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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对慢性心衰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作用

刘琴玲 、 赵晓莉

【摘要】目的　观察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对慢性心衰（CHF）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

作用。方法　选择本院 2016 年 3 月 ~2019 年 3 月 113 例 CHF 认知功能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数

字随机表法分为对照组 56 例和研究组 57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取

ACEI 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的蒙特利尔认知功能评估量表（MoCA）。结果　对照组治疗后的视空

间与执行能力、命名、注意力、语言、抽象力、记忆、定向力评分及 MoCA 总分显著低于研究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ACEI 可显著提高 CHF 患者的视空间与执行能力、命名、定

向力等认知功能，其机制可能与提高 CHF 患者脑灌注量，促进相关神经递质释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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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ACEI on Cognitive Dysfunction of Chronic Heart Failure 
　　LIU Qinling，ZHAO Xiaoli. Xi’an No.1 Hospital，Xi’an 71000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 on cognitive dys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CHF）. Methods　A total of 113 patients with CHF cognitive dysfunction from 

March 2016 to March 2019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and were divided into 56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57 cases in the study group according to the numerical random table method. The Montreal Cognitive 

Function Assessment Scale（MoCA）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visual space and ex-

ecutive ability，naming，attention，language，abstraction，memory，orientation score and total MoCA score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study group after treatment，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

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ACEI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such as visual space，

executive ability，naming，orientation，etc. in CHF patients，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im-

proving the cerebral perfusion of patients with CHF and promoting the release of related neurotransmitters.

【Key words】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Chronic heart failure；Visual space and execut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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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Chronic heart failure，CHF）是

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在进展过程中常出现血流动力

学负荷过重、运动耐力下降等，易致多个组织系统

功能异常，病死率随着年龄而上升。近年来的研究

发现，因神经内分泌功能紊乱、血流动力学改变等

的影响，CHF 患者可出现认知功能减退现象，包括

记忆力、逻辑思维、视空间等多个认知领域受损，

不仅增加老年痴呆风险，还可能引发恶性心血管事

件［1］。报道称合并认知功能障碍 CHF 患者出院后半

年内再入院风险高出非认知功能障碍者 1.7 倍［2］。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ACEI）因对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统（Renin-Angiotensin-Aldosterone System，

RAAS）的显著影响作用，在 CHF 患者的治疗中发挥

重要作用［3］。不仅如此，ACEI 可能参与机体神经递

质的调节，因此 ACEI 的使用具有改善患者认知功能

的理论基础，但目前关于 ACEI 在 CHF 患者认知功

能方面作用的研究还较少［4］。基于此，本文对有无

使用 ACEI 的两组 CHF 认知功能障碍患者进行认知

功能比较，为临床提高 CHF 综合疗效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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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本院 2016 年 3 月 ~2019 年 3 月期间就诊

的 CHF 伴有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

数字随机表法分为对照组 56 例和研究组 57 例。其

中对照组男 31 例，女 25 例；年龄 25～54 岁，平均

（36.7±5.4）岁；病程 2～7 年，平均（4.6±0.7）年；

NYHA 分级 II 级 29 例，III 级 17 例，IV 级 10 例。研

究组男 33 例，女 24 例；年龄 24～56 岁，平均（36.1
±5.2）岁；病程 1～6 年，平均（4.2±0.5）年；NYHA

分级 II 级 32 例，III 级 18 例，IV 级 7 例。具体纳入

标准如下：①经心电图、胸部 X 线等检查，提示既

往心肌梗死、左室肥厚、舒张功能及收缩功能不全

等，符合中国 CHF 诊断和治疗指南 2014 版中的诊

断标准［5］；②蒙特利尔认知功能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26 分，生命体征稳定；

③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患者均知晓本研究

内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非哺乳期、妊娠期女性；④

近 6 个月内未使用 ACEI、血管紧张素 II 受体阻断剂。

（2）排除标准：①对 ACEI 及其任何有效成分过敏者；

②合并恶性肿瘤、肝肾功能严重障碍、精神疾病者；

③颅脑外伤、脑出血、颅内动脉瘤等脑血管疾病引

起的认知功能障碍；④存在高血钾、骨髓抑制、心脏

瓣膜疾病或酒精、药物依赖等。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治疗：给予低脂低盐饮食，戒

烟戒酒、控制体重、适当锻炼；积极控制血压、血

糖、血脂等病因，冠心病者酌情使用阿司匹林、氯

吡格雷、肝素等抗血小板聚集和抗凝药物；预防水

电解质紊乱，对症使用抗生素控制感染，使用利尿、

血管扩张剂、正性肌力药等改善心力衰竭症状；严密

监测生命体征，并指导患者进行体重、血压、心率

自测和详细记录，以及时处理突发情况。研究组在

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 ACEI 治疗，卡托普利片口服，

12.5mg/ 次，2～3 次 /d；逐渐增加到 50mg/ 次，2～3
次 /d；予相应个体化处理，近期大量服用利尿剂或血

容量降低、血压偏低者，初始剂量 6.25mg/ 次，3 次

/d，后根据用药反应逐渐增加至常用量。两组患者

均连续治疗 6 个月。

1.3　观察指标

比较治疗前后两组的 MoCA 量表，内容包括视

空间与执行能力、注意力、命名、语言、抽象、定

向、延迟回忆。计分规则采用王炜等［6］ 翻译的 MoCA

量表北京版，总分为 30，总分值 < 26 分评定为认知

功能损伤。如果患者受到的教育年限≤ 12 年时，总

分需要加 1 分。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3.0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以 “％”表

示，组间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 “x±s”表示，

组间采用 t 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MoCA 比较：干预前两组患

者在 MoCA 具体项目和总分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对照组治疗后的视空间与执行能

力、命名、注意力、语言、抽象力、记忆、定向力

评分及 MoCA 总分显著低于研究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治疗前后的MoCA比较（x±s）

组别 视空间与执行能力 命名 注意力 语言 抽象力 记忆 定向力 总分

对照组（n=56）治疗前 2.75±0.40 1.53±0.32 1.65±0.28 1.82±0.30 2.56±0.34 2.70±0.42 3.15±0.46 16.16±2.52

治疗后 3.49±0.48 1.84±0.37 1.93±0.34 2.12±0.39 3.23±0.46 3.34±0.49 4.28±0.55 20.23±3.08

研究组（n=57）治疗前 2.79±0.42 1.50±0.31 1.66±0.29 1.84±0.33 2.58±0.35 2.72±0.43 3.20±0.48 16.29±2.61

治疗后 4.26±0.52 2.13±0.45 2.16±0.42 2.30±0.44 3.89±0.57 3.92±0.63 5.10±0.62 23.76±3.65

t 治疗前 0.518 0.506 0.186 0.337 0.308 0.250 0.565 0.269

治疗后 8.175 3.738 4.447 2.300 6.766 6.491 7.433 5.551

P 治疗前 0.605 0.614 0.852 0.737 0.759 0.803 0.573 0.788

治疗后 <0.001 <0.001 <0.001 0.023 <0.001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调查研究显示，发病期间 CHF 患者可能存在

23％～73％的认知功能障碍，其机制可能与 CHF 患

者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有关［7］。CHF 患者可能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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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泵血下降而致大脑供血不足，若长期存在供血不

足的情况，则易造成患者记忆力降低、注意力下降

等认知损伤症状出现，甚至引发血管性痴呆等严重

脑部疾病。同时，左室射血分数下降时，下侧、内

侧颞叶等重要脑区甚至因此发生萎缩甚至变性，最

终造成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8］。目前关于 ACEI 治疗

CHF 主要表现在降低血压、缓解心室负荷、抑制心

肌细胞肥大及重构、降低炎症反应、血管内皮损伤

等方面的作用，而其是否对患者的认知功能具有显

著影响的报道还尚无确切论证。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治疗后的视空间与执

行能力、命名、注意力、语言、抽象力、记忆、定

向力评分及 MoCA 总分显著低于研究组，说明 ACEI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 CHF 患者的认知功能。既往

研究发现 CHF 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表现中以记忆力

减退最为常见，其次是精神运动及执行功能下降，

心衰程度越严重的患者，认知功能损害越为广泛［9］，

主要机制在于 CHF 患者 RAAS 系统激活时患者 Aβ

淀粉样蛋白沉淀聚积，具有神经元细胞毒性，造成

记忆力减退、执行功能下降等认知损伤，认知功能

障碍者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水平与 Aβ 淀粉样蛋白水

平及脑组织萎缩、认知功能损伤程度呈正相关。且

ACEI 对缓激肽降解具有抑制作用，可能通过增强缓

激肽活性，介导前列腺素合成与分泌，起到血管扩

张作用，进而改善全身血流动力学，有效改善大脑

血流灌注，具有一定的认知功能保护效应［10］。报道

显示，ACEI 可通过增加脑组织血氧供应以及促进中

枢神经系统缓激肽分泌，促进兴奋性氨基酸、乙酰

胆碱等神经递质释放，有助于改善患者的学习与记

忆能力［11］。

综上所述，ACEI 可显著提高 CHF 患者的视空

间与执行能力、命名、定向力等认知功能，其机制

可能与提高 CHF 患者脑灌注量，促进相关神经递质

释放有关。今后仍需更大样本量及更长时间的认知

功能评估，来进一步验证 ACEI 对 CHF 患者认知功

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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