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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淳教授中西医结合防治高血压病的经验

吴 英，叶 勇 指导:赵

(云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云南昆明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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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介绍赵淳教授中西医结合防治高血压病的经验。赵教授主张以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指导高血

压的防治，提出治疗的策略是向预防转化，认为中医药防治该病的优势在于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并能防

治靶器官损害，中医养生保健对防治高血压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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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淳教授系全国第三批、云南省首批老中医药

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云南省荣誉名中

医。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内科、急诊急救医学的医

疗、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擅长采用中西医结合

的观点、思路和方法诊治疾病，以中医 “治未病”

思想为指导，对高血压病的预防、诊治积累了丰富

独到的经验。笔者有幸跟师学习，现将其经验介绍

如下:

    目前全世界高血压患者人数约达10亿人，我

国就占了1.6亿，18岁及其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

率高达18.8%.随着年龄的增长，有逐年增加的

趋势，因此，需要更有效、广泛的防治措施遏制其

发展态势，《2(X)4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实用

本)》(以下简称 《指南》)的公布，旨在发挥这

一作用。赵教授指出，《指南》对规范我国高血压

的防治有重要指导意义，要求吾辈要认真学习，掌

握精髓，用以指导临床实践，不断提高防治水平。

通过跟师在临床上执行和运用 《指南》，笔者对

《指南》有了较深认识和体会，现简述如下:

1 以《指南》指导防治

    赵教授指出，《指南》将血压在16.0一18.4

kP盯10.7kPa (120一139mmH岁80mmHg)者列为

正常高值，给人们的是一种预防为主的健康理念，

血压处在此范围内者，应改变生活方式，及早预

防，以免发展为高血压。

    高血压患者的治疗决策不仅根据其血压水平，

还要考虑有无其他危险因素、有无靶器官损害或糖

尿病、有无并存的临床情况如心、脑、肾病变等，

并根据我国高血压人群的危险度分层标准进行危险

度分层 (低、中、高、很高危)和确定治疗方案。

危险度分层标志着对高血压防治观念的转变。以

，’，合血管总危险”取代单纯追求降压，有利于多种

危险因素综合治理的实施。

1.1 高血压的治疗

    目标主要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心血管病的死亡和

病残危险。要求医生在治疗高血压的同时，干预患

者所有可逆性危险因素如吸烟、血脂异常或糖尿

病，并积极处理患者各种临床情况，宜将血压降至

于5.33/12.okPa (40/90mmHg)以下，老年患者

的收缩压降至20.okPa (15OmmHg)以下，有糖尿

病或肾病的高血压患者，降压目标是17.3/10.7

kPa(130/80mmHg)以下。

1.2 高血压的非药物治疗

    要求改变生活方式，包括戒烟，坚持适量体力

活动，膳食适当限制钠、脂肪摄人量，增加蔬菜、

水果、节制饮酒，保持正常体重，超重或肥胖者减

轻体重，讲究心理卫生等，这不仅是高血压治疗的

重要手段，也是其他心血管病乃至糖尿病治疗不容

缺少的基础。

1.3 高血压的药物治疗

收稿日期:20()8~一03一刁8 修回日期:2008一」)3一20

作者简介:吴英(1968一)，女，云南人，主治医师，主要从事中医急诊临床与教学工作，全国第三批老中医药专家

          赵淳教授学术经验继承人。

万方数据



第2期 吴 英，等:赵淳教授中西医结合防治高血压病的经验

    目的是通过降压治疗使高血压患者的血压达到

目标水平，以期降低心血管发病和死亡危险。赵教

授指出对1级低危患者应改变生活方式，并按中医

辨证论治即可达到治疗目标;对2、3级中危、高

危与很高危患者需制定具体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

案，实施个体化治疗并持之以恒。

2 向预防转化的治疗策略

    赵教授指出，高血压属于老化性慢性病，有如

下特点:病因病理环节复杂，治疗要从整体多系统

人手;与遗传和环境因素有关;该病大多起病于青

壮年，须长期甚至终身服药。从西医治疗高血压的

情况看，存在以下问题:
2‘1 疾病控制不理想

    国内资料表明，城镇高血压治疗率仅为40%，而

控制率在25%左右，农村还达不到以上数字。高血压

病处于发病率高、致残率高而控制率低的状态。

2.2 治疗整个病人而非治疗单个指标

    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对其调节必然服从于

取得整体效果而非个别指标最佳效果为目的。即使

经过系统降压治疗，血压控制在正常水平的高血压

患者，其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和死亡率仍高于无

高血压的正常人，表明降压不是治疗高血压病人的

最终目标。循证医学结果显示将降压作为衡量治疗

高血压新药的基础是不全面的，缓慢降压同时对高

血压病其他相关因素有较好作用的药物是治疗高血

压病的理想药物川。防治高血压用整体心血管危

险性评估来代替单纯的血压控制【2〕，这一思想的

提出即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研究表明，不同作用机

理的降压药合用，同时配合降糖、调脂等对预防心

血管事件具有更理想的作用。上述情况的深层原因

是由于单靶点阻断治疗多系统紊乱的老化性慢性病

难免会 “顾此失彼”，因此整体的多系统调节是正

确的思路和方法。

2，3 治是为防

    正是由于上述两点，加之高血压治疗的成本压

力，促使高血压治疗策略出现重大变化，即向预防

转化。高血压病的发生后天环境因素占80%以上，
因而也可以通过各种措施进行防治。前一阶段的治

疗就是对下一阶段的预防。最理想的预防当然是一

级预防，即所谓 “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对生活

方式、环境等病因的干预是其中之一。而对易患高

危人群进行机体内环境的调整也是重要方面。利用

药物特别是天然药物对疾病前期和高危人群进行预

防，自然成为国际循证医学的热点。

3 中医药防治高血压的优势

    赵教授指出，高血压病的特点决定了其治疗原

则须整体调节，药物必须作用温和、副反应小，以

适合长期服用，而中医药具备了上述优势。首先，

中医治疗对象 “证”是对机体全身与局部病变的

综合概括。其次，中药是天然药物，其复方制剂含

有多种成分，能体现出多系统多环节整体调节的作

用特点。这一优势近年来已被大量的药理学和临床

研究所证实〔’〕。在疾病前期和亚临床时因症状体

征不明显，中药副反应小，适合这类人群长期预防

服用。治疗高血压药物安全性研究证实，许多单靶

点拮抗性西药的副反应和毒性都是在药物长期应用

后显现出来，而中药相对安全，副作用相对小的优

势也是在长期临床应用中通过比较而凸现出来。所

以，中药复方制剂很适合高血压病的一、二级预
防。

    中医药具有整体动态调节和个体化治疗的优

势，单靶点拮抗是西药之长，多靶点整体调节是中

药作用的特点，其功效主要表现在:

3.1 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临床上可看到，一些高血压患者出现头晕、乏

力、心烦、急躁易怒、失眠等症状，服用降压西药

使血压下降到了正常水平，但是症状并未减轻，而

运用中医辨证论治，能达到既降血压又消除症状、

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的效果。一些患者虽患高血压

病，但无任何不适症状，服用西药血压下降至正常

水平后反而觉得头晕、乏力等全身不适，如配合中

医辨证论治能收到很好的消除症状的效果。

3.2 防治靶器官损害

    治疗高血压病的目的不仅在于降低血压本身，

还在于全面降低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这

需要在降压的同时对高血压的靶器官损害进行干

预。高血压病主要的靶器官损害涉及到动脉、心

脏、肾脏、脑、眼底等组织器官，最重要的是左心

室重构和血管重构，可引起心、脑、肾、视网膜并

发症。

    高血压病左心室肥厚 (LVH)的出现，多发

生在病程较长和血压控制不良的患者，LVH及其

组织重构的发生、发展与心脏肾素一血管紧张素一

醛固酮系统 (RAs) 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闭，去
                                                            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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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肾上腺素 (NE)，血管紧张素n(Ang n)等

具有刺激心脏肥厚的作用。中医认为，LVH的形

成是长期阴阳失调、气血逆乱导致病理产物血癖、

痰浊的产生，符合 “久病入络”的理论。其主要

病机是在阴阳失调的基础上出现血寮、痰浊，以血

癖为主，兼有痰浊。

    关于高血压病左室肥厚和其他靶器官损害的中

医治疗，赵教授认为应遵循辨证和辨病相结合，传

统中药理论和现代中药药理研究结果相结合的原

则。在诊断高血压病LVH时，应注意对患者进行

心脏、动脉血管多谱勒超声检查，以了解左心室肥

厚和动脉血管受损的程度。辨证论治，选方用药在

调节阴阳的基础上应重视活血化痪、祛痰降浊药物

的应用，可采用平肝潜阳、祛疲化痰法;清肝泻

火、祛疲化痰法;滋肾柔肝、祛癖化痰法;益气养

阴、祛癖化痰法;滋阴助阳、祛痪化痰法;温补脾

肾、祛痕化痰法;活血化痪法等。祛痕化痰药物主

要选用有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和调节血脂的药

物，如丹参、川芍、红花、赤芍、虎杖、葛根、蓬

白、三七、当归、灯盏花素制剂等，现代药理研究

认为，其抑制左室肥厚的机制主要是通过扩张血

管，抑制心肌局部和血液中Ang n的合成和释放，

抑制胶原合成和间质的增生，增加冠脉血流量，改

善心肌缺血，抑制血小板聚集等作用而实现[s]。

赵教授指出，近10年来我国中医药在高血压病左

室肥厚的防治研究以及中药对心血管相关受体影响

的研究方面都充分证实了上述药理作用。

3.3 中医非药物疗法防治轻度高血压病独具特色

    赵教授强调，中医药学很早就重视高血压患者

的养生保健，其要点为:调情志;勿劳累;适寒

温;平衡饮食，注意食用低钠，富含钾、钙及清淡

饮食，戒烟限酒，减肥。目前应用一些菊花茶、夏

枯草、杜仲茶及苦丁茶等调节干预，以制 “阳

亢”，控制高血压的发展，对轻度高血压病患者有

较好作用。

4 辨证论治经验

    赵教授指出，高血压病 (EH)属祖国医学

“眩晕”、“头痛”、“薄厥”等范畴，《黄帝内经》

说 “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类证治裁》云 “高

年肾液已衰，水不涵木”。故EH与肝、肾关系密

切。朱丹溪认为 “无痰不眩，无火不晕”，李东垣

谓 “凡头痛皆以风药治之者，总其大体而言，高
  32

巅之上，惟风可到”， 《血证论》道 “痕血攻心，

心痛头眩”，这些都说明EH与风、火、痰、痕等

致病因素有关。赵教授认为本病为本虚标实之证，

本虚主要为肝肾阴虚为主，标实主要为痰疲为患，

特别强调痰癖存在于整个EH始终，认为风、火、

虚均可兼见痰疲，除有形之痰外，还有无形之痰，

痰阻则气不畅而疲，故痰疲为患是EH的病理基础
之一。赵教授对EH的中医辨证大致分肝阳上亢、

痰浊中阻、肝肾亏虚、气血亏虚、痰疲阻络五个证

型，各证型可单独出现，亦可相互并见，如肝阳上

亢兼肝肾阴虚，血虚兼肝阳上亢，肝阳夹痰浊、血

疲等证，须详察病情，辨证治疗。具体辨证论治如

下:

4.1 肝阳上尤

    症见:眩晕耳鸣、头痛且胀，每因烦劳或恼怒

而头晕、头痛加剧，面红，急燥易怒，少寐多梦、

口苦、舌质红、苔黄、脉弦。治以平肝潜阳，滋养

肝肾，方选天麻钩藤饮化裁。

4.2 痰浊中阻

    症见:眩晕而头重如蒙，恶心胸闷，食少多

寐，形体肥胖，舌质淡，苔白腻，脉濡滑。治以燥

湿化痰，健脾和胃，方选半夏白术天麻汤化裁或温

胆汤化裁。

4.3 肝’肾亏虚

    症见:眩晕神萎，少寐多梦，腰膝酸软，耳鸣

健忘或五心烦热，或四肢欠温，形寒怯冷，脉弦细

数或脉沉细无力。治以补养肝肾，偏阴虚者方选知

柏地黄汤化裁，偏阳虚者方选金匾肾气丸化裁。

4.4 气血亏虚

    症见:眩晕，动则加剧，劳累即发，面色眯

白，唇甲不华，心悸乏力，纳差，舌质淡，脉细

弱。治以补养气血，健运脾胃，方选归脾汤或补中

益气汤化裁。

4.5 疾瘫阻络

    症见:头晕而痛，昏重如裹，眠差多梦，胸闷

心悸，四肢感觉异常，纳少神疲，舌质暗紫，苔白

腻，脉濡或结代。治以化痰祛痕通络，方选温胆汤

加丹参、红花、川芍、赤芍、稀签草等化裁

    总之，赵教授强调，从防治高血压战略而言，

中、西医学在发病机理，治疗措施及不同层面防治

的有机结合都值得重视和深人研究，以达到更全面

有效遏制高血压发展态势的目的，为人类健康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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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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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lifeandpreventingta铭etorsanfromdamageare 即odfortreatingandpreventingthediseasebyTCM.Health
careandkeepingingoodhealthofChinesemedicinehavespecialtyonhypertension.Thealticlesummarizedpro-
fessorZhao，sexperienceofsyndromedifferentiationand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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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nichReactionofBerge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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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MannichreactionofBe唱eninwithseconda砂aminesandformaldehydewerecarriedoutalld

ninenewnitrogencontainingderivativeswereprepared，Compoundswithbetterbiologicalavailabilityornewbio-

logicalactivitieswereexpectedtoob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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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donCausalFactors 、VithAtherosclerosisofAortain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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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eiProvince，ShijiazhuangHebei050051;3.JiluHospitalofsandongUniversity，Jinansoundong250012)

    ABSTRACT:Atherosclerosisisthepathologicalbasisofcardio一cerebrovasculardiseases.Thenameof

Atheroselerosisisnotinchinesetraditionalmedicine，butthereismuchco，itiononitsessencebytraditionalchi-

nesedoctors·Thekeyclinieopatho1ogicalfactorsofatherosclerosisare phIegm，dampnessandbloodstasis，Now

thenewtheo叮一pathopoiesiaofevil一poisonisproposedbymodemdoctorofTCMwhichenrichesco邵itionof

TCMaboutatherosclerosisandnrovidesthenewthoughtsforclinicaltreatmentOfatherosclerosis.

    KEYWORI〕5:Atherosclerosis;PhlegmandBloodstasis;HotandDamp;POisonousE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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