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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2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治疗心衰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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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慢性心衰作为发病率和死亡率很高的一种疾病，其主要表现为心脏供血功能下降，无法满足身体需求。β 肾上腺素受体信号通路对
于维持心脏正常生理功能有重要意义，心衰时，β 肾上腺素受体信号通路也发生很大改变。基于对 β 肾上腺素受体信号通路的机制研究，
目前 β1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被广泛应用于心衰治疗，但 β2 肾上腺素受体的功能还有争议。综述 β2 肾上腺素受体在心衰过程中作用的研究
进展，提出 β2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联合 β1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治疗心衰的策略，旨在为心衰治疗药物的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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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ronic heart failure is a disease with high mobidity and motality and characterized by insufficient heart output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body. The beta adrenergic receptor signal pathway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the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of heart. At present, β1-adrenergic receptor (β1AR)
blockers are widely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heart failure based on the study of signaling pathway of beta adrenergic receptor. However, the role of β2adrenergic receptor (β2AR) is still controversial. With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eart failure drugs, this article mainly
reviewed recent progress in the role of β2AR in the development of heart failure and proposed the combination of functional biased β2AR agonist with
β1AR blocker as a new strategy for the treatment of heart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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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CHF）可由许多病因引起，其典型
特征是血液中儿茶酚胺增多，同时伴有 β1 肾上腺素受
体表达减少，并且残存的 β 肾上腺素受体敏感性降低，
导致 β 肾上腺素受体介导的心肌细胞收缩反应迟缓。
心衰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确诊后 5 年内心衰
患者的生存率仅有 50% [1]。
在过去的 25 年内，β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血管
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受体Ⅱ拮抗剂单独
或联合用药，常用于治疗心力衰竭。使用这些药物可缓
解左心室功能的损伤，降低心衰患者死亡率 [2-3]。目前
关于 β1 肾上腺素受体在心衰中的功能研究已经比较清
楚，但对于 β2 肾上腺素受体在心衰中的功能仍有争议。
本综述探讨了近年来对于 β2 肾上腺素受体信号通路的
新认识，旨在为心衰治疗提供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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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β肾上腺素受体在生理和病理状态下的信号
转导机制
肾上腺素受体在心力衰竭方面的作用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提出，当时，人们意识到心肌细胞死亡及晚
期心脏病过程中伴随着 β 肾上腺素受体信号通路的改
变 [4]。目前，肾上腺素受体被认为是心肌细胞在生物学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效应器。
1.1 生理状态下的β肾上腺素受体信号转导机制
β 肾上腺素受体是一种典型的 G 蛋白偶联受体
（GPCR），其下游经典的 Gs-腺苷酸环化酶-环腺苷酸
一磷酸（cAMP）-蛋白激酶 A（PKA）信号通路会引起
和代谢调节、肌肉收缩、细胞生长、细胞凋亡相关的一
系列蛋白磷酸化，从而引起相应的细胞应答。β 肾上腺
素受体可以分为 β1、β2、β3 三个亚型。β1 肾上腺素受体
主要在心脏组织分布，β2 肾上腺素受体在肝脏、骨骼肌、
心脏和平滑肌都有表达。β1 和 β2 肾上腺素受体是哺乳
动物心脏中主要的 β 肾上腺素受体亚型，在疾病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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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 β 肾上腺素受体对心脏功能有重要意义。β 肾

长也有相反的作用。Morisco 等 [15] 证明 β1 肾上腺素受

上腺素受体受交感神经系统和血液中儿茶酚胺刺激，

体介导的心肌肥大与 cAMP-PKA 或 ERK 激活都无关，

参与外周血液循环、代谢调控、肌肉收缩、中枢神经

而是需要 CaMKⅡ。CaMKⅡ在心肌肥大方面的重要作

[5]

系统活动等过程 。心脏交感神经释放的去甲肾上腺

用已经被实验证明，在离体心肌细胞激活 CaMKⅡ，

素是肾上腺素受体信号通路主要的信号分子，肾上腺

会导致心钠素的表达增加，心钠素是心肌肥大的一个

释放的肾上腺素对肾上腺素受体也有一定作用。β1 肾

标志，说明 CaMKⅡ可以介导 β1 肾上腺素受体引起的

上腺素受体的激活可介导 Gs-腺苷酸环化酶-cAMP-PKA

心肌重塑 [16]。激活 β1 肾上腺素受体可引起乳鼠和成鼠

信号通路。在心室肌细胞中，PKA 可以使受磷蛋白、

心肌细胞的肥大，激活 β2 肾上腺素受体则无此作用。

L 型钙通道、雷诺定受体、肌钙蛋白Ⅰ和肌球蛋白结合

Schäfer 等 [17] 的成鼠心肌细胞实验证明，β2 肾上腺素受

蛋白 C 磷酸化，最终导致细胞质钙离子浓度的瞬间升

体的激动可能会抑制 β1 肾上腺素受体介导的心肌细胞

高和心肌细胞收缩能力增加。同样，β2 肾上腺素受体

肥大。

[6]

在心肌收缩方面也有重要作用 ，但与 β1 肾上腺素受
体不同，除了激活 Gs-腺苷酸环化酶-cAMP-PKA 信号
通路外，β2 肾上腺素受体还能和具有百日咳毒素（PTX）
敏感性的 Gi 蛋白偶联 [7]。

2 β2 肾上腺素受体作为慢性心衰治疗靶点的研
究近况
关于 β 肾上腺素受体与慢性心力衰竭的关系已有

1.2 心衰时β肾上腺素受体信号转导机制

很多研究。20 世纪 60 年代初到 80 年代中期，科学家

心脏受到刺激时，β 肾上腺素受体的激活可显著增
[8]

认为 β 肾上腺素受体介导的收缩反应的降低会导致慢

加心肌收缩能力，是最有效的增加心输出量的方式 。

性心力衰竭 [18]。但是这种观点逐渐衰落，因为人们发

但持续激活 β 肾上腺素受体会引起受体脱敏，导致心脏

现 β1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虽然具有正性肌力作用却会

的一系列病理性重塑，如心肌细胞肥大、凋亡，最终导

导致死亡 [19]。此外，还有研究发现，一些 β 肾上腺素

致心力衰竭。持续激活 β1 肾上腺素受体会影响细胞内

受体拮抗剂可以提高心脏功能，降低慢性心衰患者死亡

钙离子水平，细胞内钙离子浓度增加会激活 CaMKⅡ，

率。随着人们对 β1 和 β2 肾上腺素受体的深入了解，特

引起线粒体释放细胞色素 C，激活 Caspase-9，引起细

别是这两种受体在心肌细胞损伤方面相反的作用，对 β

胞凋亡 [9]。

肾上腺素受体在慢性心力衰竭中的作用机制有了更深

相反，激活 β2 肾上腺素受体可以减少心肌细胞凋
[10]

的认识。

的研究表明，激活 β2 肾上腺素受

对于心衰，其治疗目的是为了缓解心衰症状，提

体-Gs 信号通路不会引起心肌细胞凋亡，因为只有 β1

高运动耐量，以及防止临床综合征的发展。除了改善生

肾上腺素受体的 C 端可以特异性和 β-arrestin-CaMKⅡ-

活方式、手术治疗等，药物治疗在心衰治疗中有重要意

Epac1 蛋白复合体结合。此外，关于 β2 肾上腺素受体-Gi

义。根据对心衰的病理机制的认识，目前治疗心衰的药

信号通路在心肌细胞凋亡中的作用仍有争议。之前的研

物包括：加强心肌收缩的正性肌力药物；扩张血管及

究表明，β2 肾上腺素受体-Gi-Gβγ-PI3K-AKT 信号通路具

逆转心肌肥厚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β 肾上腺素

亡。Mangmool 等

有抗心肌细胞凋亡作用

[11]

。用拮抗剂阻断 β2 肾上腺素

受体拮抗剂、醛固酮拮抗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

受体-Gi-Gβγ-PI3K-AKT 这个信号通路的任意一个分子都

以及降低前后负荷的利尿剂和血管扩张剂 [20]。

会降低 β2 肾上腺素受体的心肌保护作用 [12]。β2 肾上腺

2.1 β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

素受体-Gi 信号通路可以认为是细胞生存和胞内 cAMP

β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的心血管保护作用是 1970

含量调节的平衡机制。然而，Gi 也会介导 G 蛋白偶联

年左右提出的 [21]。历史上，β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的发

受体激酶 2（GRK2）引起的心肌重塑和心力衰竭 [13-14]。

展经历了 3 个不同阶段，产生了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 3

从分子机制上看，Gi 通路的激活还会抑制腺苷酸环化

代不同的 β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 [22]。尽管所有的 β 肾

酶的活性，从而降低心肌细胞内 cAMP 的含量，抑制

上腺素受体拮抗剂都可以阻断 β 肾上腺素受体信号传

心肌收缩。

导，但它们的临床效果各不相同。

长期激活 β1 和 β2 肾上腺素受体对于心肌细胞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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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拮抗剂，对 β1 和 β2 肾上腺素受体有很高的亲和性，

的 6:4

。此时，针对 β2 肾上腺素受体的治疗更为关

对 α1 肾上腺素受体无影响。20% 以上慢性心衰病人对

键。很多研究证明了 β2 肾上腺素受体的心肌保护功能。

第 1 代 β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耐药，究其原因是患者

Milano 等 [32] 证明 β2 肾上腺素受体转基因小鼠的心脏功

的心脏收缩功能变弱，后负荷增加。

能有明显提升，且不会发生心脏疾病。Patterson 等 [33]

美托洛尔为第 2 代 β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的代表

用 β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异丙肾上腺素长期刺激 β2 肾

药物，是一种 β1 肾上腺素受体选择性拮抗剂，其可避

上腺素受体敲除的小鼠，发现其可导致严重的心肌细

免对外周和肺的副作用。美托洛尔对 β1 肾上腺素受体

胞凋亡。Bernstein 等 [34] 的研究表明，与 β1 肾上腺素受

的选择性是 β2 肾上腺素受体的 80 倍左右。治疗心衰的

体敲除小鼠相比，β2 肾上腺素受体敲除小鼠在阿霉素

另一个第 2 代 β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是比索洛尔，其

处理后死亡率更高。Fujita 等 [35] 通过大鼠心梗模型研

对 β1 肾上腺素受体的选择性是 β2 肾上腺素受体的 120

究发现，用 fenoterol 偏向性激动 β2 肾上腺素受体可以

倍。第 2 代 β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对 α 肾上腺素受体

在不影响心肌收缩能力的情况下，减少心肌细胞凋亡。

也无影响。

研究人员还发现，β2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 clenbuterol

第 3 代 β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也称为血管舒张型
β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如卡维地洛和布新洛尔，主

和 zinterol 可以保护心脏及心肌细胞，减少不同刺激引
起的心肌细胞凋亡 [36]。
一些动物实验揭示了 β2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联

要用于治疗高血压。在临床有效的剂量下，卡维地洛
对 β1 和 β2 肾上腺素受体之间的选择性不是很强

[23]

；

合 β1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治疗心衰的效果。2004 年，

。因此，卡维

Ahmet 等 [37] 首次通过大鼠扩张型缺血性心肌病模型

地洛是 α1/β1/β2 三种肾上腺素受体的拮抗剂。第 3 代

证明，连续 6 周使用 β2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 fenoterol

药物扩张血管的活性主要与其拮抗 α1 肾上腺素受体有

联合 β1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 metoprolol，比单独使用

关，通过结合并阻断突触后膜 α1 肾上腺素受体信号通

β1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的治疗效果好，模型动物的心

路，扩张血管、降低外周血管阻力；阻断 β 肾上腺素

室功能及细胞凋亡情况都有所改善。2008 年，Ahmet

受体则可以抑制肾脏分泌肾素，阻断肾素-血管紧张素-

等 [38] 在 同 样 的 动 物 模 型 中 研 究 发 现，fenoterol 联 合

醛固酮系统，产生降压作用。因此，对于充血性心衰

metoprolol 组模型动物的生存曲线有明显改善，其 1 年

患者，第 3 代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疗效优于第 1 代和

内的动物死亡率与未给药组分别为 67% 和 33%，治疗

第 2 代药物。

效果比单独使用 β2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或单独使用 β1

2.2 β2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联合β1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都要好，对心脏结构和功能都有

在心脏缺血再灌注损伤以及心肌肥大发展到代

明显改善。临床上常用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

该药对 α1 肾上腺素受体也有亲和性

[24]

。

抑制剂治疗心衰，Ahmet 等 [39] 通过大鼠心肌梗死模型

Wencker 等 [27] 研究表明，很低程度的细胞凋亡就足以

发现，β1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联合 β2 肾上腺素受体激

导致扩张性心肌病，甚至威胁生命。由于心肌细胞凋

动剂相比于 β1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联合血管紧张素转

亡是慢性心力衰竭的一个引发因素，可以寻找抑制心

化酶抑制剂，在降低死亡率方面有类似的效果，且前

肌细胞凋亡的方法来治疗慢性心力衰竭。

者在心肌重塑方面有更好的疗效。Indacaterol 是一种新

偿 性 心 力 衰 竭 的 过 程 中， 都 有 细 胞 凋 亡 发 生

[25-26]

对于慢性心衰，儿茶酚胺类物质的副作用主要与

型超长效 β2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 [40]，Rinaldi 等 [41] 发

β1 肾上腺素受体有关 [28]，过表达 β1 肾上腺素受体或激

现联合使用 indacaterol 和 metoprolol 可改善心脏功能，

动 β1 肾上腺素受体会有心肌细胞凋亡、肥大、纤维化

防止心肌重塑，治疗效果优于单独使用 indacaterol 或

及心衰出现

[29]

metoprolol。Clenbuterol 一 般 用 于 哮 喘 治 疗，Soppa 等

。

尽管 β2 肾上腺素受体并不是心脏中主要的肾上腺

[42-43]

发现，clenbuterol 对于心肌收缩以及心肌细胞代谢

素受体亚型，其在心肌收缩、代谢、心肌凋亡和心律

均有益处。Navaratnarajah 等 [44] 研究表明，对于心衰大

失常方面却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30]。在慢性心衰患者的

鼠，clenbuterol 和 metoprolol 联用比单独用药效果更好。

心脏中，β1 肾上腺素受体的表达下调约 50%，使得 β1

Birks 等 [45] 开展的临床研究表明，对于需要左心室辅助

与 β2 肾上腺素受体的比例从正常的 8:2 降低至心衰时

器械的心衰病人，器械治疗联合 β2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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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clenbuterol 对于预防心肌萎缩有很好的疗效。

β2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主要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和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长期单独使用 β2 肾上腺素受

肺阻塞等呼吸系统疾病 [53-54]。人们对于 β2 肾上腺素受体

体激动剂如 fenoterol 尽管对心脏有益，但会使 β2 肾上

激动剂治疗慢性心衰的探索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55-56]。

腺素受体的表达水平降低 [46]。Ahmet 等 [38] 于 2008 年

Fenoterol 主要在欧洲和加拿大市场销售，用于治疗支

也曾报道，单独使用 fenoterol 对心脏的有益作用仅能

气 管 哮 喘。Fenoterol 有 4 种 光 学 异 构 体， 其 中 R,R’-

持续 3 个月，也反映出受体表达量降低对治疗效果的

fenoterol（1）对 β2 肾上腺素受体-Gs 信号通路有较好

影响。但上述文献也提到，fenoterol 和 β1 肾上腺素受

-异构体和
的偏向性 [57-58]。临床上通常使用的是 R,R’

体拮抗剂 metoprolol 联用时，β2 肾上腺素受体的表达不

S,S’
-fenoterol（2）组成的外消旋体治疗哮喘。外消旋

会降低。考虑到 β1 肾上腺素受体的心脏毒性作用以及

的 fenoterol 可以增加心率但不影响血压。2014 年 4 月

β2 肾上腺素受体的心肌保护作用，β2 肾上腺素受体激

-fenoterol 和外
在美国完成的Ⅰ期临床试验比较了 R,R’

动剂与 β1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联用可以作为心衰治疗

消旋混合物的安全性、药代动力学特征及生物利用度。

的新策略。

在该项双盲试验中，给健康受试者服用不同剂量 R,R’

2.3 β2 肾上腺素受体功能偏向性激动剂

fenoterol 和外消旋混合物，并检测了心率、血压、心脏

配体功能偏向性激动受体理论是近年来提出的，
由于 GPCR 信号通路的复杂性，有一些配体可以特异

-fenoterol
功能等指标。2014 年 7 月在美国公开了关于 R,R’
的制备及用于充血性心衰治疗的专利 [59]。

性激活或抑制 GPCR 的某条信号通路而不影响该 GPCR
其他信号通路 [47]。配体结合后，GPCR 会发生构象改变，
影响与下游 G 蛋白或 β-arrestin 的结合情况。化学结构
不同的配体与受体结合，可能会引起 GPCR 形成不同
的构象，从而激活不同的信号通路。荧光光谱、X-射

1

线晶体学、质谱、核磁共振、单分子力谱等方法都可
以用于研究配体特异的受体构象 [48]。
通过研究配体和 GPCR 结合的功能偏向性，可以
在激动有利的信号通路的同时避免该受体副作用信号
通路激活。β2 肾上腺素受体可以偶联 Gs 和 Gi 蛋白。

2

Daaka 等 [49] 和 Liu 等 [50] 的研究认为需要 PKA 或 GRK

研发新的信号通路偏向性配体是心血管疾病治疗

[51]

的新方向。心衰时，血液中的儿茶酚胺含量增加，β1

的研究表明，单独磷酸化 β2 肾上腺素受体不会引起 β2

肾上腺素受体下调，Gi 蛋白表达量上调，长期激动 β1

肾上腺素受体与 Gi 偶联，比如用 β2 肾上腺素受体-Gs

肾上腺素受体-Gs 信号通路和 β2 肾上腺素受体-Gi 信号

特异的激动剂可以使 β2 肾上腺素受体被 PKA 和 GRK

通路会引起心肌细胞死亡。Carvedilol 是临床常用的心

磷酸化，但并不会引起 Gi 偶联。因此，β2 肾上腺素受

血管药物，研究发现 carvedilol 不仅可以抑制 β 肾上腺

体与下游 G 蛋白的偶联关系主要与配体有关。

素受体的 G 蛋白信号通路，还可以激活 β-arrestin 介

使 β2 肾上腺素受体磷酸化才能结合 Gi。但 Woo 等

目前研究认为，β2 肾上腺素受体-Gs 信号通路与 β1

导的 EGFR-ERK 心脏保护通路 [60]。Carvedilol 激活心

肾上腺素受体-Gs 信号通路的生物学功能不同，β2 肾上

脏保护通路使得该药物相比于其他只能发挥 β 肾上腺

腺素受体-Gs 信号通路在增加心肌收缩的同时不会引起

素受体抑制功能的药物有更好的临床作用，可以认为

细胞凋亡。而 β2 肾上腺素受体-Gi 信号通路在心脏的作

carvedilol 的临床效果主要是由 β-arrestin 通路偏向性介

[52]

导的 [61]。考虑到心衰时 β2 肾上腺素受体表达量不变，

发现了 fenoterol 可以偏向性激动 β2 肾上腺素受体-Gs 信

偏向性激动 β2 肾上腺素受体 β-arrestin 信号通路可以发

号通路。基于对 β 肾上腺素受体信号通路的机制研究，

挥抗凋亡和增加心肌收缩的功能，是治疗心衰的新策略。

提出 β1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与 β2 肾上腺素受体-Gs 信

2.4 可用于研究心衰治疗的β2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

用比较复杂，甚至有可能促进心衰。2003 年，Xiao 等

号通路偏向性激动剂联用可以作为心衰治疗的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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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期临床试验显示其毒副作用比福莫特罗更低 [67-68]。

（salbutamol）以及长效 β2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如沙美

未来的研究可通过这些新的 β2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

特罗（salmeterol）和福莫特罗（formoterol）等。β2 肾

剂及其衍生物筛选合适的 β2 肾上腺素受体功能偏向性

上腺素受体基因多态性与药效密切相关，特别是随着

激动剂，用于临床验证 β2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联合 β1

测序技术的普及，可以根据基因型更有针对性地选择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治疗心衰的效果。

适合病人的药物。有关基因多态性的综述可参考其他
文献 [62]，本节重点讨论新型 β2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
β2 肾上腺素受体的 164 位苏氨酸突变会影响沙丁胺醇
[63]

3 结语与展望
关于 β 肾上腺素受体在心衰疾病发生过程中作用

筛选了 400 万种化合物，

的研究由来已久，从最初认识到正性肌力药物的心脏毒

并找到一个对 β2 肾上腺素受体突变体仍有亲和活性的

性发展到现在的 β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经历了反复

化合物 CACPD2011a-0001278239，对于有该突变的患

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由于肾上腺素信号通路的复

者有同样的潜在疗效。Olodaterol 是一种新型长效 β2 肾

杂性以及对于不同疾病情况的考虑，需要平衡好不同

上腺素受体激动剂，于 2013 年获得批准用于慢性支气管

受体的心脏毒性及心脏保护作用。可以从现有的 β2 肾

与受体的结合，Bandaru 等

[64]

。

上腺素受体激动剂及其衍生物中筛选合适的 β2 肾上腺

Abediterol 是一种新型长效 β2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

素受体信号通路偏向性激动剂，同时考虑患者的 β 肾

Ⅱa 期临床研究结果证明其有良好的支气管扩张作用，

上腺素受体基因多态性，选择最有效的治疗方案，用

炎和肺气肿治疗，但对于哮喘患者的安全性还未确定

并且符合药物的安全性和耐受性

[65-66]

。阿斯利康公司

的 AZD3199 是一种新型超长效 β2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

更多的临床证据证明 β2 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联合 β1 肾
上腺素受体拮抗剂治疗心衰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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