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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NCP）是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全球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目前我国对 NCP 的防控工作正处于关键节点，而在海外 NCP 仍处于蔓延态势。自疫情
爆发以来，我国确诊病例数逐日上升[1]；包括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亚和一些欧洲国家也有确
诊病例报道 [2-5] 。随着疫情的进展，我们对疾病的认识也在加深，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发布了 6 版
NCP 诊疗方案[6]，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也分别发布了疾病相关诊疗指南[7-8]。
NCP 是一种以飞沫和密切接触为主要传播途径，以呼吸系统症状及双肺影像学改变为主要临床表
现，可同时累及多个器官系统的急性传染性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命名为“2019 冠状病毒疾病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9]。目前最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显示，NCP 患者粗病死
率为 2.3%，若合并有心血管病则病死率可升高至 10.5%，高血压亚组病死率也高达 6.0%[10]。
研究证实，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2（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ACE2）是 NCP 发生发展的
关键分子靶点，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 ACE2 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方面 ACE2 介导了病毒颗粒与
人体细胞的融合，触发了 NCP 的发生，起到了“导火线”的作用，但另一方面 ACE2 也具有一定
的抗炎效应，在 NCP 的发展及恶化阶段有可能发挥了“灭火器”的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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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verting enzyme receptor inhibitor，ARB）是临床常用的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eninangiotensin-aldosterone system ， RAS ） 阻 断 剂 ， 能 够 上 调 ACE2 表 达 水 平 ， 从 理 论 上 来 讲 ，
ACEI/ARB 可导致人类 NCP 易感性与发病率的增加，也有可能提高 NCP 临床治愈率，减少死亡
率。因此，也引发了 NCP 患者是否应当继续使用 ACEI/ARB 进行治疗，以及 ACEI/ARB 是否会影
响病情发展、增加高血压或其他心血管病人群易感性的担忧。本文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针对
ACEI/ARB 在 NCP 发生发展中的“双重作用”进行综述，希望在当前疫情下对 NCP 患者合理应用
ACEI/ARB 类药物提供思路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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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CE2 介导了 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2019-nCoV）的感染
ACE2 于 2000 年被发现，是一个由 805 个氨基酸构成的Ⅰ型跨膜蛋白质。作为血管紧张素转
换酶（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ACE）的同系物，由位于 X 染色体的基因 Xp22.2 负责编
码，广泛分布于人体各组织细胞表面[11-12]。ACE2 与 ACE 均为 RAS 的重要组成部分，均具有羧肽
酶活性。ACE 可水解血管紧张素Ⅰ（angiotensin Ⅰ，AngⅠ）生成血管紧张素Ⅱ（angiotensin Ⅱ，
AngⅡ），AngⅡ主要与血管收缩、醛固酮分泌以及病理条件下的血管结构重塑有关，主要受体为
血管紧张素 1 型受体（angiotensin type 1 receptor，AT1R）。而 ACE2 则水解 AngⅠ生成血管紧张
素 1-9（angiotensin 1-9，Ang 1-9），后者可通过 ACE2 依赖或非依赖的途径转化为血管紧张素 1-7
（angiotensin 1-7，Ang 1-7），可作用于 Mas 受体发挥舒张血管、抗炎、抗纤维化、抑制血管平滑
肌增殖的作用[11,13]。由此可见，ACE2 对 ACE 有一定拮抗作用，两者共同保持着血管功能和结构
的平衡。
2019-nCoV 是一种来源于蝙蝠的单链 RNA 病毒，属β冠状病毒属，中间宿主或感染者是其传
染源。目前已经证实 2019-nCoV 主要通过飞沫途径进行传播，其传染性较强[14]。分子水平的分析
表 明 2019-nCoV 表 面 存 在 与 严 重 急 性 呼 吸 综 合 征 冠 状 病 毒 （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SARS-CoV）相似的棘突样受体结合糖蛋白(spike glycoprotein)，也就是所谓的 S 蛋白
质。由于 S 蛋白与 ACE2 胞外段催化结构域的接触可触发 SARS-CoV 与宿主细胞的融合 [15] ，因
此，这一发现提示 ACE2 也有可能是 2019-nCoV 的受体。体外试验也表明，2019-nCoV 能通过 S
蛋白结构域上的某些氨基酸残基，尤其是 Gln493 与人类细胞表面的 ACE2 结合介导感染[16]，蛋白
质同源建模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这一假设 [14] 。利用表面等离子共振技术进行的研究则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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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nCoV 与 ACE2 之间的亲和力比 SARS 高 20～30 倍[17]。因此，目前普遍认为 2019-nCoV 是通
过肺泡上皮细胞表面表达的 ACE2 侵入人体。最新研究则发现 ACE2 几乎参与了病毒生命周期的所
有活动[18]。
除此之外，ACE2 也表达于小肠上皮细胞、参与了肠道内氨基酸的吸收，由于近期在 NCP 患
者粪便中分离出了 2019-nCoV，因此不能排除存在粪-口传播途径的可能[19-20]。这也能部分解释为
何某些患者不以呼吸系统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ACE2 的生理学功能及其在 2019-nCoV 感染中发挥
的作用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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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NCP：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Ang Ⅰ：血管紧张素Ⅰ ；Ang Ⅱ：血管紧张素Ⅱ ；Ang 1-7：
血管紧张素 1-7 ；ACE：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ACE2：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2 ；AT1R：血管紧张素Ⅱ
1 型受体 ；AT2R：血管紧张素Ⅱ 2 型受体 ；2019-nCoV：2019-新型冠状病毒。ACE 可水解 AngⅠ
生成 Ang Ⅱ，AngⅡ与 AT1R 及 AT2R 结合，可产生血管收缩、炎症、纤维化、增殖等作用。而
ACE2 可通过 ACE2 依赖或非依赖的途径将 Ang Ⅱ转化为 Ang 1-7，作用于 Mas 受体发挥舒张血
管、抗细胞增生、抗氧化应激等作用。
图 1 ACE2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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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CE2 与 NCP 发展之间的关系
NCP 最常见的并发症是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或急
性呼吸系统损伤（acute respiratory injury，ARI）[21]。微创病理学检查发现死者的双侧肺部出现典
型的肺泡上皮及毛细血管损伤、伴有肺泡内纤维素性渗出和透明膜形成[22]。既往动物实验已经发
现，ARDS/ARI 中肺泡上皮细胞 ACE 表达增加，导致 AngⅡ生成增加及其 1a 型受体（angiotensin
Ⅱ type 1a receptor，AT1a）过度活化，这些改变促进了局部炎症反应并导致了严重的组织损伤；而
ACE2 具有保护作用，外源性补充 ACE2 能够显著改善实验动物的肺部炎症并减少组织损伤，敲除
ACE2 则可加剧肺部炎症反应、加重肺水肿[23]。
利用与 2019-nCoV 具有较高同源性的 SARS-CoV 进行研究，发现病毒感染后肺泡上皮细胞
ACE2 水平明显降低，而 ACE 水平不受影响 [24] ，这可能与病毒本身生命活动对 ACE2 的依赖有
关，换而言之，病毒“挟持”了 ACE2。肺泡上皮细胞 ACE2 的减少使得 ACE 活性相对增强，Ang
Ⅱ合成增加、AT1a 受体过度激活，可通过细胞内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磷酸(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phosphate，NADPH)氧化酶(NADPH oxidase，NOX)的作用，激活细胞内核转录因子κB
（nuclear factor‑ κB，NFκB)进一步导致炎症反应，同时产生大量氧自由基导致氧化应激损伤[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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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κB 能够直接抑制 ACE mRNA 的转录、进一步减少了 ACE2 的表达 [26]，形成恶性循环，具体如
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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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ng Ⅱ：血管紧张素Ⅱ；AT1R：血管紧张素Ⅱ1 型受体 ；AT2R：血管紧张素Ⅱ2 型受
体 ；NOX：NADPH 氧化酶；ROS：活性氧簇；MAPK：丝裂原活化的蛋白激酶；NF-κB：核转录
因子κB；IL-6：白细胞介素 6；IL-17：白细胞介素 17；IL-21：白细胞介素 21；IL-22：白细胞介
素 22；MMP：基质金属蛋白酶。AngⅡ使 AT1a 受体过度激活，通过细胞内 NADPH 氧化酶的作用
激活细胞内 NFκB 进一步导致炎症反应，同时产生大量氧自由基导致氧化应激损伤，NFκB 能够直
接抑制 ACE mRNA 的转录、进一步减少了 ACE2 的表达，形成恶性循环。
图 2 ACE2 引起的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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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研究发现 NCP 患者存在严重免疫功能紊乱，主要表现外周血淋巴细胞数量的减少，但
CD8 T 细胞的细胞毒性显著增强；具有高度促炎活性的 CCR4+CCR6+Th17 细胞数量也有显著增加
[22]。后者可分泌包括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7、IL-17F、IL-21、IL-22 在内的多种细胞因
子，其中 IL-17 受到的关注最多。既往研究表明 IL-17 不仅可以直接增加肺泡上皮/肺毛细血管内皮
细胞通透性，加重肺水肿[27]；也能促进 NFκB 与丝裂原活化的蛋白激酶（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途径的激活，进一步导致炎症反应的扩大化和“炎症风暴”的形成[28-29]；而外源
性补充 ACE2 可以通过对 STAT3 相关通路的抑制降低 IL-17 活性，发挥保护作用[30]。
既往研究也发现蛋白酶 ADAM17 能够切割 ACE2 具有羧肽酶活性的胞外段（如图 1 所示），
将其释放到外周环境中，这也有可能导致肺泡上皮细胞 ACE2 表达减少。曾有报道称外周血 ACE2
水平与心力衰竭、肾脏病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相关 [31-32]，而在慢性肾脏病患者中进行的研究则发
现，循环中 ACE2 的水平能够独立预测斑块病变[33]。使用 ADAM17 抑制剂能够在体外抑制 SARSCoV 复制[34]，但尚不清楚 ACE2 是否参与了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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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CEI/ARB 类药物对 NCP 的影响
综上所述，ACE2 是 2019-nCoV 病毒感染的“导火索”，正是依赖 ACE2 的穿针引线病毒才得
以与人体细胞融合、感染机体；但在 NCP 发生发展、恶化的过程中 ACE2 又能起到限制炎症反应
的作用，发挥“灭火器”的功能。然而，感染后细胞表面 ACE2 表达减少，破坏了 ACE/ACE2 平
衡并促进病情的恶化。因此，对于 NCP 患者而言抑制 ACE 活性、增加 ACE2 表达可能是一种有效
的辅助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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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结论并不一致，但有证据表明 ACEI/ARB 类药物可以显著增加大鼠心肌细胞内 ACE2
mRNA 表达水平、增加 ACE2 活性 [35-36]。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有学者担心 ACEI/ARB 类药物可能
增加疾病易感性；也有学者提出在病情允许的条件下使用 ACEI/ARB 或许能改善 NCP 患者的预
后。但尚无临床证据支持上述观点，下文就不同类型 NCP 患者中 ACEI/ARB 类药物应用及相关证
据作一简述。
4.1 轻/中症
NCP 多数患者在感染后均表现为轻/中症 NCP，临床表现与一般间质性肺炎近似[6,10]。既往一
项纳入了 21 440 例肺炎患者的荟萃分析结果表明与安慰剂相比，同时使用 ACEI 可使肺炎患者死
亡风险减少 27%，且这一效应在亚裔人群和脑卒中后患者中尤为显著[37]。虽然还存在较多争议，
但近期研究发现 ARB 在这一方面并不劣于 ACEI[38]。有学者提出这一现象可能与药物相关的干咳
刺激有关，干咳后机体反射性吞咽动作增加，从而减少了吸入性肺炎的风险[39]。这能解释副作用
发生较多的亚裔人群和误吸风险增加的患者为何获益最多，但缺乏进一步证据支持。尽管目前临
床证据尚不充分，但由于整体安全性良好，建议在有适应证的患者中继续使用 ACEI/ARB 类药物
进行治疗。
4.2 重症/危重症
NCP 部分患者在发展为重症/危重症 NCP 后如果血压不能维持，则不应使用包括 ACEI/ARB
在内的任何降压药物，此时应当严格根据相关指南并结合患者自身病情进行治疗。对于本身血压
足以维持机体灌注且不存在其他禁忌证的患者，即便是确诊为 ARDS/ARI，由于缺乏临床研究证据
支持也不应以减少 ARDS/ARI 相关的肺损伤为目的使用 ACEI/ARB 类药物。
4.3 合并高血压患者
与全人群相比，合并有高血压的 NCP 患者死亡率增加 2～3 倍 [10]。这可能与这类患者年龄更
大、基础情况较差相关。既往研究结果表明在高血压小鼠肾脏内 ACE2 蛋白表达下调 [40]，目前尚
不清楚这一现象是否存在组织特异性，也不清楚这一现象是否与高血压患者的高病死率相关。由
于 ACEI/ARB 类药物能增加 ACE2 表达且安全性良好，因此，除非存在药物相关禁忌证，否则不
建 议 在 合 并 高 血 压 的 NCP 患 者 中 停 用 已 经 使 用 的 ACEI/ARB 类 药 物 。 对 于 尚 未 开 始 使 用
ACEI/ARB 类药物的 NCP 患者，如果有适应证可以考虑使用这类药物。
4.4 合并糖尿病患者
出于减少蛋白尿的目的，部分糖尿病肾病患者可能会使用 ACEI/ARB 类药物进行治疗。流行
病学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病死率比全人群高 3 倍以上 [10]，这也有可能与高龄和较差的基础情况
相关。动物实验同样表明糖尿病小鼠肾脏内 ACE2 蛋白表达减少 [41]，但仍缺乏临床证据支持糖尿
病患者的高病死率与这一现象之间的联系。因此，这类患者中 ACEI/ARB 类药物的使用可以参考
合并高血压的患者。
4.5 高龄患者
在所有亚组中年龄≥80 岁的患者病死率最高，达到了 14.8%[10]。这类患者通常合并多种慢性
疾病，也常常发生药物相关不良反应。由于目前尚无证据表明 ACE2 表达水平与年龄之间存在明确
关系，因此，建议在使用 ACEI/ARB 类药物之前详细了解患者病史，根据相关指南推荐意见及患
者自身情况进行治疗。
4.6 合并心血管病患者
在所有亚组中，合并心血管病患者的病死率仅次于重症 NCP 和年龄≥80 岁的患者[10]。由于目
前有报道称 NCP 可导致急性心肌损伤，并有可能掩盖急性心肌梗死相关症状。因此，建议在有适
应证的条件下使用包括 ACEI/ARB 在内的药物进行治疗，以避免病情恶化[42]。对于发生心血管事
件的患者，应当在做好隔离措施的条件下按照最新发布的指南推荐意见进行治疗[43]。
5 非感染者的用药
在健康人群中进行的研究表明 ACE2 蛋白在肺内主要分布于 2 型肺泡上皮表面，男性的表达显
著高于女性[18]。但近期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男性并非 2019-nCoV 的易感因素，也没有充分证据支持
高血压或其他心血管病患者是 2019-nCoV 的易感人群 [10]。尽管 ACEI/ARB 治疗可能会导致 ACE2
表达增加，但由于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一现象与疾病易感性相关。因此，除非有其他需求，否则
不建议在有适应证且目前正在使用 ACEI/ARB 类药物治疗的患者调整治疗方案。

6 其他药物对 ACE2 表达的影响及临床意义
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mineralocorticoid receptor antagonist，MRA）也能增加 ACE2 mRNA
的转录，这一效应可能与其对 RAS 和炎症反应的抑制有关[44]。但由于缺乏更多证据，目前还不能
以治疗原发病为目的使用 MRA。同时由于存在“重症相关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的风险，应当谨
慎地在重症患者中评估 MRA 治疗的必要性。除此之外，尚不清楚临床上其他类型的药物是否会影
响 ACE2 的表达水平。因此，对于使用 ACEI/ARB 以外降压药物的患者而言，除非有其他适应证
或禁忌证，否则不建议调整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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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 ACEI 对缓激肽降解和肺炎相关死亡率的影响
ACEI 能够通过对缓激肽酶活性的抑制增加人体缓激肽水平，由于既往有动物实验发现缓
激肽可能促进病毒感染后肺部炎症病变[45]，因此，有学者认为不应当在 NCP 患者中使用这类
药物。然而目前荟萃分析已经表明 ACEI 可显著减少肺炎相关死亡风险[37]，针对病毒性肺炎患
者的回顾性分析也并未发现 ACEI 治疗与气管插管及院内死亡风险增加有关[46]。由于没有临床
证据支持，不建议以避免缓激肽增加相关的炎症反应为目的停止 ACEI 治疗。
此外，也有回顾性研究发现只有脂溶性 ACEI 与肺炎患者病死率减少相关，而水溶性
ACEI 与肺炎患者病死率无显著关联 [47]。从机制上来说脂溶性 ACEI 在药代动力学方面更有优
势，但由于缺乏相关的前瞻性研究，因此，除非有其他需求，也不建议任何正在使用 ACEI 药
物治疗的患者改变当前治疗方案。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Distribution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DB/OL].
http://2019ncov.chinacdc.cn/2019-nCoV/(Access on February 2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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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展望
NCP 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挑战，目前尚未完全明了其流行病学特征、病毒的致病力及
感染后生物学效应，而且疾病发生后的相关病理生理学改变仍有待深入研究，临床上更缺乏特异
性治疗手段。由于 ACE2 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有可能发挥“双重作用”，部分学者质疑 ACEI/ARB
类药物通过上调 ACE2 表达水平从而增加了人体对 2019-nCoV 的易感性或对患者预后产生影响。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调研，认为当前尚无充分证据支持 ACEI/ARB 类药物、ACE2 和
NCP 患者三者交互影响增加疾病易感性和减少患者死亡风险，因此需要慎重考量调整 ACEI/ARB
类药物在 NCP 患者的临床应用。
可以肯定的是，ACE2 是 NCP 发生发展的关键分子靶点，ACEI/ARB 与疾病之间的关系亟待深
入研究：①建议开展回顾性研究，分析各亚组患者中 ACEI/ARB 类药物应用的具体情况及其与疾
病演变的关系；②通过尸体解剖测定患者局部Ⅱ型肺泡上皮细胞 ACE2 及炎症因子水平，通过分子
生物学、基因组学、蛋白组学、单细胞测序等多学科交叉技术，进一步研究 ACE2 与 2019-nCoV
之间的关系；③模拟 NCP 疾病状态，构建相关疾病动物模型，通过在体实验解析 NCP 病理生理学
过程，阐明对 2019-nCoV 的致病力和生物学效应及其与 ACEI/ARB 药物之间的关系；④通过体外
实验进行分子机制研究，筛选 NCP 临床有效药物治疗方案。总之，只有解决了这些难题及开展相
关研究，才能明确 ACEI/ARB 类药物对 NCP 的影响，为临床合理应用 RAS 阻断剂提供实验基础和
临床依据，从而最终打赢防治 NCP 的阻击战、主动战、总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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