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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术后心力衰竭的药物治疗作用机制
逯若逸 宋元申 韩宏光
【摘要】 心力衰竭（HF）是由于心脏泵功能出现异常而发生的严重临床症状，通常表现为肺水肿引
起的呼吸困难、单心室或双心室的充血性 HF、心源性休克。心脏术后急性 HF 患者心功能差，预后不佳，
因此合理的用药和精心的处理尤为重要。正性肌力药物可避免多脏器功能衰竭的发生。正性肌力药可单一
也可以联合使用，但目前尚缺乏在心脏术后 HF 中应用的专家共识与随机对照试验。随着 β 受体阻滞剂和
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MRA）、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ARB）、血管紧张素转移酶抑制剂（ACEI）等
药物的出现，心脏术后合并 HF 的药物治疗取得了重要进展。本文就新研发的抗 HF 药物作用机制及其研
究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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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衰竭（HF）是由于心脏泵功能出现异常而

高心肌细胞内钙浓度，增强心肌的收缩力，不增加

发生的严重临床症状，通常表现为肺水肿引起的呼

心肌氧耗。与多巴酚丁胺比较，不明显增快心率，

吸困难、单心室或双心室的充血性 HF、心源性休

有较低的致心律失常风险。左西孟旦通过提高肌钙

[1]

克 。心脏手术后急性 HF 的发生率明显增高，住

蛋白对于细胞内钙离子的敏感性，增强心肌收缩



力，是近来提出用于治疗急性 HF 的正性肌力药。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导致心脏术后 HF 的

高危心脏术后急性 HF 患者心功能差，预后不佳，

原因为：（1）术前已存在严重 HF 或心功能不全，

因此合理地用药和精心地处理尤为重要。随着 β 受

未进行合理治疗；
（2）手术操作不当，损伤心肌功

体阻滞剂、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MRA）、血管

能；（3）手术进行不彻底，病变未完全纠正；
（4）

紧张素受体阻滞剂（ARB）和血管紧张素转移酶抑

体外循环时间过长，且原来存在心肌或者肺动脉功

制剂（ACEI）等药物的出现，心脏术后合并 HF 的

能结构改变；（5）心肌顿抑等。心脏术后的急性

治 疗取 得了 重要进 展。美 国食 品和 药品管 理局

HF 可能在术中脱离体外循环过程中出现，也可能

（FDA）近期批准了两种治疗 HF 的潜力新药：

在脱离后出现，心肌收缩能力受损可以恢复，但需

ivabradine 和 sacubitril/valsartan。这两种药物能明显

要正性肌力药物的支持，以避免多脏器功能衰竭的

降低 HF 死亡的风险。除这两种药品外，一些目前

发生。正性肌力药可单一也可以联合使用，但目前

尚 处试 验阶 段的药 物也取 得显 著性 进展， 例如

尚缺乏在心脏术后 HF 中应用的专家共识与随机对

patiromer 和环硅酸锆（ZS-9），它们均可以在肾素-

照试验。传统的儿茶酚胺类药物具有正性肌力与正

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抑制期间防止高

性变时作用。儿茶酚胺类药物都会增加心肌耗氧

钾血症的发生。本文就新研发的抗 HF 药物作用机

量，但只有多巴酚丁胺可以成比例增加冠状动脉血

制及其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院患者具有较高的死亡率。

+

+

流。肾上腺素可通过激活骨骼肌中的 Na -K -ATP

1

Sacubitril/valsartan（LCZ696）

酶而升高血液中的乳酸水平。磷酸二酯酶抑制剂包

1.1 作用机制 目前，RAAS 阻滞剂是治疗 HF 的

括米力农、氨力农等，通过抑制 cAMP 的降解，提

基石[2]。RAAS 阻滞剂与肾胰岛素残基溶酶抑制剂
联用成为近来首选的治疗策略。2015 年 7 月，FDA

作者单位：121000 辽宁锦州，锦州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15 级（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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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了 sacubitril/valsartan（LCZ696）用于治疗慢性、
稳定性以及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低于 40%的

·82·

心血管外科杂志(电子版)2016 年 6 月第 5 卷第 2 期 Journal Of Cardiovascular Surgery(Electronic Edition),June 1,2016,Vol.5,No.2

HF 患者。本药只有在替代 ACEI 或 ARB 时才能与

等 MRA 在治疗伴有明显症状（NYHA 心功能分级

其他疗法联用。禁用于有 ACEI 和 ARB 导致的血管

Ⅲ～Ⅳ级）的 HfrEF 患者中疗效显著优于 ACEI 和

性水肿发作史的患者。LCZ696 由肾胰岛素残基溶

ARB[6-7]。

酶抑制剂和缬沙坦组成。肾胰岛素残基溶酶是一种

2.2 临床疗效 EMPHASIS 试验[8]：该试验是针对

锌依赖性中性肽链内切酶。主要负责一些血管活性

2737 例 NYHA 心功能分级Ⅱ级，LVEF 降低的患者

肽的降解（如钠尿肽、缓激肽、肾上腺髓质素等），

进行的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研究了依普利酮对轻度

[3]

并促进血管紧张素Ⅱ的断裂 。由于钠尿肽发挥促

HF 住院患者和 HF 存活患者的作用。所有患者均接

进利钠、利尿和血管扩张作用，因此抑制肾胰岛素

受推荐的最优化治疗。排除血清钾＞5.0 mmol/L 的患

残基溶酶被认为是中和活化的神经激素及补充抑

者。相对于安慰剂，依普利酮显著降低了 HF 的死亡

制 RAAS 的治疗靶点。

率和因 HF 首次入院的发生率，降低幅度为 37%。
[4]

PARAMOUNT 试验 ：该试验前

TOPCAT 试验（醛固酮受体拮抗剂治疗 HfpEF

瞻性地对比观察血管紧张素受体-肾胰岛素残基溶

试验）[9]：MRA 对 HFrEF 患者非常有效，但对于

酶抑制剂（ARNI）和 ARB 治疗射血分数正常的心

HFpEF 的治疗却非常棘手。TOPCAT 试验测定了螺

力衰竭（HfpEF）的效果，首次对比观察 LCZ696

内酯对 HFpEF 患者的临床疗效。3445 例 HFpEF 患

和缬沙坦对该类患者（301 例）效果的随机对照试

者被随机分配到螺内酯组和安慰剂组，结果显示，

验。LCZ696 组在第 12 周氨基末端脑利钠肽前体

螺内酯相对于安慰剂未降低患者的心血管疾病死

（NT-proBNP）水平显著下降，而在第 36 周两组无

亡率，然而它确实降低了 HF 的入院率[10]。同时，

显著性差异。此外，在第 12 周左心室大小、舒张

高钾血症在螺内酯治疗组（相对于安慰剂）更加普

功能、纽约心脏学会（NYHA）心功能分级或生活

遍（18.7% vs. 9.1%，P＜0.001）
。因此，仍需要进

1.2

临床疗效

[4]

质量评分均未发生改变 。该试验的设计目的并不

一步设计更为有效的试验来评估该药对 HfpEF 患

是用来检测临床转归，而是为一项正在进行中的更

者的效果。所以，在采用依普利酮标准治疗的基础

大型的 PARAGON-HF 试验提供了合理性依据。

上，还需要对潜在的不良反应（高钾血症和肾功能

[5]

PARADIGM 试验 ：该研究前瞻性地对比观察
ARNI 和 ACEI 对 HF 患者整体死亡率和发病率的影
响。该试验将 8399 例 NYHA 心功能分级Ⅱ～Ⅳ级、

恶化）做出充分的处理。
3

Patiromer 和 ZS-9
随着应用 RAAS 抑制剂和 MRA 的 HF 患者增

LVEF≤40%的患者随机分为 LCZ696 组和依那普利

加，临床上电解质紊乱也较常见，尤其是在伴有慢

组。由于 LCZ696 组具有强大的优势而提前终止。

性肾脏病（CKD）的患者中。高钾血症常常限制这

LCZ696 组的 HF 死亡率和 HF 恶化入院率显著降

些药物的使用[11-12]。目前有两种全新的钾离子吸附

低。此外，LCZ696 组患者 NT-proBNP 和肌钙蛋白

剂：patiromer 钙和 ZS-9，可用来增加钾离子在胃肠

T 相对于依那普利组更低。治疗 4 周时这些差异更

道的排出。尽管它们尚未被 FDA 批准，但近期试

为显著，在 8 个月后再次检测时仍得以维持。

验显示其具有良好的效果和安全性。

NT-proBNP 水平实际是增加的，这与抑制肾胰岛素

3.1 Patiromer

残基溶酶的作用机制一致。该试验为在射血分数降

3.1.1

低的心力衰竭（HfrEF）患者中优先使用 ARNI 提

的非吸收性聚合体，在胃肠道内与钙离子交换。口

供了重要的证据。

服该药可增加钾离子的排泄分泌从而降低血浆钾

2

离子水平[13]。前期 patiromer 临床试验已经证明该

MRA

作用机制

Patiromer 是一种与钾离子结合

2.1 作用机制 在 RAAS 中，醛固酮是在 HF 病理

药治疗高危人群的高钾血症需要数天至 12 周[13]。

生理过程中影响水钠代谢、导致内皮功能障碍、造

3.1.2 临床试验 PEARL-HF 试验[14]：该试验评估

成心室肥大和心肌纤维化的最重要神经激素之一。

了 patiromer 联合应用螺内酯对 105 例高钾血症和慢

基于随机螺内酯评价研究（RALES 试验）和急性心

性肾衰竭的患者接受标准 HF 治疗后的疗效。结果

肌梗死（AMI）后 HF 依普利酮疗效与存活率研究

显示：相对于安慰剂，patiromer 显著降低了血清钾

（EPHESUS 试验）表明，使用螺内酯和依普利酮

离子水平，并防止钾离子正常的 HF 患者进展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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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对降低 HF 患者的心率具有潜在益处。

钾血症。
[13]

OPAL-HK 试验 ：该试验针对 243 例伴发 CKD

4.1

作用机制

伊伐布雷定通过抑制窦房结内特

的患者进行评估 patiromer 对 RAAS 抑制剂所致高

殊起搏点 If 电流降低心率，而不影响心肌收缩与舒

钾血症的疗效和安全性。该研究开始 4 周治疗后血

张、心室再极化和心内传导。这与 β 受体阻滞剂以

浆钾离子水平平均下降 1.0 mmol/L。在治疗末期停

及钙通道阻滞剂的机制完全不同。前者在任何存在

止 patiromer 治疗后，高钾血症迅速恢复。此阶段高

β 肾上腺素受体处均发挥作用，造成负性肌力作用

钾血症的恢复率安慰剂组显著高于 patiromer 组

和支气管痉挛；后者作用于心脏和血管、胃肠道平

（60% vs. 15%）
。这说明需要持续治疗以维持血钾

滑肌的钙离子通道，造成负性肌力作用、高血压和

浓度正常。Patiromer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便秘。

便秘。

3.2

4.2 临床试验 BEAUTIFUL 试验[20]：该试验评价

ZS-9

3.2.1 作用机制 ZS-9 是一种高特异性无机晶体，
[15]

伊伐布雷定治疗冠状动脉疾病和左心室收缩功能

。ZS-9 用钾离子交

衰竭患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纳入试验的 10 917 例

换钠离子和氢离子，而不是钙离子。钾离子通过粪

患者均患有稳定性冠状动脉疾病、LVEF 小于 40%

便的排泄是剂量依赖性的，而通过尿的排泄随剂量

且心率超过 60 次/min。该试验中，伊伐布雷定降低

它在肠道内将钾离子包裹起来

的升高而降低
3.2.2

[16]

了心率，但不能降低 HF 死亡率。但是在心率不低

。
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评估

于 70 次/min 的患者亚群中，伊伐布雷定明显降低

了 ZS-9 的疗效，753 例高钾血症伴发多种疾病（包

因致命或非致命心肌梗死或冠状动脉再通入院的

括 CKD、
HF 和糖尿病）
的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 ZS-9

发生率。

临床试验

的四种剂量之一（1.25、2.5、5 或 10 g）或安慰剂共

SHIFT 试验[21-22]：该试验为针对 6558 例 HF 患

2 d[16]。ZS-9 组血浆钾离子浓度下降迅速，开始 2 d

者进行的随机对照试验，评价了伊伐布雷定治疗收

内，血清钾离子浓度下降呈剂量依赖性，10 g 组和 5 g

缩性 HF 的疗效。纳入的 HF 患者症状稳定，LVEF

组绝对平均下降值分别为 0.73 和 0.53 mmol/L。ZS-9

≤35%，窦性心律≥70 次/min。该试验中，伊伐布

组在 2 d 内的任何时间点血浆钾离子降幅均显著高

雷定显著降低了 HF 死亡率。其效果在先前设定的

于安慰剂组。值得注意的是，10 g ZS-9 组 98%的患

各亚群中（包括老年人）均一致。经研究表明，心

者在 2 d 内回归正常。ZS-9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腹

率升高是 HF 的一个危险因素，降低心率可改善预

泻

[17-18]

后。伊伐布雷定降低了 HF 再入院风险并提高患者

。

3.2.3 HARMONIZE 研究

该研究评价了 ZS-9 对

生活质量[23-24]。将心率降至阈值以下，而不是单纯

258 例高钾血症患者的长期疗效和安全性[18-19]。血

降低心率，具有潜在益处。

钾已达正常值（3.5～5.0 mmol/L）的患者在维持阶段

5

松弛肽

被随机分配到 ZS-9 不同剂量组（5、10 或 15 g）或安

松弛素是人类激素松弛肽（孕期黄体和胎盘自

慰剂组共 28 d。10 g ZS-9 治疗急性期 HF 48 h 后平均

然产生的激素）的重组形式。近期研究显示，脉管

血清钾离子浓度由 5.6 mmol/L 下降至 4.5 mmol/L。

系统和衰竭心肌也可产生松弛肽。

ZS-9 给药 1 h 内即可发现血清钾离子浓度显著降

5.1 作用机制 松弛肽与 G 蛋白偶联受体相互作

低，84%的患者在 24 h 内恢复正常血钾水平，98%

用，导致环磷酸腺苷（cAMP）升高。从而引起一

的患者在 48 h 内恢复正常血钾水平

[19]

。评估该药长

氧化氮产生增加[25]。另外，松弛肽上调血管金属基

期疗效和安全性的试验正在进行当中。

质蛋白酶活性。而血管金属机制蛋白酶可活化内皮

4

素Ⅰ，从而导致内皮素-B 受体激活并继而促进一氧

伊伐布雷定
控制心率是治疗 HF 一种有前景的潜在治疗方

化氮产生。内皮素-B 受体激活可能参与松弛肽介导

法。心率升高可能见于交感神经兴奋。尽管 HF 治

的肾脏血流增加。因此，松弛肽增加心输出量、血

疗中 β 受体阻滞剂主要用于降低心率，增加 β 受体

管顺应性和肾脏血流。

阻滞剂药量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伊伐布雷定通

5.2 临床疗效 Pre-RELAX-AHF 研究[26]：该研究

过直接、选择性地抑制窦房结 If 电流而发挥作用，

评估了内皮素对 234 例急性失代偿性 HF（AD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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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发作 16 h 内治疗的效果。所有患者被随机分配

和 30 ng·kg-1·min-1）乌拉立肽均表现出明显的降

结果表明，
到四种松弛肽剂量组和安慰剂组共 48 h。

PCWP 作用。在高剂量组，该药降低全身血管阻力，

-1

-1

30 μg·kg ·d 是最佳剂量，该剂量可以缓解呼吸

提高心排血指数。除改善血流动力学外，也能够缓

困难，还可降低 HF 死亡率、因 HF 再入院率或肾

解呼吸困难。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依赖于剂量的血

衰竭发生率。但 14%的患者因血压显著降低而中止

压降低。当前一项纳入 2152 例患者的 3 期随机安

松弛肽治疗

[26]

。

慰剂对照试验正在进行之中，用于评估乌拉立肽连
[27]

RELAX-AHF 研究 ：
该研究包含 1161 例 ADHF

续泵入 48 h 对 ADHF 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并伴发肾衰竭和收缩压高于 125 mmHg 的患者。所有
-1

-1

钠尿肽为研究者提供了治疗 HF 重要的治疗策

患者被随机分配到研究组（松弛素 30 μg·kg ·d ）

略。它作为利尿剂和血管活化药物发挥作用，并且

和安慰剂组，并在入院 16 h 内开始给予连续 48 h

没有任何变力和变时效应。但钠尿肽在治疗 ADHF

泵入治疗。该研究中，松弛素相对于安慰剂能显著

中发挥的作用尚不清楚。对乌拉立肽的初步试验已

改善呼吸困难，缩短住院时间，降低 HF 恶化发生

经对 ADHF 患者体现出血流动力学和临床益处。尽

率。松弛素还可以改善 6 个月死亡率并且未发现其

管乌拉立肽具有替代奈西立肽和卡培立肽的潜质，

对肾功能产生不良反应的任何证据
6

[28]

。

但还需要更多证据来评价该药对 HF 治疗的作用。
7

乌拉立肽

结论与展望
HF 是心脏术后死亡率相对较高的并发症，其

减轻水肿是 HF 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肾脏水、
钠代谢能力下降是导致水肿的重要原因。HF 时钠

治疗仍是临床工作者面临的世界性难题，治疗目的

尿肽被激活并通过抑制 RAAS 表现出代偿效应，从

不再仅仅是改善 HF 患者的症状，而是达到良好的

而导致了血管扩张和尿钠排泄。因此钠尿肽用于

远期预后，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死亡率。尽

ADHF 的治疗引起广泛关注。钠尿肽包括心房钠尿

管 ACEI、ARB 和 β 受体阻滞剂的应用使 HF 患者

肽（ANP）
、脑钠肽（BNP）
、C 型钠尿肽（CNP）
、

的临床预后得到一定的改善，磷酸肌酸等能量底物

D 型钠尿肽（DNP）和尿扩张素

[29]

。

已更为广泛地应用于 HF 治疗，但新研发药物的研

6.1 作用机制 尿扩张素于 1988 年首次从人类尿

究结果令人鼓舞，心功能分级、左心房容积和容积

液中提纯而来。它主要由远端肾小管细胞产生并被

指数都得到极大的改善，给 HF 的治疗带来了一项

排入到尿液中参与肾内钠重吸收。合成性钠尿肽如

新的选择，未来试验要评估这些极具吸引力的化合

卡培立肽（ANP 的一种重组形式）和奈西立肽被用

物在临床实践中的真实疗效，需要更恰当的试验设

于治疗充血性 HF。当被用于 ADHF 患者时，会由

计、优化的临床终点和适当的病例选择。因此，在未

于尿钠排泄、利尿和动静脉扩张作用快速降低肺毛

来的日子里，还需进一步探索和研究，任重而道远。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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