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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那普利叶酸对中青年H型高血压血清炎症因子
和内皮素的影响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
张平1，王立中1，马乔岩1，曹倩1
【摘要】目的 探讨依那普利叶酸对中青年H型高血压患者血清炎症因子和血管内皮素的影响，并
分析其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方法 选取104例中青年H型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为对照
组（n=52）和观察组（n=52），其中对照组给予依那普利片，观察组给予依那普利叶酸片，4周为1个疗
程，均连续治疗2个疗程。对比两组治疗前后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超敏C反应蛋白（hs-CRP）、
白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内皮素-1（ET-1）、降压效果和心血管疾病危险分
层；用Spearman相关法分析Hcy、IL-6、TNF-α、ET-1与心血管疾病危险分层的关系；用有序Logistic回
归分析探讨影响中青年H型高血压患者心血管疾病危险分层的因素。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血清Hcy、hsCRP、IL-6、TNF-α和ET-1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降压疗效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759，P=0.006）；观察组心血管疾病危险分层结果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Spearman相关分析法得知，Hcy、IL-6、TNF-α、ET-1与心血管疾病危险
分层均呈明显正相关（r=0.736，P=0.008；r=0.521，P=0.032；r=0.628，P=0.014；r=0.773，P=0.006）。
以心血管疾病危险分层为因变量，将性别、年龄、Hcy、IL-6、TNF-α、ET-1纳入有序Logistic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Hcy、IL-6、TNF-α、ET-1是影响中青年H型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危险分层的重要因素
（P＜0.05）。结论 与单独使用依那普利比较，依那普利叶酸治疗中青年H型高血压疗效佳，心血管疾
病风险低，与Hcy、IL-6、TNF-α、ET-1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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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nalapril folic acid on serum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endothelin in young and middle-aged
patients with H-type hypertens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Lizhong, Ma Qiaoyan, Cao Qian.

*

Zhang Ping*, Wang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Beijing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44,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 Lizhong, E-mail: 18800167063@163.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enalapril folic acid on serum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endothelin in young and middle-aged patients with H-type hypertension, an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alapril folic acid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Methods 104 young and middle-aged patients with H-type
hypertens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n=52)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n=52).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enalapril tablet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enalapril folic acid tablets, 4 weeks as
a course of treatment, both of which were treated for 2 courses. The serum homocysteine (Hcy), high 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 CRP), interleukin-6 (IL-6),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and endothelin-1 (ET-1),
antihypertensive effect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stratifica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Spearman correl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cy, IL-6, TNF-α,
ET-1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stratification; orderl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H-type on young and middle-aged people Risk stratification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serum Hcy, hs-CRP, IL-6, TNF-α and ET-1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better antihypertensive effect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Z=2.759, P=0.006); the resul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stratifica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ccording to the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Hcy, IL-6, TNF-α, ET-1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stratification are
all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r=0.736, P=0.008; r=0.521, P=0.032; r=0.628, P=0.014; r=0.773, P=0.006).
Taking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stratification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gender, age, Hcy, IL-6,TNF-α, ET-1
基金项目：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资助项目(首发2018-4027-06)
作者单位：1 100144 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心内科

通讯作者：王立中,E-mail:18800167063@163.com
doi：10.3969/j.issn.1674-4055.2022.03.11

•

301 •

•

302 •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2022年3月第14卷第3期 Chin J Evid Based Cardiovasc Med,March,2022,Vol.14,No.3

were included in the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the results showed: Hcy, IL-6,TNF-α, ET -1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risk stratification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young and middle-aged H-type
hypertension (P<0.05).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enalapril alone, enalapril folic acid has a better effect on the
treatment of H-type hypertension in young and middle-aged people, and has a lower risk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t is related to Hcy, IL-6, TNF-α, and ET-1.
[Key words] Hypertension; Enalapril; Folic acid; Inflammatory factor; Endothel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据2018年中国心血管病报告显示，我国心血
管疾病患病人数急剧上升，趋年轻化，且其死亡
率远高于恶性肿瘤及其它疾病，其中原发性高
血压是导致心血管疾病不良预后的重要危险因
素 [1]。国内大型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成人高
血压约2.4亿人，其中约50%~75%的患者存在血
清同型半胱氨酸（Hcy）升高，目前将空腹血清
Hcy≥10 μmol/L的高血压称之为H型高血压 [2]。
研究表明，高Hcy可增加原发性高血压并发心血
管疾病风险，两者表现为明显协同作用，故认为
降Hcy与降压同等重要[3]。依那普利是血管紧张素
转换酶抑制剂，是目前临床应用较多的一种降压
药，但有研究报道单独使用对H型高血压降压效
果不明显[4]。究其原因发现，高Hcy血症是影响依
那普利降压效果的重要因素[5]。Hcy作为机体正常
代谢产物，主要通过四氢叶酸还原酶途径和转硫
途径维持平衡；研究发现，Hcy代谢障碍主要与
代谢关键酶基因缺陷致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
胱硫醚B合成酶活性低相关[6]。此外，有学者发现
高Hcy血症患者多存在叶酸摄入不足，适当补充
叶酸对降低Hcy有一定帮助[7]。依那普利叶酸片是
依那普利和叶酸的一种复合制剂，可同时降压和
降低血清Hcy水平，但关于其具体作用机制和对
心血管疾病的影响目前尚不十分清楚 [8]。为此，
本研究选取104例中青年H型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探讨依那普利叶酸对中青年H型高血压患
者血清炎症因子和血管内皮素的影响，并分析其
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于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收治的104例中青年H
型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
《H型高血压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9]中H型高血
压诊断标准者；②首次确诊并接受系统治疗者；
③18岁＜年龄＜60岁；④可正常沟通且依从性良
好者；⑤自愿参加本研究者。排除标准：①存在
导致继发性高血压发生的原因（如糖尿病、甲状
腺功能亢进等）；②既往心血管事件病史；③合
并严重肝肾功能障碍；④合并恶性肿瘤；⑤近半
年参加过其它相关研究者；⑥近1月有叶酸服用
史者；⑦孕妇和或哺乳期妇女；根据入院时间顺
序不同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52例。对照

组中男性28例，女性24例；年龄25~57岁，平均
年龄(43.28±7.95)岁；收缩压（152.07±10.59）
mmHg（1 mmHg=0.133kPa）；舒张压（98.34±
7.95）mmHg；Hcy（18.48±5.31）μmol/L；观
察组中男性30例，女性22例；年龄24~58岁，平
均年龄（44.07±8.24）岁；收缩压（152.63±
10.44）mmHg；舒张压（97.65±8.12）mmHg；
Hcy（18.94±5.85）μmol/L；两组在性别、年
龄、收缩压、舒张压和Hcy浓度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马来酸依那普利片（江苏恒
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产，国药准字H32022378，
规格：10 mg/片），晨服1片，1/d；观察组给予
马来酸依那普利叶酸片（深圳奥萨制药有限公司
产，国药准字H20103723，规格：0.8 mg/片），
晨服1片，1/d，4周为1疗程，连续治疗2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收集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空腹外周
静脉血，并检测血清Hcy、超敏C反应蛋白（hsCRP）、白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和内皮素-1（ET-1）浓度；治疗结
束后，按照国家卫生部颁布关于降压药物降压效
果评价标准相关规定进行评估[10]，将降压效果分
为3部分：显效、有效和无效；总有效率=（显效
+有效）/总例数×100%。治疗结束后，参考美国
心脏协会与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建议根据治
疗后hs-CRP对患者进行心血管疾病危险分层：相
对低危险、中度危险和高度危险。
1.4 判定标准 降压效果评定标准：①显效：舒张
压下降10 mmHg以上，且达正常范围；舒张压下
降达20 mmHg以上，但未达正常范围；必须具备其
中任一项 ；②有效：舒张压下降不到10 mmHg，
且达正常范围；舒张压下降达10~19 mmHg，但未
达正常范围；收缩压较治疗前下降达30 mmHg以
上；③无效：未达到上述标准。心血管疾病危险
分层：①相对低危险：hs-CRP＜1.0 mg/L；②中
度危险：hs-CRP在1~3 mg/L（2个界值均包含在
内）；③高度危险：hs-CRP＞3.0 mg/L。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分析
本研究所有数据。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x
±s）描述，两组间均数比较用t检验；计数资料
用例数（构成比）描述，用χ 2检验比较，等级
资料用秩和检验；用Spearman相关法分析H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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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6、TNF-α、ET-1与心血管疾病危险分层的
关系；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影响中青年
H型高血压患者心血管疾病危险分层的因素（因
变量：心血管疾病危险分层，自变量：性别、年
龄、Hcy、IL-6、TNF-α和ET-1）；以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Hcy、hs-CRP、IL-6、
TNF-α和ET-1比较 治疗前，对照组和观察
组血清Hcy、hs-CRP、IL-6、TNF-α和ET-1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后，观察组血清Hcy、hs-CRP、IL-6、TNF-α
和ET-1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两组血清
Hcy、hs-CRP、IL-6、TNF-α和ET-1均下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表1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Hcy、hs-CRP、IL-6、TNF-α和ET-1比较
时间
项目
治疗前 Hcy（μmol/L）
hs-CRP（mg/L）
IL-6（pg/ml）
TNF-α（pg/ml）
ET-1（ng/L）
治疗后 Hcy（µmol/L）
hs-CRP（mg/L）
IL-6（pg/ml）
TNF-α（pg/ml）
ET-1（ng/L）

对照组（n=52）
18.48±5.31
4.56±1.57
8.42±2.75
13.89±4.71
94.87±15.38
15.48±4.15a
3.03±0.76a
6.34±1.78a
9.37±2.88a
67.49±9.78a

观察组（n=52）
18.94±5.85
4.42±1.36
8.58±2.88
14.02±4.38
94.52±15.89
13.26±2.48ab
2.47±0.58ab
5.05±1.24ab
6.51±2.16ab
56.37±8.46ab

注：Hcy：同型半胱氨酸；hs-CRP：超敏C反应蛋白；IL-6：白介
素-6；TNF-α：肿瘤坏死因子-α；ET-1：内皮素-1；与同组治疗
前比较，a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bP＜0.05

2.2 两组降压疗效比较 观察组降压疗效优于
对照组（ Z=2.759， P=0.006），但两组总有
效 率 比 较 ，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χ 2= 1 . 3 7 8 ，
P=0.240），表2。
2.3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治疗过程中两组耐受
性良好，均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
2.4 两组心血管疾病危险分层比较 治疗前，两
组心血管疾病危险分层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心血管疾病危
险分层结果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3。
2.5 Spearman相关法分析 经Spearman相关分
析法得知，Hcy、IL-6、TNF-α、ET-1与心血
管疾病危险分层均呈明显正相关（r=0.736，
P=0.008；r=0.521，P=0.032；r=0.628，
P=0.014；r=0.773，P=0.006）。
2.6 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 以心血管疾病危险
分层为因变量，将性别、年龄、Hcy、IL-6、
TNF-α、ET-1纳入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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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Hcy、IL-6、TNF-α、ET-1是影响中青年
H型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危险分层的重要因素（P
＜0.05），表4。
表2 两组降压疗效比较（n，%）
疗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n=52）
34（65.4）
16（30.8）
2（3.8）
50（96.2）

对照组（n=52）
20（38.5）
27（51.9）
5（9.6）
47（90.4）

P值
0.006

0.240

表3 两组心血管疾病危险分层比较（n，%）
项目
治疗前 相对低危险
中度危险
高度危险
治疗后 相对低危险
中度危险
高度危险

观察组（n=52）
4（7.7）
15（28.8）
33（63.5）
4（7.7）
36（69.2）
12（23.1）

对照组（n=52）
5（9.6）
16（30.8）
31（59.6）
2（3.8）
26（50.0）
24（46.2）

P值
0.483

0.014

表4 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自变量
Hcy
IL-6
TNF-α
ET-1

回归系数
0.508
0.427
0.442
0.542

标准误
0.125
0.116
0.108
0.132

Waldχ2
8.457
6.327
6.428
9.942

OR
1.834
1.529
1.534
1.994

95%CI
1.559~2.285
1.305~1.783
1.295~1.791
1.629~2.318

P值
0.000
0.005
0.005
0.000

3 讨论
流行病学结果显示，我国H型高血压发病率
明显高于单纯高血压[11]。大部分研究均表明，高
Hcy是导致高血压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12]。有学
者研究发现，高Hcy可使男性和女性高血压病患
病风险分别增加2倍和3倍 [13]。研究发现，高Hcy
可增加高血压患者并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杨淑
娟等 [14]发现高Hcy血症和高血压均可引发急性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发生并在一种程度上可影响患
者预后，两者协同影响更为显著。此外，研究还
发现H型高血压患者并发冠心病时其冠脉病变程
度更加严重，且常合并多支病变[14]。因此积极治
疗对H型高血压患者十分重要。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是目前
临床常用五大类降压药物之一，依那普利作为
ACEI类主要药物，主要通过抑制肾素-血管紧张
素-醛固酮系统降低血压，被广泛用于治疗原发
性高血压病和肾血管性高血压病；有学者研究指
出，单纯使用ACEI类药物治疗H型高血压病其降
压效果低于叶酸联用者[15,16]。在本研究中，治疗
2个疗程后观察组降压效果优于对照组，且两组
均无任何严重不良反应发生，说明依那普利联合
叶酸对H型高血压疗效和安全性均佳，与前述学
者结论基本吻合。本研究还发现，治疗后观察组
血清Hcy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提示联合叶酸可
明显降低血清Hcy水平，与赵宝华等 [17]部分结果
基本一致；此外，本研究还发现治疗后观察组血
清IL-6、hs-CRP、TNF-α、ET-1亦明显低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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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这可能是因为与普通高血压病比较，H型
高血压患者机体炎性状态和血管内皮功能变化更
明显[18]；而IL-6、hs-CRP、TNF-α和ET-1分别
作为反映机体炎症状态及血管内皮功能的重要指
标，其治疗前后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提示治疗效
果[19]；说明与单纯使用依那普利比较，联合叶酸
在减轻炎症，改善血管状态上效果更佳。
此外，本研究还参考美国心脏协会与美国疾
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建议根据治疗后hs-CRP对患
者进行心血管疾病危险分层发现，治疗后观察组
心血管疾病危险分层结果优于对照组，提示联合
使用叶酸比单独使用依那普利更能降低心血管疾
病发生风险，这可能与血清Hcy、IL-6、TNF-α
和ET-1水平降低有关。经Spearman相关分析法发
现，Hcy、IL-6、TNF-α、ET-1与心血管疾病危
险分层均呈明显正相关，说明血清Hcy、IL-6、
TNF-α、ET-1水平越高，心血管危险分层级别
越高，提示在治疗H型高血压时可将血清Hcy、
IL-6、TNF-α、ET-1监测纳入诊疗规范中。本
研究还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以探讨Hcy、
IL-6、TNF-α、ET-1对心血管疾病危险分层的
影响发现，以上4个指标均是影响心血管疾病危
险分层的重要因素，再次强调了关注H型患者血
清Hcy、IL-6、TNF-α、ET-1水平变化的价值。
综上认为，与单独使用依那普利比较，依那
普利叶酸治疗中青年H型高血压疗效佳，心血管
疾病风险低，与Hcy、IL-6、TNF-α、ET-1相
关；但关于具体机制通路有待后续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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