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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内酯、贝那普利联合治疗对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患者心功能及甲状旁腺素水平的影响

党乐 1，叶咏 2

1.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陕西 咸阳 7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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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螺内酯、贝那普利联合治疗对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患者心功能及甲状旁腺素水平的影

响。方法 选取2016年9月至2021年6月在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60例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采用奇偶数抽签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30例。对照组患者予以螺内酯治疗，观察组予以

螺内酯联合贝那普利治疗。疗程为3个月。治疗前后比较两组患者心功能相关指标、血压、心率、6 min步行距离

(6MWD)、甲状旁腺素水平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LVESD)和
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值分别为(33.46±2.37) mm和(40.43±2.57) mm，明显小于对照组的(39.25±3.49) mm和

(51.57±3.24) mm，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为(56.18±1.89)%，明显大于对照组的(47.73±1.53)%，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舒张压、收缩压和心率分别为(85.14±9.23) mmHg、(138.14±9.15) mmHg和

(68.75±7.37)次/min，明显低于对照组的(96.45±10.79) mmHg、(152.36±12.42) mmHg和(82.46±8.54)次/min，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6MWD为(503.12±54.67) m，明显长于对照组的(472.24±51.35) m，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甲状旁腺素水平为(56.64±4.15) ng/L，明显低于对照组(65.13±5.46) ng/L，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0.00%，略低于对照组的23.33%，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螺内酯和贝那普利联合治疗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可改善患者的心脏功能，有效降

低血压和心率，可增强心肺活动耐力，降低甲状旁腺素水平，且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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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pironolactone combined with benazepril on cardiac func-
tion and parathyroid hormone level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aldosteronism.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ith prima-
ry aldosteronism who were hospitalized to Xianyang First People's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6 to June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n=30) and observation group (n=30) by
odd-even lottery.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spironolacton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spirono-
lactone combined with benazepril. The treatment course lasted for 3 months. Cardiac function-related indicators, blood
pressure, heart rate, 6-minute walking distance (6MWD), parathyroid hormone level, 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
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left ventricular
end systolic diameter (LVESD) and left ventricular end diastolic diameter (LVEDD) valu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33.46±2.37) mm and (40.43±2.57) mm,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39.25±3.49) mm and
(51.57±3.24) mm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56.18±1.89)%,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47.73±1.53)%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
ferences (P<0.05). After treatment,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85.14±9.23) mmHg, (138.14±9.15) mmHg, and (68.75±7.37) times/min, respectively,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96.45±10.79) mmHg, (152.36±12.42) mmHg, and (82.46±8.54) times/min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 6MWD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503.12±54.67) m,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472.24±51.35) m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level of parathyroid hormon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56.64±4.15) ng/L,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65.13±5.46) ng/L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

　　　·论著·doi:10.3969/j.issn.1003-6350.2022.17.001

基金项目：陕西省中医管理局中医药科研项目(编号：LCMS051)

通讯作者：叶咏，E-mail：yyong0915@163.com

··2177



海南医学2022年9月第33卷第17期 Hainan Med J, Sept. 2022, Vol. 33, No. 17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是肾上腺皮质中醛固酮分

泌过量所致，临床上以高醛固酮症和高血压伴低血钾

症为典型症状[1]。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好发于30~50岁
人群，以女性居多，既往一直被认为是罕见病，在高血

压患者中的发生率不到1.0%。随着诊疗技术的不断提

高，部分血钾正常的高血压患者也被诊断出此病。最

新文献研究报道，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在新诊断出的

高血压患者中已超过4.0% [2-3]。相较于原发性高血压，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导致的高血压对心肾等脏器的损

害更加严重。临床上首选螺内酯为原发性醛固酮增多

症的一线治疗药物，螺内酯是一类结构与醛固酮类似

的人工合成药物，通过与体内醛固酮的结合靶点竞争

抑制其发挥作用[4]。但本品单独使用时常易出现高血

钾症，使患者体内血钾浓度不稳定，不利于水电解质平

衡。贝那普利在肝脏水解后生成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

制药贝那普利拉，不仅可减少醛固酮的分泌，还能降低

血管阻力，使血压下降，且药效持久[5]。本研究将螺内

酯联合贝那普利应用治疗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探究

其对患者心功能和体内甲状旁腺素水平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年 9月至 2021年 6月
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且符合以下纳入和排

除标准的 60例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采用奇偶数抽签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每组30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心功能等指标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本

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诊断标准 参照《原发

性醛固酮增多症诊断切点的探讨及临床特征》[6]制定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诊断标准：临床上可出现头晕

头痛、肌无力及周期性麻痹、多尿、口渴多饮等症状。

大部分患者血压大幅升高，表现为高血压；血钾可正

常或稍低，部分患者可见低血钾；心电图可见心律失

常。结合临床症状体征和特殊实验室检查或肾上腺

CT、基因检测等可诊断为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1.3 纳排标准 纳入标准：(1)符合原发性醛固酮

增多症的诊断标准；(2)年龄大于18岁；(3)患者和家属

知情同意并签署相关同意书，自愿参与。排除标准：

(1)原发性高血压患者；(2)肝肾功能存在严重障碍者；

(3)肾性高血压、药物性高血压等继发性高血压患者；

(4)合并有恶性肿瘤患者；(5)精神状态极差，甚至出现

精神障碍者。

1.4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纠正电解质紊

乱、强心等对症治疗。嘱低盐低脂高血压饮食，注意膳

食营养合理搭配。对照组患者予以螺内酯(厂家：上海

福达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31020841；
规格：20 mg/片，片剂)治疗，开始以 3次/d、20 mg/次
进行口服，后根据患者病情酌情调整剂量，治疗时间

持续3个月。观察组予以螺内酯联合贝那普利(厂家：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43648；规格：5 mg/片，片剂)治疗，螺内酯服用

方法和剂量与对照组相同。贝那普利口服，1次/d，
10 mg/次，治疗时间持续3个月。

1.5 观察指标与检测方法 (1)心功能：采用迈瑞

新款台式DC-38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由武汉盛世达

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提供，型号：DC-38)，分别于治疗前后

探测患者心功能相关指标。包括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左心室舒张末期内

径(left ventricular end diastolic dimension，LVEDD)以及

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left ventricular end-systolic dimen-
sion，LVESD) [7]，两组进行比较。(2)血压和心率[8]：采用

医用电子血压仪(由上海涵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

型号：YXY-61普及型)测得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舒张

压、收缩压和心率。(3) 6 min步行距离：两组患者分别

于治疗前后行6 min步行试验，测量其6 min步行距离

(6-minute walking distance，6MWD)。将试验设置于

室内 30 m的平坦长廊上进行，准备好计时器、急救药

品、急救设备等所有必需的物品，嘱患者穿着舒适、适

于步行的衣物和鞋子。记录患者6 min内在长廊上往

返步行的总距离[9]。(4)甲状旁腺素：于两组患者治疗

前后空腹状态下抽取清晨上臂静脉血5 mL，离心成功

后取出上清液，通过免疫化学荧光法检测患者甲状旁

腺素的水平，检测仪器为荧光免疫定量分析仪Ge-
tein1200，检测仪器和试剂盒均由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相关操作步骤均严格按照说明书指示

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10.00%)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23.33%), but the differ-
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Spironolactone combined with benazepril can improve car-
diac function, effectively reduce blood pressure and heart rate, enhance cardiopulmonary endurance, and reduce parathy-
roid hormone level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aldosteronism, which is safe to use.

【Key words】 Primary aldosteronism; Spironolactone; Benazepril; Cardiac function; Parathyroid hormone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χ2/Z值

P值

例数

30

30

年龄(岁，x-±s)

56.84±6.22

57.64±6.75

0.477

0.635

男

14

15

女

16

15
0.070
0.796

Ⅱ级

6

5

Ⅲ级

19

21

Ⅳ级

5

4
0.000

0.993

心功能(例)性别(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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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5)不良反应：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治疗后高

钾血症、低钠血症、肝功能损害及胃肠道功能紊乱

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并计算其发生率。

1.6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2.0统计学软件分

析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检
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心功能相关指标比

较 与治疗前比较，观察组患者治疗3个月后LVESD
和LVEDD值均下降，LVEF较治疗前升高，且治疗3个
月后观察组患者的LVESD和LVEDD值明显小于对照

组，LVEF明显大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压和心率比较 与

治疗前比较，观察组患者治疗3个月后舒张压，收缩压

和心率均下降，且治疗3个月后观察组患者舒张压、收

缩压和心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3。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LVEF、LVESD及LVEDD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30

30

治疗前

40.13±2.47

40.52±2.44

0.615

0.541

治疗3个月后

56.18±1.89a

47.73±1.53a

19.033

0.001

治疗前

63.16±5.78

63.08±5.32

0.056

0.956

治疗3个月后

40.43±2.57a

51.57±3.24a

14.754

0.001

治疗前

53.28±4.13

54.11±4.20

0.772

0.443

治疗3个月后

33.46±2.37a

39.25±3.49a

7.517

0.001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aP<0.05。

LVEF (%) LVEDD (mm) LVESD (mm)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舒张压、收缩压和心率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30

30

治疗前

111.38±12.48

110.94±12.71

0.135
0.893

治疗3个月后

85.14±9.23a

96.45±10.79a

4.363
0.001

治疗前

165.06±15.67

164.25±15.34

0.202
0.840

治疗3个月后

138.14±9.15a

152.36±12.42a

5.049
0.001

治疗前

103.61±11.64

102.56±11.67

0.349
0.728

治疗3个月后

68.75±7.37a

82.46±8.54a

6.657
0.001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aP<0.05；1 mmHg=0.133 kPa。

舒张压(mmHg) 收缩压(mmHg) 心率(次/min)

表5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不良反应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30

30

高钾血症

1

2

低钠血症

1

2

肝功能损害

1

2

胃肠道功能紊乱

0

1

总发生率(%)

10.00

23.33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6MWD及甲状旁腺素水

平比较 与治疗前比较，观察组患者治疗 3个月后

6MWD增加，甲状旁腺素较治疗前下降，且治疗3个月后

观察组患者6MWD长于对照组，甲状旁腺素水平明显低

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2.4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比较 治疗后，观察

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10.00%，略低于对照组

的 23.33%，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920，P=0.166>

0.05)，见表5。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6MWD及甲状旁腺素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30

30

治疗前

354.48±44.61

355.74±43.98

0.110

0.913

治疗3个月后

503.12±54.67a

472.24±51.35a

2.255

0.028

治疗前

76.43±8.16

77.31±8.24

0.416

0.679

治疗3个月后

56.64±4.15a

65.13±5.46a

6.781

0.001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aP<0.05。

6MWD (m) 甲状旁腺素(ng/L)

3 讨论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有 6种类型，其中特发性醛

固酮增多症和醛固酮瘤临床上较为多见，临床分别约

占35%和60%。特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发病与两侧肾

上腺皮质的病变导致醛固酮分泌过多有关，肾上腺皮

质多发生增生，也可表现为瘤样结节或正常[10]；醛固酮

瘤即单侧肾上腺皮质出现腺瘤，早期表现为高血压，

进展较缓慢，随病程延长和病情的发展，血压持续升

高，伴低血钾患者可出现严重呼吸困难、肢端麻木等

神经、肌肉功能障碍[11]。此外，醛固酮水平较高是心力

衰竭和肾脏受损的危险因素，早诊断和早治疗是原发

性醛固酮增多症重要治疗原则。螺内酯是临床治疗原

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常用药物，因其仅作用于肾远曲小

管和集合管，故利尿作用有限，为一种低效利尿药，与其

他利尿剂合用于降低血压效果更佳。同时本品对醛固

酮的其他靶器官也发挥作用，生物利用度高[12-13]。螺内

酯还有抗雄激素样作用，长期单独服用可能造成男性

性功能低下、乳房发育等不良反应。贝那普利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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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各类高血压疾病，能减少醛固酮的分泌[14]。此外，

贝那普利可扩张周围血管和肺毛细血管，降低心脏负

荷，改善心力衰竭患者的心排血量[15]。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LVESD和

LVEDD值均小于对照组，LVEF大于对照组，说明螺

内酯与贝那普利联合治疗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可改

善患者心脏功能。贝那普利属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抑制药，通过抑制血管紧张素Ⅰ向血管紧张素Ⅱ的转

换，降低血管阻力。LVESD和LVEDD的降低可能与

贝那普利扩张周围血管和肺毛细血管，降低心脏后负

荷和壁室张力，心肌代偿性扩张得到缓解有关 [16]。

LVEF正常范围是 50%~70%，是判断患者是否出现心

力衰竭以及心力衰竭类型的重要指标，可反映左心室

的射血功能[17]。LVEF升高说明患者心力衰竭状况有

所改善。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治疗 3个月后观察组患

者舒张压、收缩压和心率均小于对照组。提示螺内酯

与贝那普利联合治疗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可大幅度

降低患者血压和心率，贝那普利与螺内酯两药均有降

血压的作用，两者联合使用起到协同作用，且可改善

心律失常。6MWT一般用于评价中、重度心肺疾病患

者对治疗干预的疗效，可作为客观、定量反映患者心

肺功能状态的指标[18]。本研究显示，治疗 3个月后观

察组患者6MWD长于对照组，提示螺内酯与贝那普利

联合治疗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可提高患者心肺耐力状

况，增强活动耐力，提高生存质量。甲状旁腺素是由甲

状旁腺中的主细胞分泌，主要作用于肾脏和骨。近来

有文献报道，醛固酮可能参与并调控甲状旁腺素的分

泌，醛固酮增多可能直接导致其升高，因此可将体内甲

状旁腺素水平作为诊断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特征性

指标[19]。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甲状旁腺素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提示螺内酯与贝那普利联合治

疗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可降低甲状旁腺素水平，这可

能与螺内酯能抑制醛固酮与作用靶点结合，贝那普利

能直接减少醛固酮的分泌有密切关系。本研究结果还

显示，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略低于对照组，提

示螺内酯与贝那普利联合治疗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未

明显增加不良反应发生率，安全可靠。

综上所述，螺内酯与贝那普利联合治疗原发性醛

固酮增多症患者可改善患者心功能指标，有效降低患

者血压和心率，增强心肺耐力状况，增强活动耐力，降

低甲状旁腺素水平，且安全可靠。但本研究存在单中

心、样本量小等不足，导致研究结果存在局限性，可设

计多中心、大样本的研究，进一步对本试验结果予以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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