心衰
的成功应用，其治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
不可否认，药物仍是治疗心衰的基石，慢性心衰
的死亡率仍处于较高水平 [2]。2014年欧洲心脏病
学会（ESC）年会正式公布了PARADIGM-HF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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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 [3]，该研究对比了血管紧张素受体和脑啡
肽酶双重抑制剂（ARNI）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
制剂（ACEI）类药物对慢性心力衰竭死亡率和发
病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服用新型ARNI药物治疗
的CHF患者与服用ACEI类药物依那普利的患者相
比，心衰住院与心血管死亡事件均显著降低，这
是最新心衰治疗界一令人惊喜的研究结果，将给
全球心衰患者带来福音。依据最新指南推荐，结
合患者病情，在知情同意情况下，我院自2017年
12月开始对部分射血分数下降慢性心衰患者进行
脑啡肽酶抑制剂治疗，部分患者选择血管紧张素
受体拮抗剂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相关
临床指标及分析评估，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方法 选取2017年12月至2019年12月
于青海省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284例CHF患者
（NYHA分级Ⅱ~Ⅳ级），分为脑啡肽酶抑制剂
应用组和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应用组，各142
例，两组患者在规范应用倍他乐克及螺内酯等基
础治疗上，分别予以脑啡肽酶抑制剂及血管紧张
素受体拮抗剂治疗，根据症状、血压情况，调
整其药物治疗量，并逐渐滴定至目标靶剂量。
观察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3个月的收缩压、舒张
压、心率、心输出量（CO）、左室舒张末期容
积（LVEDD）、左室射血分数（LVEF）、6分
钟步行试验（6WMT）、血脑钠肽（BNP）等相
关指标，对其进行分析。本研究均取得患者知情
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采用的脑啡肽
酶抑制剂为“诺欣妥”（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片
100 mg，北京诺华制药），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
剂为“安博维”（厄贝沙坦片150 mg，赛诺菲杭
州制药）。本研究无利益冲突。
1.2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了284例NYHA分级为
Ⅱ~Ⅳ级的心衰患者，纳入标准[4,5]：①心衰诊断
参照2016ESC心衰诊断及治疗指南及《中国心力
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2018》；②年龄18~80岁；
③心功能（NYHA分级）在Ⅱ~Ⅳ级之间；④左心
室射血分数（LVEF）≤40%、BNP≥150 pg/ml或
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600 pg/ml。
主要排除标准：①慢性肾病、肝脏、肺病、大脑
等重要器官功能障碍者；②严重感染者、恶性肿
瘤、内分泌疾病及其他明确、严重内外科疾病患
者。采用序号奇偶数数字将其分为两组。诺欣妥
组：男性76例（53.5%），女性66例（46.5%），
平均年龄（58.64±9.28）岁；安博维组：男性82
例（57.7%），女性60例（42.3%），平均年龄
（58.03±9.26）岁。两组在治疗期间，肾功能恶
化、高钾血症、症状性低血压和血管神经性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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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影响治疗的安全性终点方面无显著差异。经统
计分析，提示治疗前两组间的基线资料具有可比
性（P＞0.05）。
1.3 方法
1.3.1 口服药物 两组患者在规范应用倍他乐克及
螺内酯等治疗基础上，按分组分别予以脑啡肽酶
抑制剂及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治疗。起始剂量
诺欣妥组50 mg、2/d口服，安博维组150 mg、1/d
口服。根据症状、血压情况，调整用量，并逐渐
滴定至目标靶剂量（诺欣妥200 mg、2/d；安博维
300 mg、1/d）。观察12周以上，定期随访，并观
察相关指标。
1.4 观察指标 患者在治疗前及治疗3月后收集收
缩压、舒张压、心率、CO、LVEDD、LVEF、
6WMT、BNP等相关指标。
1.4.1 收缩压、舒张压、心率 采用水银血压计测
量血压。测量前患者保持情绪稳定，测压时间隔
1 min再测量一次，取两次血压的平均值记录，并
记录心率。
1.4.2 CO、LVEDD、LVEF 经由经验丰富的同
一名高年资彩超科医师通过Philipps iE33彩色多
普列超声诊断仪测定，探头频率1~5MHz。心脏
超声数据收集LVEDD、LVEF、左室流出道内径
（LVOT）。
1.4.3 6WMT 参照Guya tt G方法对所有入选人员治
疗前及治疗3月后进行的6WMT[6]。在预设的安静、
空气流通的长30 m的病区走廊中来回行走，以计时
器计算时间，测量步行距离。实验前后，记录心
率、血压及呼吸频率，监测生命体征并记录。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处理
数据。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采用（ x ±s）表
示，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中位数与四分位数[M
（P25，P75）]表示；计数资料采用率或构成比
（%）表示。为保证治疗前后同一变量描述一
致、检验方法一致，除年龄采用（ x ±s）来描
述外，其他计量资料全部采用中位数与四分位
数[M（P25，P75）]表示。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
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Wilcoxon配对秩和检验及
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卡
方检验。检验水准α=0.05，以P＜0.05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信息的比较 两组年龄、性别比较无统计
学差异（P＞0.05），提示治疗前两组间的基线
资料具有可比性。
2.2 脑啡肽酶抑制剂组治疗前后临床指标的比较
与治疗前相比，脑啡肽酶抑制剂组治疗后的心率
降低、CO升高、LVEDD缩小、LVEF升高、6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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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试验距离增加、BNP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而收缩压及舒张压在治疗前后
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表1）。
2.3 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组治疗前后临床指标
的比较 与治疗前相比，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
组患者治疗后的心率降低、CO升高、LVEDD缩
小、LVEF升高、6 min步行试验距离增加、BNP
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收缩
压及舒张压在治疗前后均无统计学差异（P均＞
0.05）（表2）。
2.4 治疗前两组之间临床指标的比较 治疗前两组
患者的收缩压、舒张压、心率、CO、LVEDD、
LVEF、6MMWT、BNP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
示治疗前两组具有可比性（表3）。
2.5 治疗后两组之间临床指标的比较 治疗后脑啡肽
酶抑制剂组6 min步行试验优于血管紧张素受体拮
抗剂组[（550.0（421.0，623.5） vs. （450.0（380.0，
520.0）]、P=0.00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他指
标无统计学差异（P均＞0.05）（表4）。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脑啡肽酶抑制剂与血管紧张素
受体拮抗剂两组内治疗前后相比较，HR、CO、

LVEDD、LVEF、6MWT、BNP等指标有统计学
差异，而收缩压及舒张压在治疗前后无统计学
差异；两组间治疗前后比较，脑啡肽酶抑制剂
组6 min步行试验优于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组
（P=0.006），其他临床指标均无统计学差异，
提示脑啡肽酶抑制剂与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在
治疗心衰时均有较好的疗效，且脑啡肽酶抑制剂
组效果更佳。究其原因发现，脑啡肽酶抑制剂
组包含脑啡肽酶抑制剂沙库巴曲（AHU377）和
ARB类药物缬沙坦，一方面可抑制肾素-血管紧
张素系统，另一方面通过抑制脑啡肽酶，减少利
钠肽、缓激肽、肾上腺髓质素等内源性血管活性
肽的降解，两条通路均能够产生对抗神经内分泌
过度激活导致的血管收缩、钠潴留和适应性重构
等病理生理学改变的作用[7]。
《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8》指出 [5]，我国心
血管病患病率及死亡率仍处于上升阶段，心血
管病死亡率仍居首位，高于肿瘤及其他疾病，
其中心衰450万。而心衰是多种心血管疾病的严
重和终末阶段，如何改善患者症状、降低心衰
患者死亡率、延长患者生存时间仍是心衰研究
的热点和难点 [8,9] 。经过近30年的探索研究及应

表1 脑啡肽酶抑制剂组治疗前后临床指标的比较M（P25，P75）
变量
收缩压（mmHg）
舒张压（mmHg）
心率（次/min）
CO（L）
LVEDD（mm）
LVEF（%）
6MWT（m）
BNP（ng/ml）

治疗前（n=142）
118.0（99.9，128.0）
68.0（60.0，79.0）
90.0（85.0，97.5）
3.20（2.75，3.45）
58.0（52.5，65.0）
32.0（27.5，36.0）
296.0（186.0，340.5）
592.0（413.0，917.0）

治疗后（n=142）
116.0（110.0，120.0）
64.0（62.0，72.0）
68.0（62.5，71.5）
4.10（3.80，4.45）
45.0（42.0，51.5）
42.0（37.0，48.0）
550.0（421.0，623.5）
142.0（107.5，401.5）

Z值
-0.440
-0.600
-5.014
5.018
-5.024
5.020
5.012
-5.012

P值
0.660
0.549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注：CO：心输出量；LVEDD：左室舒张末期容积；LVEF：左室射血分数；6MWT：6 min步行试验；BNP：脑钠肽
表2 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组治疗前后临床指标的比较M（P25，P75）
变量
收缩压（mmHg）
舒张压（mmHg）
心率（次/min）
CO（L）
LVEDD（mm）
LVEF（%）
6MWT（m）
BNP（ng/ml）

治疗前（n=142）
118.0（108.0，128.0）
68.0（60.0，76.0）
90.0（83.0，101.0）
3.20（2.90，3.50）
58.0（52.0，65.0）
32.0（28.0，36.0）
310.0（230.0，341.0）
581.0（420.0，903.0）

治疗后（n=142）
118.0（110.0，120.0）
64.0（62.0，72.0）
63.0（62.0，70.0）
4.00（3.50，4.30）
45.0（42.0，53.0）
42.0（36.0，45.0）
450.0（380.0，520.0）
167.0（112.0，356.0）

Z值
-0.546
-0.336
-4.861
4.869
-4.866
4.869
4.507
-4.860

P值
0.585
0.737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注：CO：心输出量；LVEDD：左室舒张末期容积；LVEF：左室射血分数；6MWT：6 min步行试验；BNP：脑钠肽
表3 治疗前两组之间临床指标的比较M（P25，P75）
变量
收缩压（mmHg）
舒张压（mmHg）
心率（次/min）
CO（L）
LVEDD（mm）
LVEF（%）
6MWT（m）
BNP（ng/ml）

脑啡肽酶抑制剂组（n=142）
118.0（99.9，128.0）
68.0（60.0，79.0）
90.0（85.0，97.5）
3.20（2.75，3.45）
58.0（52.5，65.0）
32.0（27.5，36.0）
296.0（186.0，340.5）
592.0（413.0，917.0）

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组（n=142）
118.0（108.0，128.0）
68.0（60.0，76.0）
90.0（83.0，101.0）
3.20（2.90，3.50）
58.0（52.0，65.0）
32.0（28.0，36.0）
310.0（230.0，341.0)
581.0（420.0，903.0）

Z值
-0.128
-0.040
-0.067
-0.512
-0.532
-0.209
-0.437
-0.168

注：CO：心输出量；LVEDD：左室舒张末期容积；LVEF：左室射血分数；6MWT：6 min步行试验；BNP：脑钠肽

P值
0.898
0.968
0.946
0.609
0.594
0.834
0.662
0.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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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治疗后两组之间临床指标的比较M（P25，P75）
变量
收缩压（mmHg）
舒张压（mmHg）
心率（次/min）
CO（L）
LVEDD（mm）
LVEF（%）
6MWT（m）
BNP（ng/ml）

脑啡肽酶抑制剂组（n=142）
116.0（110.0，120.0）
64.0（62.0，72.0）
68.0（62.5，71.5）
4.10（3.80，4.45）
45.0（42.0，51.5）
42.0（37.0，48.0）
550.0（421.0，623.5）
142.0（107.5，401.5）

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组（n=142）
118.0（110.0，120.0）
64.0（62.0，72.0）
63.0（62.0，70.0）
4.00（3.50，4.30）
45.0（42.0，53.0）
42.0（36.0，45.0）
450.0（380.0，520.0）
167.0（112.0，356.0）

Z值
-0.333
-0.095
-1.224
-0.790
-0.020
-0.667
-2.735
-0.108

P值
0.739
0.924
0.221
0.430
0.984
0.505
0.006
0.914

注：CO：心输出量；LVEDD：左室舒张末期容积；LVEF：左室射血分数；6MWT：6 min步行试验；BNP：脑钠肽

用，心衰的药物治疗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绩，PARADIGM-HF研究显示[10]，血管紧张素转
换酶抑制剂（ACEI）和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
剂（ARB）使心衰患者的病死率下降接近20%，
慢性心衰的生存率有所提高，但死亡率仍处于高
水平，约50%的患者在诊断后5年内死亡。诺欣
妥是第一个获得成功的ARNI类药物，该药物在
抑制血管紧张素的同时也能够加强内源性利钠肽
的血管舒张作用，这也是该药物被寄予心衰治疗
新希望的主要原因[11]。基于以上研究，2016ESC
心衰指南、2017ACC/AHA/HFSA心衰指南、以及
《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2018》等 [5,12]，
均推荐在无禁忌症的射血分数降低的心衰患者应
用诺欣妥，能够更有效降低心血管死亡或心衰住
院风险，亦能降低全因死亡风险，改善症状和体
力，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查阅相关文献提示，脑
啡肽酶抑制剂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与使
用ACEI类药物相比，该药不增加严重血管性水肿
的风险，且发生肾功能损害、高血钾、咳嗽等不
良反应的概率较低，对基础心率和血肌酐的影响
也较小，但出现症状性低血压的风险升高[13,14]。
在该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了几例患者在小剂量应
用脑啡肽酶抑制剂后出现血压明显下降，观察一
段时间后血压仍偏低，以小剂量维持治疗，无法
加量至说明书推荐的靶剂量，但LVEF值明显上
升。也有部分研究显示[15]，对高血压合并肾功能
不全患者，使用脑啡肽酶抑制剂在安全性和疗效
方面均优于缬沙坦（ARB），能够显著改善患者
预后，延缓肾病进展。在改善心室重塑方面，应
用脑啡肽酶抑制剂在左心室（LV）功能和逆向重
构方面得到改善[16]，近期有临床研究表明，脑啡
肽酶抑制剂除了改善左室功能外，对改善右心室
功能也有效果[17]。就目前来讲，不论何种类型心
衰，降低远期死亡率、改善患者长期预后一直是
心衰基础及临床研究的核心和热点。通过临床实
践发现问题，寻找循证医学证据，反思指南与实
践的差距并进行个体化调整，让患者最佳获益，
是需要长期进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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