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高血壓合併糖尿病治療與
ARB/ACEi的使用
吳岱耘 蘇連益

一、前言
根據2019年全球男性及女性死亡危險因素

壓過高又會使糖尿病的併發症加重，產生

，高血壓與糖尿病皆高居前五名 1，而高血

惡性循環。此外，糖尿病病人容易併發血

壓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腎臟病等慢性

管病變，糖尿病一旦合併高血壓，將明顯

疾病的危險因子。糖尿病病人血糖控制不

增加心腦血管事件的發生風險，因此如何

佳，將加速腎動脈和全身小動脈硬化，使

控制糖尿病病人的高血壓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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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週邊血管阻力增加血壓上升，當病人血

二、治療標準
美 國 心 臟 病 學 學 院 (AmericanCollege of

針對糖尿病病人的高血壓治療目標，不論

Cardiology, ACC) 和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是ACC/AHA或ESC/ESH皆將130/80 mmHg

Heart Association, AHA) 推出的高血壓指引

做為治療目標。積極的控制血壓可改善大

， 2017 年 將 血 壓 診 斷 標 準 降 低 為 130/80

血管與小血管病變。將收縮壓控制到 < 130

， 而 2018 年 的 歐 洲 心 臟 病 學 會

mmHg 能進一步減少中風、視網膜病變 以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ESC）和歐

及蛋白尿風險。根據台灣高血壓學會2017

洲高血壓學會

(European Society of

年所推出的高血壓治療指引，亦將合併糖

Hypertension, ESH）聯合制定的高血壓管理

尿病的高血壓病人的血壓治療目標設為

指引則維持標準為140/90

<130/80 mmHg4(表二)。

mmHg2

mmHg3

(表一)。

表一、2018年的歐洲歐洲心臟病學會（ESC）和歐洲高血壓學會（ESH）聯
合制定的高血壓治療目標3

1

表二、台灣高血壓學會2017年高血壓治療指引高血壓治療目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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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療原則
糖 尿 病 人 的 血 壓 控 制 目 標 為

控制、限制鈉鹽攝取、戒煙、減少酒精攝取

130/80mmHg 以 下 ， 如 果 病 人 血 壓 在

來控制血壓，並建議肥胖病人進行減重，對

130/80mmHg至140/90mmHg之間，可先接受

血脂及血糖也具有改善作用 。

最多三個月的行為治療 。
行為治療即為生活方式改變，包括飲食

若病人血壓在 140/90mmHg以上，以及有
微量蛋白尿的病人，就需要進行藥物治療 12。

四、藥物治療
高血壓合併糖尿病病人的降壓首選藥物

在出球小動脈的收縮大於對入球小動脈，因

種類為血管收縮素轉化酶抑制劑(angiotensin-

此ACEI和ARB類的藥物緩解出球小動脈壓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 ACEI) 和血管收

力較多，能有效的降低腎絲球血管內壓力，

縮素受體阻斷劑 (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

並降低蛋白尿，因此可以提供病人長期的腎

ARB)。相關原因會在以下內容以藥理作用

臟保護效果 11(圖一)5。雖然ACEI跟ARB都能

及臨床研究加以說明：ACEI和ARB類的藥

有效降低腎臟的壓力來達到長期保護腎臟的

物 藉 由 阻 止 Angiotensin II 生 成 或 是 阻 擋

效果，但此兩類藥物並不建議併用，因兩者

Angiotensin II的作用，而Angiotensin II作用

皆可能引起高血鉀和腎損傷，且根據臨床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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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ACEI, ARB作用機轉5
驗結果未發現雙重腎素-血管張力素-醛固酮

in NIDDM with the AII Antagonist Losartan

系統阻斷 (Dual renin–angiotensin aldosterone

(RENAAL)

blockade) 效果優於單一藥物治療的證據。

sartan

有許多臨床研究證實了ACEI與ARB適

6,14,

And

IRbesartan

Diabetics Exposed to TelmienalaprIL

in

合用於高血壓合併有糖尿病的病人，接下來

Diabetic

將簡介以下四個證明ACEI及ARB具有腎臟

Irbesartan

保護作用的臨床研究: Reduction of Endpoints

(IDNT)9(表三)。

microalbuminuria,

Nephropathy
Diabetic

7,15,

(DETAIL)

Trial

Type

2

(IRMA-2)8,

Nephropathy

Trial

五、臨床試驗
1.RENAAL6,14的目標族群為1513位有或沒有

降低蛋白尿的排出，每減少 50% 蛋白尿排

高血壓，但有蛋白尿的第二型糖尿病病人，

出，心血管事件便減少 18%。Lorsartan減少

比較Losartan與安慰劑，證實Losartan可有效

了主要終點事件（肌酸酐增加到兩倍所需時

降 低 蛋 白 尿 並 減 緩 向 末 期 腎 臟 疾 病 (end

間、末期腎疾 (ESRD)或總死亡率(all-cause

stage renal disease, ESRD) 的進程，有保護腎

mortality)doubling of the serum creatinine level

臟的作用。根據試驗結果顯示Lorsartan可以

(DSCr) ,ESRD, Death）的發生，以及降低了

3

蛋白尿和腎功能下降的速率。

論是低劑量還是高劑量Irbesartan都能顯著延

DETAIL7 研究族群為250位第二型糖尿病

緩發展為顯著蛋白尿的進展Irbesartan 還能回

合併初期腎病變的病人，比較Telmisartan跟

復為正常尿蛋白，但安慰劑組也有21%的試

Enalapril在 250 位第二型糖尿病合併初期腎

驗對象回復為正常蛋白尿，這是因為為了達

病變病人的臨床效果。研究結果 (1)兩種藥

到降壓目標，安慰劑組也會使用降壓藥物來

物對於腎絲球過濾率、血壓、血清肌酸酐、

達到目標 ，因此除了降壓效果外，臨床上產

尿蛋白排出、末期腎病發生率、心血管事件

生的額外效益。

機率及死亡率等，結果並無明顯差異。研究

4. IDNT9 是一個雙盲的對照試驗，針對1715

結果 (2)ACEi與 ARB對於糖尿病腎病變皆能

個併有第二型糖尿病的高血壓且尿蛋白大於

減少蛋白尿排出量及延緩腎功能退化的速度，

900mg/day 和血清中肌酸酐濃度範圍為 1.0-

但無法改變糖尿病病人最終進入末期腎病的

3.0

事實。

Amlodipine 和安慰劑。研究Irbesartan是否能

2.

3.IRMA-28針對

mg/dl 的 病 人 ， 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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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besartan,

590 位併有第二型糖尿病病

減緩患有慢性腎功能不全及明顯蛋白尿病人

人，已出現微蛋白尿而仍具有正常腎功能的

腎臟疾病的惡化。試驗終點為血清中肌酸酐

病 人 ， 進 行 Irbesartan 150mg / Irbesartan

增加到兩倍所需時間、末期腎疾 (ESRD)或

300mg / 安慰劑三組的比較，研究Irbesartan

總死亡率(all-cause mortality)的這三個試驗終

是否能延緩微蛋白尿病人惡化成明顯的蛋白

點， 針對主要試驗終點的各個試驗終點加以

尿。為了達到目標血壓，若有需要會加入除

分 析 ， 沒 有 觀 察 到 對 總 死 亡 率 (all cause

了ACEI,ARB及dihydropyridine 的鈣離子通

mortality) 有影響，Irbesartan 組有較少的病

道阻斷劑（Calcium Channel Blockers, CCBs）

人進展到末期腎病，而sCr升高為兩倍的時

以外的降壓藥來達到降壓目標。結果發現不

間也較長 。

六、用藥選擇
透過上述的臨床試驗我們知道，此族群

成血脂異常的疑慮，且會促進鉀離子的流失

降壓治療首選藥物種類為ACEI及ARB，尤

造成胰島素分泌下降，使血糖上升。所以在

其是有蛋白尿以及慢性腎病的病人，若血壓

糖尿病的病人，一般選擇小劑量thiazide對代

未達治療目標可以再加入鈣離子通道阻斷劑

謝 的影 響較 小 ， 不增 加新發 糖尿 病 (New

（Calcium Channel Blockers, CCBs）或利尿

onset DM) 的風險。

劑 。CCB除了降壓的效果外，還有對糖脂代

β blocker方面因為可能產生新發糖尿病

謝無影響的優點，在合併糖尿病的高血壓病

的問題，所以我們要選擇高選擇性β1 blocker

人，長效型CCB 是在ACEI或ARB 治療基礎

或 α-β blocker,對血糖、血脂的影響較無影響。

上首選的聯合用藥。而利尿劑是高血壓病人

反復低血糖發作的病人應慎用 β blocker，避

的首選用藥，其中，Thiazide類利尿劑有造

免掩蓋低血糖症狀1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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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臨床試驗
RENAAL
目標族群
併有或未併有高血
壓且併有蛋白尿第
二型糖尿病病人。
Urine albumin: asCr
>300 mg/g or 24-hr
protein >500 mg
比較藥物
Losartan
安慰劑

DETAIL
第二型糖尿病合
併初期腎病變
82%有中度蛋白
尿以及
18%有重度的蛋
白尿
Telmisartan
Enalapril

研究目的

證實Losartan除了
控制血壓的效益之
外，還具有保護腎
臟的作用。

比較兩者在第二
型糖尿病合併初
期腎病變的病人
的效果

試驗終點

1. asCr上升兩倍、
bESRD及死亡所構
成的綜合試驗終點
2.蛋白尿的變化；
腎病進展速度；以
及心血管罹病率和
死亡率的綜合評估
結果
Lorsartan降低asCr，
bESRD或死亡的發
生率以及心血管疾
病致死率
減少蛋白尿，降低
腎臟疾病的進展速
度
證明Losartan的腎
臟保護作用

1.cGFR 5年後變
化
2.GFR.UAER.asC
r變化
3.bESRD,eMI,fCV
A,
gCHF發生率

結論

IRMA-2
併有第二型糖尿
病,已出現微蛋白
尿( 30-300
mg/day)
而仍具有正常腎
功能
Irbesartan 150mg
Irbesartan 300mg
安慰劑
Irbesartan是否能
延緩微蛋白尿病
人惡化成明顯的
蛋白尿
發展為明顯蛋白
尿

IDNT
併有第二型糖尿病
的高血壓病人，尿
蛋白大於 900mg/day
和asCr為 1-3mg/dl

Irbesartan
Amlodipine
安慰劑
研究Irbesartan是否
能減緩患有慢性腎
功能不全及明顯蛋
白尿病人腎臟疾病
的惡化
asCr增加到兩倍所需
時間、bESRD或總
死亡率的這三個試
驗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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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besartan 延緩微 1.減少bESRD的趨勢
於糖尿病腎病變
蛋白尿病人惡化 和有意義的減緩
皆能減少蛋白尿
成明顯的蛋白尿, creatinine增加到兩
排出量及延緩腎
且高劑量下效果 倍所需時間
功能退化，但無
更好
2. 總死亡率沒有顯
法改變糖尿病病
著差異
人最終將進入
ESRD的事實
hACEI跟iARB效
果相當
asCr, Serum Creatinine; bESRD, End Stage Renal Disease; cGFR,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dUAER,
Urinary Albumin Excretion Rate; eMI, Myocardial infarction; fCVA, Cerebrovascular Accident; gCHF,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hACEI,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 iARB, Angiotensin II
Receptor Blocker.
hACEI與 iARB對

α1 blocker 因為ALLHAT ( antihypertensive

心臟衰竭的危險性較高，因此目前α1 blocker

and lipid-lowering treatment to prevent heart

不作為降壓第一選擇，僅在難治性高血壓和

attack trial )15研究報告顯示，使用α1 blocker

合併前列腺肥大的高血壓病人中使用。

會增加心血管疾病的發生機率， 尤其是發生

5

七、結語
對於糖尿病合併有高血壓的病人，血壓

ARB作為首選用藥，尤其是有蛋白尿的患者

控制和血糖控制一樣重要，高血壓是引發糖

病人，若是未達效降壓目標再加上鈣離子通

尿病大小血管病變的危險因子，也是造成糖

道阻斷劑或利尿劑。有效控制血壓可以降低

尿病病人死亡原因的首位，不論是美國

發生心腦血管事件的風險，降低器官損害，

ACC/AHA 的治療指引或是台灣高血壓協會

減少致死率延長病人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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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以130/80 mmHg為治療目標。以ACEI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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