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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和静脉血栓栓塞症（VTE）是导致死亡和
残疾的主要原因，占全球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

[1,2]

前，几种面向FⅪ和FⅫ的药物正在开发中，本文收集了8种

，其二级

该类药物已公开的相关数据，其作用机制包括抑制FⅫa介

预防，如抗凝和抗血小板治疗，虽然有效，但普遍会增加出

导的FⅪ激活（CSLl312、AB023）；抑制肝脏合成FⅪ（ISIS

血风险。抗凝治疗的核心即在预防血栓形成和消除出血风险

416858）；以及抑制FXIa的催化活性（MAA868、BAY

之间取得平衡。维生素K拮抗剂（如华法林），通过监测凝

1213790、EP-7041、BMS-986177、BAY 2433334）。

血酶原时间（PT）和国际标准化比值（INR）来体现这种平

1 抑制FⅫa介导的FⅪ激活的药物

衡。近年随着直接口服抗凝剂（DOACs）的广泛应用，极大
提高了预防和治疗血栓性疾病的安全性。与维生素K拮抗剂
相比，DOACs每年发生颅内出血的风险至少降低了一半[3]。
尽管如此，DOACs的问题仍然存在：据报道每年DOACs的主
要出血事件为4%，颅内出血后的死亡率达到25%[4]；缺乏对
DOACs明确的实验室监测技术；在诸多领域还未有突破，如
预防血管内装置（如血液透析、机械心脏瓣膜和心室辅助装
置）血栓形成[5]；以及逆转DOACs抗凝作用。在一定比例的
患者中，出血似乎是任何抗凝方案都无法避免的副作用，特
别是高龄、贫血和肾脏疾病患者[6,7]。因此人们期待凝血接触
途径能为这一临床困境提供解决方案。
接触系统由凝血因子Ⅺ（FⅪ）、凝血因子Ⅻ（F
Ⅻ）、前激肽释放酶和高分子激肽原组成 [8,9]，属于内源性
凝血途径，位于传统抗凝靶点，即外源性（组织因子）和
共同凝血途径的上游。内源性凝血途径由FⅫ活化而启动，
目前已知的FⅫ激活物包括表面带负电荷的异物（如血管内
导管、透析回路等）、血小板衍生的短链和细菌性的长链
聚磷酸盐（polyP）、游离RNA/DNA以及感染性病原体[10]。
活化的FⅫ（FⅫa）可以激活FⅪ（FⅪa）；FⅪa通过促进
凝血酶介导的纤维蛋白生成而促进凝血。同时，FⅪ与凝血
酶和FⅫ之间可以相互激活[11]。此外，FⅪ和FⅫ与炎症和补
体系统密切相关。因此，接触系统，特别是FⅪ，被视为连
接众多病理生理过程的中心节点[12]。
有人认为，止血过程主要依赖于组织因子，而内源性凝
血途径则是对这一过程实施了放大效应[13]。就临床出血事件
或出血时间而言，动物模型确实未显示FⅪ基因敲除或药物
诱导FⅪ缺乏的不良影响。与缺乏FⅧ和FⅨ（血友病A、B）
不同，先天性FⅪ缺乏（血友病C）的人通常在重大创伤时才
可能出现轻微出血[14]。FⅪ缺乏症最常见于德系犹太人，一
项大型回顾性队列研究显示，与FⅪ水平正常的患者相比，
FⅪ缺乏症患者的静脉和动脉血栓栓塞率显著降低[15]。换言
之，FⅪ似乎在病理性血栓形成中起关键作用，但对止血影
响很小[16]。
综上，抑制接触途径是极具吸引力的抗凝策略。目
1

作者单位： 100853 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心内科,
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通讯作者：曹剑,E-mail:calvin301@163.com
doi：10.3969/j.issn.1674-4055.2020.10.31

1.1 AB023（抗FⅪ单克隆抗体） AB023是一种IgG2b抗体，
其作用机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抗FⅪ抗体MAA868和BAY
1213790（见下文），它与FⅪ的A2结构域结合，特异性抑制
FⅫa介导的FXI激活、FⅪa对FⅫ的激活以及FⅪa与高分子激
肽原之间的相互作用，但不会影响凝血酶激活FⅪ和FⅪa对
FⅨ的作用[17]。AB023被证明在几种动物模型中预防血栓形成
是有效的。AB023前体14E11，可显著增加动脉模型的颈动
脉通畅性，延长肺动脉栓塞模型的呼吸停止时间。尽管活
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有所延长，但均没有观察到
出血[17-19]。
在狒狒模型中，与对照组相比，AB023减少了75%的移
植物内血小板和纤维蛋白的积聚，虽然APTT在给药24 h后
仍升高，但未观察到出血差异。随后在一项随机双盲、安
慰剂对照、单次递增剂量Ⅰ期试验中对AB023进行了评估，
涉及21名健康的成年志愿者。当剂量≥0.5 mg/kg时，APTT
在0.25~24 h内达最大延长值。AB023的血药浓度呈剂量依赖
性，最大血药浓度出现在给药后0.08~0.65 h间。药物半衰期
也随剂量增加而增加，0.1 mg/kg剂量时约为1.3 h，5.0 mg/kg
时约为121.5 h。药物血浆清除率随着剂量的增加而降低。
AB023对凝血酶原时间（PT）和出血时间（BT）没有明显
影响。报告中未提及FⅪ活性。与对照组相比，AB023未观
察到严重不良反应，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排痰性咳嗽，但
这被认为与治疗无关。总体而言，AB023在健康人类志愿者
中是安全且耐受性良好的[20]。
AB023通过选择性抑制FⅫa对FⅪ的激活，中止了原本
由接触激活启动的凝血，但它保留了FⅪ的活性，所以与其
说AB023是FⅪ抑制剂，不如称其为FⅫa抑制剂。虽然先天
FⅫ缺乏的患者很少见，但有研究显示FⅫ缺乏者可以在无
干预的情况下接受大手术[21-23]。这表示，使用AB023的患者
发生出血时很可能可以与凝血系统正常的患者进行类似处
理。AB023作用机制的另一个潜在好处是避免了抗体与其
它FⅫa底物之间的竞争。另外，AB023保留了FⅫa的其他功
能，包括激活激肽-激肽释放酶系统，可能具有较少的非靶
点效应。
一项对终末期肾病慢性血液透析患者的Ⅱ期试验正在
进行，目的是评估AB023在减少透析回路血栓形成方面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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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L312是IgG4抗体，

抗体，它的Fab片段高亲和力结合FⅪ和FⅪa的催化域，使

可结合并抑制FⅫa活性。CSL312及其前体3F7已经在许多动

其变构，将FⅪa锁定在酶原状态，并抑制凝血酶→FⅪa前

物模型中被评价，包括血栓形成模型、遗传性血管性水肿

馈环路，阻止凝血的进一步激活。但MAA868不会阻断FⅫa

（HAE）模型。与对照组相比，3F7能有效减少兔体外膜肺氧

激活FⅪ的能力。

合（ECMO）回路血栓形成，出血次数低于普通肝素组[24]。

在Ⅰ期随机、盲法、安慰剂对照、单次剂量递增研究

最近，一种更有效的抗FⅫ抗体CSL312正在开发当中，与

中，对61名成人受试者（包括1组严重肥胖者）皮下注射

3F7相比，CSL312与FⅫa的亲和力提高了44倍。这两种抗

MAA868。MAA868以剂量和时间依赖的方式延长APTT，

体在HAE动物模型中进行了试验。与传统治疗血管水肿药

还可抑制血浆中游离FⅪ水平及其活性，FⅪ最大抑制水

物相比，在减轻小鼠耳朵水肿方面，3F7展现出更深远持久

平为基线的3%，在任何时间点均未观察到完全抑制（FⅪ

的作用。CSL312在体外人血浆中对产生缓激肽的抑制作用

水平＜1%）。该药对PT和凝血酶时间（TT）均无影响。

也强于传统药物。同时，CSL312以剂量依赖的方式延长了

MAA868血药浓度达峰时间为7~21 d，且与剂量无关。重度

[25]

食蟹猴的APTT，但不影响PT，并且注射了耐受性良好 。

肥胖组药物最大浓度和抑制效应相对较低。药物半衰期为

CSL312的Ⅰ期临床数据尚未公布。

20.1~28.6 d。治疗组有7起药物相关轻微不良事件，而安慰

CSL312的功能与AB023极为相似，二者基本上消除了

剂组有两起，其中头痛最常见。一名MAA868受试者发生了

FⅫa对FⅪ的作用，但FⅪ活性不受影响，且在动物模型中

致命性心脏骤停，但被认为与药物无关。治疗组未报告注

都表现出能够减少病理性血栓形成。然而，CSL312对激肽

射反应或过敏反应。研究人员表示，虽然MAA868的出血风

/激肽释放酶途径的抑制，虽然为HAE等疾病提供了治疗可

险大大下降，但逆转其抗凝作用仍具临床必要性。为此，

能，但同时也产生了不确定的非靶点效应，这方面正在积

他们对MAA868和重组活化FⅦ（rFⅦa）处理后的人血进行

累临床前数据。FⅫa靶向药物的另一个缺陷是可能与其他

了体外血栓弹力图检查，提示rFⅦa能够将凝血时间校正回

底物竞争FⅫa催化域。

正常参考范围内[29]。

一项旨在调查CSL312预防HAE患者发作的临床疗效、

MAA868能够在FⅪ酶原和活化形式上均有效抑制其促

药代动力学和安全性的Ⅱ期试验正在招募。另外一项评估

凝作用，通过与FⅪa特异性抗体DEF比较表明，MAA868能

CSL312在预防PICC相关血栓形成方面的研究在今年3月因与

够更为全面的抑制FⅪ。但与其他FXI抑制剂相比，MAA868

安全性无关的业务决策被撤回。

的这种与众不同是否能够提高临床疗效，仍有待观察。同

2 抑制FⅪ合成的药物——ISIS 416858（FⅪ反义寡核苷酸）

样，尽管研究人员在尝试探索可能的逆转方案，但在rFⅦa

反义寡核苷酸（ASO）通过降解特定的mRNA，最终干
扰目标蛋白合成[26]。ISIS 416858是针对FⅪ的第二代ASO，
结 合 F Ⅺ 对 应 m R N A ， 刺 激 核 糖 核 酸 酶 H 1 分 解 ，阻止了
mRNA翻译，以降低FⅪ水平。
在一项Ⅱ期随机开放平行组研究中，对300例接受
择期单侧全膝关节置换术的成年受试者，分别皮下注射
200 mg或300 mg的ISIS，或40 mg依诺肝素，并至少持续8 d。
疗效终点是VTE的发生率，安全终点是临床相关出血的发
生率。200 mg ISIS（VTE发生率为27%）的疗效与依诺肝素
（30%）相当，300 mg ISIS的VTE发生降低（4%）。与依
诺肝素（8%）相比，ISIS的出血风险较低（分别为200 mg
4%，300 mg 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血浆FⅪ水平呈
剂量性递减，APTT明显延长，而PT、FⅧ、FⅨ和FⅫ值在
各组间无明显差异。ISIS组偶会有轻微注射反应[27]。
当发生组织损伤或血小板激活时，便有更多的FⅫ或凝
血酶激活FⅪ，因此，对于预防外科手术相关的VTE，并非
专注于激活FⅪ这一过程，选择降低FⅪ水平可能更有效。
ISIS的缺点包括：降低FⅪ水平所需时间过长；可能导致类
似FXI缺乏症患者的出血风险[28]，即在某些情况下，虽然出
血很轻微，但临床意义重大，当然这一假设需要进一步临
床数据来支持或驳斥。
两项以评估ISIS 416858在进行血液透析的终末期肾病
患者当中的安全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的Ⅱ期试验，目
前已完成招募正在进行当中。
3 靶向抑制FXIa催化活性的药物
3.1 MAA868（抗FXI和FXIa单克隆抗体） MAA868是IgG1

对凝血时间的校正并不能证明其在严重出血情况下的临床
有效性。肥胖患者MAA868血药暴露的降低也可能限制其使
用，需要进一步研究来确定是否需要对严重肥胖症患者进
行剂量调整。MAA868的优势是每月一次皮下注射使其具备
更好的依从性和疗效。
MAA868计划用于房颤和全膝关节置换术血栓栓塞预防
的两项Ⅱ期试验被撤回。日前，诺华宣布与黑石生命科学公
司合作继续开发MAA868。一项评估MAA868对存在低风险血
栓栓塞性卒中或外周栓塞的房颤或房扑患者的安全性、耐受
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的Ⅱ期试验正在招募中。
3.2 BAY 1213790（抗FⅪa单克隆抗体） BAY 1213790也是
一种IgG1抗体，它与FⅨa活性位点相邻的区域结合，从而
引起别构调节，使FⅪa失去活性。目前尚无法获得更加具
体的作用机制。在兔肝切开模型中，与对照组相比，BAY
1213790不会增加出血时间，还能够减少颈动脉FeCl3诱导的
小鼠模型发生血栓形成[30]。
对83名健康的高加索成年男性进行了Ⅰ期单盲、平行安
慰剂对照、单次剂量递增研究，以评估BAY 1213790的安全
性、药效学及药代动力学。治疗组按剂量分组静脉滴注BAY
1213790。给药后APTT和全血凝血时间延长，FXI活性降低，
呈剂量依赖关系。最大APTT倍数变化为2.17（65.4 s），且至
少20 d内保持高于基线水平。与安慰剂相比，FXI活性在剂量
大于0.15 mg/kg时开始显著下降，这几乎是在给药后立即发生
的，并在约55 d后逐渐恢复到基线值。BAY 1213790达最大浓
度的时间为1.05~4 h（依赖于剂量），半衰期为30~44 d。未
观察到任何临床出血事件，出血时间也没有增加。不论是治
疗组还是安慰剂组，不良反应均常见，但都很轻微，其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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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抗栓治疗安全性的不断追求，以及对凝血过程

头痛和鼻咽炎最为多见。同时未观察到剂量和不良事件发生
[31]

频率之间存在明显联系 。

更深入的了解，促进了新型抗凝剂的发展。当肝素和华法

虽然目前还不能获得BAY 1213790结构和作用机制的

林效果较差时，具有选择性靶点和明确机制的DOACs成为选

细节，但该药物与MAA868不同，它对酶原FⅪ没有抑制作

择[35]。然而，DOACs抗凝治疗的诸多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

用，只抑制FⅪa活性。与MAA868相同的是，BAY 1213790

对出血风险的一贯担忧促使人们对于作为潜在治疗靶点的

的动物和人类Ⅰ期试验数据均未提示明显的出血信号。此

接触途径的研究[36]。大量的临床前和早期临床数据证明，选

外，作为一种单克隆抗体，BAY 1213790的优势在于与肾或

择性抑制内源性凝血途径可以限制受损血管表面的初始凝

肝无关的代谢方式 ，使其适用于肝肾功能不全患者。其较

块形成[37]，且同时不影响外源性和共同凝血途径，这将降低

长的半衰期方便了给药，如每月一次即可达到稳定的药物

出血的可能性。接触因子FⅫ、FⅪ的抑制剂正在开发，在

血浆水平，这是长期血栓预防所需要的。

早期临床数据中，这些药物展现了多方面优势，例如更好

[32]

但是，在接受BAY 1213790治疗的患者中，APTT或FⅪ

的抗凝效果，出血风险的下降，便利的给药方式，不依赖

活性检测结果与临床之间的关联尚不清楚。一种特异性BAY

肝、肾的代谢形式等，使其适用于各种可能的临床方案，

1213790逆转剂正在评估中，但这种药物的真正临床需求仍

包括预防手术和血管内装置源性的血栓形成，以及预防和

待探究。并且需要进一步研究BAY 1213790在不同患者群体

治疗与传染病相关的凝血功能异常。但这些药物仍需要进

中的安全性、药效学和药代动力学。评估BAY 1213790在进

行大量研究（表1），当中部分药物目前正在接受更大规模

行血液透析的终末期肾病患者中的安全性和耐受性的Ⅰ期试

的Ⅱ期临床试验，以进一步评估它们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验正在招募。Ⅱ期FOXTROT试验，比较BAY 1213790与依诺

似乎只有时间才能证明靶向抑制FⅪ和/或FⅫ是否能为抗凝

肝素或阿派沙班在预防接受全膝关节置换术患者静脉血栓栓

治疗提供新的解决方案。抗凝的前景充满光明，大量研究

塞时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目前已经完成受试者招募。

支持抗凝剂在未来将更加多样化，针对不同患者确保更合

3.3 EP-7041（小分子FXIa活性位点抑制剂） 至少已经有

理和更有益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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