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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发性高血压是一种终身性疾病，需要长期服药治疗。

中药治疗在降血压方面似乎难与降压西药相比［1］。但是，中

医药在改善患者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和防治高血压病靶器官

损害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西药的毒副作用也给中医治疗

高血压病带来良好的契机［2］。对于一些轻度高血压病的患

者，单纯中药治疗也能取得满意的降压效果。祝光礼教授是

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从事中西

医结合心血管内科临床工作近 40 年，原发性高血压在所诊

治患者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祝老对于原发性高血压辨证与中

医药治疗具有一些独到的见解，现总结如下。

1 病因病机

1.1 先天禀赋不足 ：人之精气禀自父母，父母阴阳气血偏盛

偏衰会影响其子女。在后天因素的影响下，禀赋不同容易造

成阴阳失衡的发生。原发性高血压的家族聚集倾向和分子

生物学、遗传学的研究进展［3］，反映了先天禀赋对高血压发

生的重要性。

1.2 饮食不节 ：《素问·奇病论》云 ：“数食甘美而多肥也。

肥者，令人内热”。又《素问·五脏生成篇》云：“是故多食咸，

则脉凝泣而变色［4］”。《灵枢·五味论》中云 ：“血与咸相得

则凝［5］”。现代医学认为，盐过量摄入将导致内皮功能障碍、

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统激活。《内经》“肥胖令人

内热”和“过食咸能使血行凝泣”的观点、与现代医学肥胖

和摄钠过多为高血压危险因素非常一致［6-7］。

1.3 情志所伤 ：肝主气机、调情志。肝疏泄功能正常则气机

调畅、气血调和、心情开朗；疏泄不足则肝气郁结、心情抑郁；

升泄太过，则阳气升腾，令人易怒。而恼怒、抑郁又反过来加

重肝气郁结或肝阳上亢。本质上可能与长期精神刺激引起

大脑皮质功能失调，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调节不平衡，神经

末梢儿茶酚胺类物质释放增加导致血管收缩有关［8］。

1.4 内伤虚损 ：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精血互生。年老

体弱，肾气渐耗、肾阴亏虚，久则水不涵木而肝阳上亢，扰乱

清空而成眩晕、头痛。久病或过劳，皆能耗伤精气使人之阴

阳失衡导致高血压的发生。

 由此可见，高血压多因禀赋不足、饮食不节、情志所伤

或内伤虚损，导致机体阴阳气血失调，日久则变生风、火、痰、

瘀、水饮等内生之邪。病位在肝肾，可累及心脾。病性多为

虚实夹杂。《丹溪心法·头眩》云 ：“头眩，痰夹气虚并火，

治痰为主，无痰则不作眩，痰因火动［9］”。《证治汇补》眩晕 ：

“以肝上连目系而应于风，故眩为肝风，然亦有因火、因痰、因

虚、因暑、因湿者［10］”。

2 临床分型

 中华中医药学会推荐将高血压分为痰瘀互结证、阴虚

阳亢证、肾阳虚衰证和气血亏虚证 4 种证型分型论治，而痰

瘀互结证是北方地区高血压患者最多的证型［11］。由于南北

地区患者体质、饮食结构、生活方式、气候条件等因素，造成

高血压中医证型的南北差异，痰湿壅盛型患者南方比例低于 

北方［12］。祝教授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实践，主张以阴阳虚

实为纲，将高血压分为肝火上炎、肝阳上亢、肝肾阴虚、阴虚

阳亢、阴阳两虚 5 种证型，痰、瘀、水饮等多以兼夹的形式存

在［2］。祝教授认为，高血压初期多以肝火上炎或肝阳上亢

为主，多见单纯舒张压增高 ；随着病情进展，阳损及阴，形成

肝肾阴虚之证，此时收缩压和舒张压往往均增高 ；继则阴损

及阳，成为阴阳两虚，此期以收缩压增高为主，多伴有心、脑、

肾、视网膜等靶器官损害［13］。《灵枢·本神》曰 ：“阴虚则无

气［3］”，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咸伤血，甘胜咸”。阴

虚则肾气渐耗、肾虚者阴血渐衰。高血压患者，特别是老年

患者病程日久，容易合并虚证，则需要随证加用益气、养血、

温阳的药物。

2.1 肝火上炎型 ：症见头痛头晕、面赤目胀、心烦易怒、口

苦口干、大便干结、舌红苔黄、脉弦数有力。治则清肝降火，

处方用加味逍遥散加减（白菊花 9 g，牡丹皮 12 g，当归 12 g，

生地黄 12 g，白芍 12 g，黄芩 12 g，泽泻 12 g，茯苓 12 g，山药 

15 g，柴胡 6 g，炒枳壳 6 g）。

2.2 肝阳上亢型 ：症见头晕头痛、心烦少寐、面红潮热、目眩

耳鸣、口干、舌红苔白或黄白相间、双脉常弦而寸脉独浮。治

则平肝潜阳，处方用天麻钩藤饮加减（天麻 9 g，钩藤 15 g，石

决明 15 g，珍珠母 15 g，白芍 12 g，枸杞子 15 g，淮山药 15 g，

茯苓 12 g，桑寄生 15 g，杜仲 15 g）。

2.3 肝肾阴虚型 ：症见头晕目眩、耳鸣如蝉、腰膝酸软、失

眠多梦、口干咽燥、舌红苔少、脉虚细略数。治则养阴益

肾、柔肝，处方用左归饮、一贯煎加减（生地黄 12 g，山茱萸 

12 g，淮山药 15 g，枸杞子 15 g，茯苓 12 g，天麻 9 g，石决明

15 g，川楝子 6 g，北沙参 12 g，麦冬 12 g，炙甘草 3 g）。

2.4 阴虚阳亢型 ：症见眩晕头痛、头重脚轻、心烦失眠、手足

心热、耳鸣心悸、舌尖红、苔薄白、脉弦数。治则滋阴潜阳，处

方用杞菊地黄汤加减（生地黄 12 g，山茱萸 12 g，淮山药 15 g，

枸杞子 15 g，白菊花 9 g，茯苓 12 g，天麻 9 g，石决明 15 g，麦

冬 12 g，牛膝 15 g，炙甘草 3 g）。

2.5 阴阳两虚型 ：症见头痛眩晕，耳鸣，视物昏花，劳则气

短，畏寒肢冷，夜尿增多，舌淡苔白，脉沉细等，舌淡边有齿

痕、苔白、脉沉细，脾脉或弦、肝脉反软。治则益气健脾、育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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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阳，处方用保元煎合左归饮加减（黄芪 15 g，炒党参 15 g，

桂枝 6 g，枸杞子 15 g，淮山药 15 g，生地黄 12 g，山茱萸 12 g，

天麻 9 g，砂仁 3 g，炙甘草 3 g）。

3 兼证的治疗

 随病情进展，高血压患者常出现气血阴阳亏虚、风火痰

瘀上扰或水饮湿邪留恋的表现。治疗除益肾平肝、补虚升清

外，尚需化痰降浊、清火熄风、活血行水等治标之法［14］。

3.1 兼瘀 ：高血压病日久，累及血分，血行不畅而渐成血瘀，

症见头痛、经久不愈，肢体麻木疼痛、痛有定处，舌质紫暗甚

至有瘀斑，舌下络脉瘀滞、脉细涩等表现。现代医学研究发

现，长期高血压可引起组织微循环功能障碍，导致血流减慢、

组织缺氧、血管内膜损伤、微血栓形成、血黏度增高等一系

列病理变化［15］，符合瘀血内生的临床表现。宋·杨仁斋在 

《仁斋直指方论》提出“瘀滞不行，皆能眩晕”；《素问·阴阳

应象大论》云 ：“血实者宜决之”治疗当“疏其血气，令其调

达［2］”。可以加用川芎、赤芍、郁金，或伍以通窍活血汤。

3.2 兼痰 ：痰浊是高血压病发生发展的重要病机之一［16］。

王国利等［17］调查 120 例高血压病患者中医证候分布情况，

发现痰浊证占全部证候的 26.13%。其主要表现是 ：头重如

裹，呕吐痰涎，肢重体麻，苔白腻。治疗时可加用远志、石菖

蒲、半夏，或伍以半夏白术天麻汤、温胆汤等，特别是对伴有

失眠、多梦的患者，疗效尤为理想。

3.3 水饮 ：高血压患者或因“木旺土虚”或“土虚木贼”，导

致脾运不健、水湿内停，或因阴损及阳，肾气亏虚、气化失司，

出现脘腹胀满、肢体水肿或困重、大便溏薄、甚者气短、不能

平卧之症，舌淡胖带紫、苔白腻、脉沉细无力或濡弱［18］。治

疗可在益气健脾、温肾平肝基础上加桑白皮、葶苈子、生姜

衣，或伍以五皮饮。

4 结 语

 中西医结合治疗较之单纯的中医或西医治疗有着不可

替代的优越性，是高血压治疗的最佳方法［1］。中医学没有

“血压”的概念，辨证时注意不能将高血压和中医的“眩晕”、

“头痛”、“中风病”等病等同起来，要坚持“中医思维”，关注

脏腑、阴阳和气血的失衡，以调节机体的阴阳气血平衡为目

的，从病机、证型着手，辨证施治，灵活应用中医学“辨证论

治”和“异病同治”的诊疗思路，针对合并症、并发症采取必

要的辨证、辨病治疗，才能真正地发挥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

势，使更多的患者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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