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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高血压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无需停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
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类药物
施仲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心脏科，上海 200025
最近，网络上出现了几篇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患者如何进行血压管
理的文章。那些文章建议，对轻型普通新冠肺炎合并高血压患者，考虑停用血管紧张素
转换酶抑制剂（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ACEI）和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
（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ARB）
，改用钙拮抗剂；重症新冠肺炎合并高血压患者，应
立即停用 ACEI 和 ARB，改用直接肾素抑制剂阿利吉仑。这些建议给成千上万的高血压
患者带来了很大困惑,因为目前处在疫情期间，不少患者误以为那些建议是基于 ACEI 和
ARB 的疗效不好或者会增加冠状病毒感染的风险，一些患者甚至因为担心而自行停止了
正在服用的降压药物。这种情况对广大高血压患者明显不利，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澄
清几个问题。
1.

重症患者以老年人居多与降压治疗无关
本次疫情爆发初期，新型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感染的患者以老年人居多；但是随着患者数量的增加，现在的认识已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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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普遍易感。当然，根据现有资料，重症及死亡的新冠肺炎患者大多数仍然是有心血
管病（包括高血压）基础的老年人，这种情况与病毒性呼吸道感染的总体临床谱一致，
但 没 有 任 何 证 据 提 示 与 服 用 ACEI 、 ARB 或 其 他 降 压 药 物 有 关 。 也 有 专 家 认 为 ，
SARS-CoV-2 感 染 的 发 病 机 制 及 致 病 强 度 与 肾 素 血 管 紧 张 素 系 统 （ renin angiotensin
system,RAS）的活性有关，老年人的 RAS 活性较低，因此，被 SARS-CoV-2 攻击后病情
往往较重[1]。
2.

新冠肺炎的发病机制
新冠肺炎是由 2019 年底发现的 SARS-CoV-2 引起。SARS-CoV-2 的基因特征与严重

急性呼吸综合征相关的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associated coronavirus,
SARS-CoV）很相似，目前对冠状病毒理化特性的认识大多来自对 SARS-CoV 以及中东呼
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的研究。SARS-CoV-2 侵入人体的途径与 SARS-CoV 相
同，即通过病毒表面的刺突蛋白与纤毛支气管上皮细胞和肺泡Ⅱ型上皮细胞表面的受体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ACE）2 相互结合，随后进入细胞内，
引起一系列病理改变，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改变是人体的 ACE2 表达明显下调，经典的
RAS 调节途径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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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 是最主要的人体功能调节系统之一，能通过两条途径来动态调节和自我纠偏，
以保持人体各脏器和系统的正常生理功能。以心血管系统为例，经典的 RAS 调节途径是
肾素作用于血管紧张素原生成血管紧张素（angiotensin,Ang）I，Ang I 在 ACE 的作用下生
成 Ang II，Ang II 作用于血管紧张素 II 1 型受体（angiotensin type 1 receptor,AT1R）而发
挥缩血管、升血压、促凋亡和促增殖等作用。这一经典调节途径可简化为正向的 ACE-Ang
II 轴，其活性过高时会导致心血管损伤。非经典的 RAS 调节途径也称为负向的 ACE2-Ang
(1-7)轴，是指 Ang II 在 ACE2 的作用下生成 Ang (1-7)，后者通过 G 蛋白偶联受体 Mas
发挥对抗经典调节途径的作用，包括扩张血管、降低血压和抑制凋亡等，可简单理解为
提供心血管保护作用。正常生理情况下，
RAS 的正向 ACE-Ang II 轴和负向 ACE2-Ang (1-7)
轴的活性水平处于动态平衡状态，从而维持着心血管系统的正常功能。可以看到，ACE2
通过把 Ang II 降解成 Ang (1-7)，降低了 Ang II 水平，进而减弱 Ang II 对 AT1R 的刺激作
用。
冠状病毒感染导致 ACE2 水平下调，使 RAS 的正向轴和负向轴的调节失衡，Ang II
水平相对或绝对升高，过度刺激 AT1R，结果是肺部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随之出现肺水
肿、严重肺损伤和急性肺衰竭[2]。SARS-CoV 通过下调 ACE2 水平激活 RAS 正向轴调节
功能、继而引发急性严重肺损伤的这一机制，已经在多种体外实验和动物模型中得到证
实[3-6]。上述机制的初步阐明给防控冠状病毒感染提供了新思路。例如，以阻断冠状病毒
与 ACE2 相结合为靶点的 ACE2 抑制剂[7]和以提升 ACE2 水平为目标的重组人 ACE2 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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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曾有过报道，但至今还没有大型临床试验。
[8]

3.

新冠肺炎与高血压
新冠肺炎是否会引起高血压或使原有的高血压水平进一步增高，目前没有深入的研

究，但不无可能。引起或增高血压的机制包括患者的焦虑紧张、治疗重点转向抗感染后
未能坚持服用降压药物等。临床上应针对引起血压升高的原因进行治疗。需要指出的是，
目前的高血压诊断标准，主要适用于非住院的成年人群。住院患者，尤其是老年、急诊
和重症患者，一过性血压增高很常见，何种血压水平时需要启动降压治疗并不清楚。故
除高血压急症和亚急症外，对于一过性血压轻度增高且无相关症状的住院患者，不需要
立即启动或强化降压药物治疗[9]。根据已经发表的病例报道，
在平均年龄为 47.0 岁的 1 099
例新冠肺炎患者中，高血压患者占 14.9%，并不显著高于同龄普通人群[10]。
4.

高血压患者的降压药物选择
目前临床上广泛使用的五大类降压药物（利尿剂、钙拮抗剂、受体阻滞剂、ACEI

和 ARB）都是有效的降压药物，且都有保护心血管系统的循证医学证据，可根据临床情
况单独使用或联合使用。在高血压合并新冠肺炎患者中，目前还没有比较过这五类药物
的相对疗效，也没有哪类药物可能有害的临床研究。因此，服用这些药物能有效控制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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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的高血压患者，如果没有发生明显不良反应，应该继续按照原方案坚持长期服药，并
切记降压达标是高血压治疗的硬道理。
5.

疫情期间 ACEI 和 ARB 的使用问题
ACEI 和 ARB 都有确切的降压作用，还有保护心脑血管、改善肾脏功能、减轻左心

室肥厚、防治心力衰竭和预防心房颤动等临床效果。现有研究提示，ACEI 如卡托普利或
赖诺普利等不影响 ACE2 的活性，也没有任何证据提示 ACEI 或 ARB 会给 SARS-CoV-2
感染或新冠肺炎患者带来特殊的损害。有人可能担心咳嗽问题，其实大可不必。咳嗽是
ACEI 最主要的不良反应，机制是 ACE 被抑制后缓激肽水平增高。服用 ACEI 后如果引起
持续或严重咳嗽，当然需要停药；但长期服用 ACEI 治疗的高血压患者，一般没有令其明
显不适的咳嗽问题。咳嗽也是各种呼吸道感染的最常见症状，长期服用 ACEI 的患者通常
并不需要在呼吸道感染期间停用 ACEI。冠状病毒感染会不会是一种例外，其影响 RAS
活性，会诱发或加重 ACEI 相关的咳嗽吗？从机制上看是不会的。因为冠状病毒感染下调
ACE2 水平，对 ACE 并无影响；而 ACE2 水平的高低不会改变缓激肽水平。因此，在这
次疫情期间，ACEI 和 ARB 完全可以继续正常使用。
从理论上来说，冠状病毒与 ACE2 结合后 ACE2 水平下调，导致 RAS 的正、负向调
节功能失去平衡，Ang II 水平及活性异常增高。从 SARS-CoV-2 感染患者呼吸道特别是下
呼吸道检测到的 SARS-CoV-2 滴度，与肺部疾病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这些患者的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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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 II 水平显著升高, 并且与病毒滴度和肺损伤程度线性相关 。
因此，阻断 RAS 的 ACEI
[11]

或 ARB，可能是这种情况下比较合适的降压药物。已经有研究提示，培哚普利和卡托普
利等 ACEI 类药物以及氯沙坦和替米沙坦等 ARB 类药物能改善 ACE-Ang II 轴和
ACE2-Ang (1-7)轴的动态平衡、显著减轻肺部损伤[12-15]。反之，直接肾素抑制剂阿利吉仑
在国内极少应用，降压作用不比 ACEI 或 ARB 更强，且多项临床试验均为阴性结果，提
示其缺乏心血管系统的保护作用[16]。因此，笔者认为停用 ACEI 或 ARB、改用阿利吉仑
不是一个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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