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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库巴曲缬沙坦对陈旧性前壁心肌梗死患者心功能的疗效评价
田晋帆1，宋现涛1，贺毅2，张明多1，张东凤1，南楠1，杨雪瑶1，雍婧雯1
【摘要】目的 评价沙库巴曲缬沙坦对陈旧性前壁心肌梗死患者心功能的疗效。方法 以2019年3
月至2020年3月于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1A病房住院行冠状动脉（冠脉）造影的陈旧性前壁心肌梗死且接
受沙库巴曲缬沙坦治疗的31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治疗后随访3~6个月。观察沙库巴曲缬沙坦对心功能指
标：包括左室射血分数（LVEF）、左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左室收缩末期内径（LVESD）、血
清B型脑钠肽（BNP）的影响；观察沙库巴曲缬沙坦对肝肾功能，包括血清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
氨酶（AST）、血尿素氮（BUN）、血清肌酐（Scr）水平的影响；观察沙库巴曲缬沙坦对患者1个月生
活质量，患者健康问卷9（PHQ-9）和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7（GAD-7）评分的影响。结果 与治疗前相
比，沙库巴曲缬沙坦治疗3~6个月后，陈旧性前壁心肌梗死患者LVEF显著增加 [（51.1±13.1） vs. （37.9
±8.6）%，P＜0.01]，LVEDD [（53.9±8.4） vs. （61.7±8.3）mm，P＜0.05]及LVESD [（38.7±11.4）
vs. （44.9±9.1）mm，P＜0.05] 显著降低。治疗前、后患者血清BNP、ALT、AST、Scr及BUN相比，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沙库巴曲缬沙坦治疗后，患者1个月的PHQ-9 [（2.0±1.9） vs. （4.0±
3.7），P＜0.05] 及GAD-7 [（1.2±1.6） vs. （2.5±3.5），P＜0.05] 评分较治疗前均显著降低。结论 沙
库巴曲缬沙坦可明显改善陈旧性前壁心肌梗死心功能及生活质量，且不增加肝肾功能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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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akubatril valsartan on heart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anterior old myocardial infar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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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effect of sakubatril valsartan on heart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anterior

old myocardial infarction (OMI). Methods OMI patients (n=31) undergone coronary angiography (CAG) and treated
with sakubatril valsartan were chosen from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in Beijing Anzhe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Mar. 2019 to Mar. 2020.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3 months to 6 months after
treatment. The influence of sakubatril valsartan on the indexes of heart function, including LVEF, LVEDD, LVESD
and BNP were observed. The influence of sakubatril valsartan on the indexes of liver and kidney functions, including
ALT, AST, BUN and Scr, were observed. The influence of sakubatril valsartan on scores of quality of life (QOL),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Items (PHQ-9) and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7 Items (GAD-7) were observed
after treatment for 1 month. Results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LVEF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51.1±13.1)
vs. (37.9±8.6)%, P<0.01], LVEDD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53.9±8.4) vs. (61.7±8.3) mm, P<0.05] and LVESD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38.7±11.4) vs. (44.9±9.1) mm, P<0.05] in OMI patients after treatment for 3-6 months. The
difference in levels of serum BNP, ALT, AST, Scr and BUN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P>0.05). After treatment, 1-month PHQ-9 [(2.0±1.9) vs. (4.0±3.7), P<0.05] and 1-month GAD-7 [(1.2±1.6)
vs. (2.5±3.5), P<0.05]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OMI patients. Conclusion Sakubatril valsarta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heart function and QOL without increasing adverse reactions of liver and kidney in OMI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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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膜血管急性或慢性闭塞是心肌梗死的最
主要的病因。尽管血运重建极大程度的降低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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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梗死患者的死亡率，但梗死心肌的重塑是患者
发展为心功能不全，导致因心力衰竭（心衰）再
住院，恶性心律失常的重要因素，严重影响患者
生活质量及远期预后。尤其是既往前壁心肌梗死
形成室壁瘤的患者，远期预后更差，且临床中相
当一部分患者同时存在肾功能不全。因此，心肌
重塑的逆转是改善这类患者远期预后的重要措
施，期待可在改善心功能的同时，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而不增加肾功能恶化。血管紧张素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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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啡肽酶抑制剂（ARNI）沙库巴曲缬沙坦能够
同时抑制脑啡肽酶和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
（RASS）系统，从而抵消抑制脑啡肽酶所产生
的RASS激活的不良反应。既往PARADAIGM-HF
研究表明 [1]，与依那普利相比，沙库巴曲缬沙坦
可降低心血管死亡及心衰再住院风险。因此，沙
库巴曲缬沙坦有望改善陈旧性心肌梗死患者的心
功能及生活质量。本研究旨在观察沙库巴曲缬沙
坦是否能有效改善陈旧性前壁心肌梗死的心功
能，并提高其生活质量。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前瞻性观察性研究，入
选2019年3月至2020年3月于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
1A病房住院行冠状动脉（冠脉）造影的陈旧性
前壁心肌梗死患者31例，且超声心动图提示节段
性室壁运动异常。入选标准：①年龄18~75岁；
②超声提示前壁节段性室壁运动异常；③接受
沙库巴曲缬沙坦治疗。排除标准：①近1个月内
发生过心肌梗死；②肝肾功能异常；③自身免
疫性疾病、恶性肿瘤、感染性疾病；④存在阿
司匹林或P2Y受体抗血小板禁忌；⑤存在抗凝禁
忌、造影过敏。最终纳入符合入选标准的患者31
例，年龄37~78岁。年龄范围37~78岁，平均年龄
（60.7±10.6）岁，男性25例（81%），女性6例
（19%）。入组患者签署知情同意，研究方案通
过北京安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入组的患者在冠脉造影前给予阿司匹
林联合一种P2Y受体抑制剂（氯吡格雷或替格瑞
洛）抗血小板治疗。进行血运重建的患者，术后
继续应用至少12个月的抗血小板药物。根据血压
情况，给予沙库巴曲缬沙坦50~100 mg/次，2/d口
服治疗。并给予个体化的降脂、降糖治疗方案。
1.3 评价指标 31例患者入院时进行病史（既往
心肌梗死病史，糖尿病史，高血压病史，高脂血
症病史，既往冠脉血运重建病史）采集。所有患
者于冠脉造影前以经胸超声心动图评价心功能包
括左室射血分数（LVEF），左室舒张末期内径
（LVEDD），左室收缩末期内径（LVESD）；
术前进行肝肾功能包括谷丙转氨酶（ALT），
谷草转氨酶（AST），血尿素氮（BUN），血清
肌酐（Scr）及血清B型脑钠肽（BNP）检测。并
于术前进行生活质量评价，包括患者健康问卷9
（PHQ9）和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7（GAD-7）
评分。
1.4 随访 沙库巴曲缬沙坦治疗3~6个月后采用
门诊及电话随访的方式。于门诊再次经超声心
动图评价患者心脏功能，包括LVEF、LVEDD
及LVESD；检查患者肝肾功能（ALT、AST、

BUN、Scr）及血清BNP；焦虑抑郁评分（PHQ9
和GAD-7）变化。随访结束时，16例患者完成超
声心动图复查，29例完成PHQ9/GAD-7评分，15
例完成BNP/肝肾功能指标复查。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构成比）表示。计量资
料采用K-S正态性检验正态分布检验。符合正态
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表
示，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
布的资料用M（Q1-Q3）表示，治疗前后比较采
用非参数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线资料描述 31例陈旧性前壁心肌梗死患者
中，48.4%有吸烟史，35.5%有饮酒史，41.9%有糖
尿病史，54.8%有高血压病史，32.3%有高脂血症
病史。另外，32.3%的患者超声心动图显示存在室
壁瘤。15例（48.4%）患者既往对梗死相关血管前
降支行支架植入术，其中11例（73.3%）患者复查
冠脉造影显示前降支支架内无再狭窄。本次对20
例（64.5%）患者尝试开通前降支，其中17例成功
开通前降支，2例开通前降支失败，1例因造影剂
过敏未开通。患者其他基线资料见表1。
2.2 治疗前后患者心功能变化 随访结束时，16
例患者完成超声心动图复查，患者沙库巴曲缬
沙坦治疗3~6个月后，LVEF显著增加[治疗后 vs.
表1 入组患者的基线资料
指标
年龄（岁）
吸烟史（n，%）
饮酒史（n，%）
糖尿病史（n，%）
高血压（n，%）
高脂血症（n，%）
室壁瘤（n，%）
IRA-PCI史（n, %）
WBC（×109/L）
RBC（×1012/L）
PLT（×109/L）
HGB（g/l）
ALT（U/L）
AST（U/L）
BUN（mmol/l）
Scr（μmol/l）
HbA1C（%）
BNP（pg/ml）
NT-ProBNP（pg/ml）
LVEF（%）
LVEDD（mm）
LVESD（mm）

数值
60.7±10.6
15（48.4）
11（35.5）
13（41.9）
17（54.8）
10（32.3）
10（32.3）
15（48.4）
7.26±1.49
4.35±0.50
218.1±47.1
134.8±19.5
24.0±12.1
21.3±7.7
5.90±1.72
79.0±22.6
6.7±1.3
306.43±315.99
1019.20±731.40
40.9±8.0
59.3±9.1
43.5±11.3

注：IRA：梗死相关动脉；PCI：经皮冠脉介入治疗；WBC：白细
胞；RBC：红细胞：PLT：血小板；HGB：血红蛋白；ALT：谷丙
转氨酶；AST：谷草转氨酶；BUN：尿素氮；Scr：肌酐；HbA1C：
糖化血红蛋白；BNP：B型脑钠肽；NT-ProBNP：N末端B型脑钠
肽前体；LVEF：左室射血分数；LVESD：左室收缩末期内径；
LVEDD：左室舒张末期内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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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51.1±13.1） vs. （37.9±8.6）%]，
LVEDD[治疗后 vs. 治疗前：（53.9±8.4） vs.
（61.7±8.3）mm及LVESD[治疗后 vs. 治疗前：
（38.7±11.4） vs. （44.9±9.1）mm显著下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2。
表2 治疗前后心功能对比
指标
LVEF（%）
LVEDD（mm）
LVESD（mm）

治疗前（n=16）
37.9±8.6
61.7±8.3
44.9±9.1

治疗后（n=16）
51.1±13.1
53.9±8.4
38.7±11.4

P值
0.011
0.005
0.037

注：LVEF：左室射血分数；LVEDD：左室舒张末期内径；
LVESD：左室收缩末期内径

2.3 治疗前后患者血清BNP、肝肾功能变化 随访
结束时，15例患者完成BNP/肝肾功能指标复查。
沙库巴曲缬沙坦治疗3~6个月后，患者血清BNP水
平，肝肾功能ALT、AST、BUN、Scr等与治疗前
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3。
2.4 治疗前后焦虑抑郁评分变化 随访结束时，29
例患者完成PHQ9/GAD-7评分。沙库巴曲缬沙坦
治疗1个月，患者焦虑评分（PHQ9）及抑郁评分
（GAD-7）较治疗前均显著下降，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表4。
表3 治疗前后患者血清BNP、肝肾功能对比
指标
ALT（U/L）
AST（U/L）
BUN（mmol/l）
Scr（μmmol/l）
BNP（pg/ml）

治疗前（n=15）
27.1±13.1
22.7±7.2
5.99±1.31
75.1±17.5
351.38±415.94

治疗后（n=15）
34.2±12.2
30.9±18.7
6.16±2.01
78.5±19.1
166.50±231.64

P值
0.065
0.074
0.686
0.206
0.210

注：ALT：谷丙转氨酶；AST：谷草转氨酶；BUN：尿素氮；
Scr：肌酐；BNP：脑钠肽
表4 治疗前后PHQ9和GAD-7评分对比
指标
PHQ9
GAD-7

治疗前（n=29）
4.0±3.7
2.5±3.5

治疗后（n=29）
2.0±1.9
1.2±1.6

P值
0.003
0.017

注：PHQ9：患者健康问卷9；GAD-7：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7

3 讨论
本研究表明，沙库巴曲缬沙坦在联合或者不
联合血运重建的情况下，可有效改善陈旧性前壁
心肌梗死患者的心功能。与治疗前相比，沙库
巴曲缬沙坦治疗3~6个月后，陈旧性前壁心肌梗
死患者LVEF显著增加 [（51.1±13.1） vs. （37.9
±8.6）%，P＜0.01]，LVEDD [（53.9±8.4） vs.
（61.7±8.3）mm，P＜0.05]及LVESD [（38.7±
11.4） vs. （44.9±9.1）mm，P＜0.05]显著降低。
此外，患者1个月焦虑抑郁评分较基线明显改善。
而治疗3~6个月后，患者肝肾功能无显著变化。
大面积前壁心肌梗死出现室壁瘤的患者，
其生活质量显著降低，心衰住院和心血管死亡
率极高。本研究中，32.3%的患者存在室壁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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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缓这部分患者的心功能是临床急需关注的问
题。此外本研究中，15例（48.4%）患者既往对
梗死相关血管前降支行支架植入术，其中，11
例（73.3%）本次复查前降支支架内通畅，因此
对于已发生过心梗的患者，单纯行血运重建并
不能完全解决其心功能恶化的问题，后期对于
心功能的药物管理尤为重要。体内RASS系统激
活，是导致心肌梗死患者心功能逐步恶化，心
脏扩大的重要病理学机制。因此，对于RASS系
统的抑制，是改善该类患者的重要靶点。而传
统“金三角”对于心功能的改善十分有限。沙
库巴曲缬沙坦能够同时抑制脑啡肽酶和RASS系
统，PARADIGM-HF研究中 [1]，与传统的“金三
角”之一的依那普利相比，沙库巴曲缬沙坦可使
心衰患者心血管死亡或心衰住院风险显著降低
20%。在PAPAGON-HF[2]的亚组分析结果中，显
示女性心衰患者主要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27%，
LVEF＜57%的心衰患者主要心血管事件风险降
低22%。本研究纳入的患者既往存在前壁心肌梗
死，且基线LVEF＜57%，在为期3~6个月的沙库
巴曲缬沙坦治疗中，LVEF显著提高。以往研究
中发现，相比缬沙坦，沙库巴曲缬沙坦可显著
降低射血分数减低患者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浓度，在随机化后第16周相对降幅达到
19% [3]。由于本研究样本量较小，且观察时间较
短，对于BNP仅观察到下降的趋势，未到达统计
学差异。
陈旧性心肌梗死，尤其是已发生射血分数减
低的患者，其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如何提高生活
质量也是患者长期管理的目标。PARADIGM-HF
研究显示 [1]，沙库巴曲缬沙坦可以显著改善患者
堪萨斯城心肌病调查问卷（KCCQ）评分。本研
究以PHQ9和GAD-7评价患者精神心理状态，发
现沙库巴曲缬沙坦治疗后可以显著降低PHQ9和
GAD-7评分。临床中，射血分数降低的心衰患者
肾功能经常受损，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同时存在心
肾功能不全，并可能在RASS系统被阻断后进一
步恶化，因此对于心衰的管理需同时达到心肾功
能保护的目标。在PARADIGM-HF研究CKD亚组
分析中 [4]，与依那普利相比，沙库巴曲缬沙坦显
著降低肾脏复查终点风险37%，可显著延缓eGFR
下降速度达23.5%。最新的一项Meta分析显示[5]，
与ACEI/ARB相比，沙库巴曲缬沙坦可以显著降
低心衰患者肾功能恶化风险达23%。本研究中，
在为期3~6个月的临床随访中，肝肾功能未见显
著变化。因此，沙库巴曲缬沙坦可安全有效的改
善陈旧性前壁心肌梗死患者心功能及生活质量。
本研究纳入的人群为既往前壁心肌梗死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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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除外其他心外膜血管相关梗死的影响。本
研究存在的局限性：随访时间较短，外地患者复
查的依存性较差。未来将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延
长随访时间，以便观察沙库巴曲缬沙坦缬沙坦在
该类人群中的疗效。

[3]

[4]

参考文献
[1]

[2]

McMurray JJ,Packer M,Desai AS,et al. Angiotensin-neprilysin
inhibition versus enalapril in heart failure[J]. N Engl J Med,2014,371
(11):993-1004.
Solomon SD,McMurray JJV,Anand IS,et al. Angiotensin-Neprilysin
Inhibition in Heart Failure With Preserved Ejection Fraction[J]. N

（上接288页）
[32] 黄群,杨改红,袁金斌,等. 代谢组学在中药毒理学研究中的应用[J].
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2014,25(3):383-8.
[33] 马晓慧,闫凯境,郝瑞家,等. 浅析复杂成分中药毒代动力学的研
发难点和策略[Z]. 中国重庆:20162.
[34] 符文雄,徐玉婷,吴淑君. 不同剂型的芪丹通络汤治疗糖尿病肾病
Ⅲ期临床随机对照研究[J]. 中华中医药学刊,2019,37(12):2986-9.
[35] 崔梦茹,康风娇. 归脾汤中药配方颗粒剂与传统饮片煎剂治
疗女性缺铁性贫血临床疗效对比[J]. 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

[5]

Engl J Med,2019,381(17):1609-20.
Cunningham JW,Vaduganathan M,Claggett BL,et al. Effects of
Sacubitril/Valsartan on N-Terminal Pro-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
in Heart Failure With Preserved Ejection Fraction[J]. JACC Heart
Fail,2020,8(5):372-81.
Damman K,Gori M,Claggett B,et al. Renal Effects and Associated
Outcomes During Angiotensin-Neprilysin Inhibition in Heart
Failure[J]. JACC Heart Fail,2018,6(6):489-98.
Wang Y,Zhou R,Lu C,et al. Effects of the Angiotensin-Receptor
Neprilysin Inhibitor on Cardiac Reverse Remodeling:MetaAnalysis[J]. J Am Heart Assoc,2019,8(13):e012272.
本文编辑：李丹花

志,2020,7(33):132-3.
[36] 孙琦,张英,侯伟娜,等. 大承气汤、调胃承气汤汤剂与其颗粒剂中
大黄泻下作用的对比研究[J]. 湖北中医杂志,2020,42(8):3-6.
[37] 王青青,卢嫣,唐英,等.中西医病证结合采用柴芩方治疗IgA肾病的
临床疗效观察[J].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2020,21(4):309-12.
[38] 王瑾茜,蔺晓源,刘侃,等. 冠心病气虚血瘀证病证结合大鼠模型的
建立研究[J]. 中国实验动物学报,2020,28(5):602-9.
[39] 王建波,贾连群,李宁,等. 探索高血压阴虚证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构
建思路[J]. 中华中医药学刊,2020,38(8):90-2.
本文编辑：孙竹

•

循证视窗

•

肥胖并存高血压者，要警惕糖尿病！中国医大一院孙英贤等研究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孙英贤等发表研究称，高体质
指数（BMI）和高腰臀比（WHpR）的高血压女性患糖尿病

于女性高血压患者应注意预防体质指数定义的一般性肥胖
和腰臀比定义的中心性肥胖，以预防糖尿病。

风险最高，这些因素具有协同作用。该研究发现，体质指

代谢综合征是一种以肥胖、高血压、高血糖和血脂

数、腰围（WC）、腰围身高比（WHtR）、腰臀比和高血

异常为特征的疾病，是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关键危险因

压与糖尿病风险增加独立正相关。该研究以BMI定义一般性

素。其中肥胖的诊断标准一直有争议。在这项研究中，一

肥胖；以腰围、腰高比和腰臀比定义中心性肥胖。

种新的交互作用方法表明，由体质指数或腰臀比定义肥胖

研究发现，中心性肥胖比一般性肥胖对糖尿病风险的

和高血压对糖尿病的风险具有协同作用。因此，研究者认

影响更大，且高血压增加糖尿病风险的影响比一般性肥胖

为，中国人群代谢综合征中肥胖的诊断应采用体质指数或

或中心性肥胖更大。研究还发现，对于高血压和肥胖并存

腰臀比，而不是腰围（WC）。研究对2012~2013年东北农

者，患糖尿病的风险最高。高血压与高体质指数、腰围、

村心血管健康研究中的11 731例受试者的数据进行分析。

腰围身高比、腰臀比的组合与糖尿病的最高危险性相关，

来源： Chen MQ,et al. Interaction of General or Central

分别比无上述情况的人群高3.9倍、4.5倍、4.9倍和4.7倍。在

Obesity and Hypertension on Diabetes:Sex-Specific Differences
in a Rural Population in Northeast China[J]. Diabetes Metab Syndr

进一步进行性别分析后，发现在一般性肥胖或腰臀比定义
的中心性肥胖的女性中，这些因素具有协同作用。因此对

Obes,2021,14:10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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