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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高血压中医辨证分型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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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原发性高血压(EH)的中医

辨证分型与现代实验指标相关性的研究

为中医辨证分型提供了客观依据，不仅

有助于揭示其证候本质、指导临床治疗，

还是中西医结合治疗EH的必由之路。

1证候学的流行病学与构成比调查

蔡光先等n3临床调研1 038例EH

患者，结果表明，肝阳上亢证、阴虚阳亢

证、肝肾阴虚证以及肝风上扰证是EH

的主要证候，痰浊中阻证和瘀血阻络证

是EH与体质及并发症密切相关的常见

或相兼证候。王清海等眈3将186例EH

患者辨证分型，分析其证型分布规律显

示，EH出现率最高的是气虚痰浊证，其

余依次为阴虚阳亢证、肝火亢盛证、阴阳

两虚证，且中医证型分布与性别无相关

性，但与年龄有相关性。任敏之等㈤回顾

研究554例住院EH患者临床资料，结

果显示，EH证型构成中，阴虚阳亢证占

33．6％，肝火亢盛证占18．1％，痰湿壅

盛证占16．3％，肝肾阴虚证占11．7％，

血瘀阻络证占9．4％，痰瘀互结证占

7．6％，阴阳两虚证占3．4％。

2辨证分型与神经体液因素的关系

2．1 与肾素一血管紧张素一醛固酮系统

(RAAS)的关系：王爱珍等“3发现肝阳

上亢证患者外周血浆肾素活性(PRA)、

血管紧张素Ⅱ(AngⅡ)水平显著升高，

其中AngⅡ水平升高与肝肾阴虚证差异

显著，同时Ang I升高可作为肝阳上亢

证的物质基础。李泓等凸3研究表明，EH

患者的PRA、Ang I、醛固酮(ALD)与

正常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

肝阳上亢证以高PRA、高Ang I居多，

阴虚阳亢证以正PRA、低Ang I、正

Ang I为主，阴阳两虚证以低PRA、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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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Ⅱ、正Ang I为主，3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2．2与血浆一氧化氮(NO)的关系：张

臣等“3对120例EH患者分型研究发

现，EH患者各中医证型组N0值较正

常对照组明显降低，血压较正常对照组

明显增高，NO值：阴阳两虚证<肝肾阴

虚证<阴虚阳亢证<肝阳上亢证<正常

对照组，血压：阴阳两虚证>肝肾阴虚

证>阴虚阳亢证>肝阳上亢证>正常对

照组。故认为N0及血压可作为EH中

医辨证分型的客观指标。

2．3与胰岛素抵抗的关系：沈毅等订’对

150例EH患者进行研究发现，与正常

对照组比较，EH组空腹血胰岛素

(INS)、C肽显著升高，胰岛素敏感指数

(ISI)显著降低(P均<0．01)；EH组中

肝火亢盛证、阴虚阳亢证的空腹INS、

C肽均显著升高，ISI显著降低(P均<

0．01)，这两种证型与痰湿壅盛证、阴阳

两虚证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5)，而痰湿壅盛证、阴阳两虚证各项

指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故认为EH患者常伴胰

岛素抵抗(IR)及高INS，IR及高INS主

要体现于肝火亢盛证和阴虚阳亢证。

2．4与性激素及微球蛋白的关系：雷燕

等诣3对51例EH患者进行虚实辨证，探

讨其与性激素及p。一微球蛋白(p：一MG)

的关系，发现EH患者血浆雌二醇(Ez)

水平及Ez／睾酮(T)比值趋于上升，T有

下降趋势，尤以虚证组明显；EH患者的

血62-MG浓度也明显高于对照组，并且

随着实证、虚证辨证的不同，血&一MG

值和阳性率也随之增高。故认为肾虚证

是老年EH的主要证型，而血浆E。、T含

量及血清p2一MG浓度的变化可作为EH

虚实辨证的有用指标。

3辨证分型与血液循环的关系

3．1 与血液流变学及血流动力学的关

系：张玉金曲3发现，EH患者的血液动力

流变学变化与EH的辨证分型有一定关

系：肝阳上亢证的心排血量(CO)显著增

高，痰浊壅盛证、肝肾阴虚证、阴阳两虚

证则以外周阻力(TPR)增高为主，痰浊

壅盛证的全血黏度、还原黏度、血浆黏度

均增高，而阴阳两虚证的全血黏度、还原

黏度、血浆黏度均降低。白春锦等n∞对

395例EH患者进行分型研究，发现除阴

虚阳亢证全血还原黏度和痰湿壅盛证血

浆比黏度、血细胞比容(Hot)与阴阳两虚

证相近外(P均>0．05)，肝火亢盛证、阴

虚阳亢证和痰湿壅盛证全血高切黏度、

全血低切黏度、血浆比黏度、Hct、全血还

原黏度和K值方程明显高于阴阳两虚

证(P均<O．05)。

3．2与血小板聚集功能的关系：刘华

等n”对62例EH患者进行观察研究发

现，阴虚组和阳虚组的血小板聚集功能

均明显高于健康组，提示血小板聚集功

能增高为中医两个证型共有血瘀证的客

观辨证依据。

3．3与红细胞变形能力的关系：赵津辉

等n∞观察不同中医证型EH患者及正

常人群血液流变学试验室指标变化，发

现不同证型EH患者血液流变学指标

Hct、纤维蛋白原、血沉K值、红细胞沉

降率、血浆比黏度较正常对照组显著增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o．05)。且

实证组血液流变学指标较虚证组有增高

趋势。

3．4与甲襞微循环变化的关系：张琳

等n∞观察134例EH患者发现，肝火亢

盛证、阴虚阳亢证、痰浊壅盛证、气血瘀

滞证微循环障碍的程度逐渐加重。肝火

亢盛证为轻度微循环障碍，其他3个证

型患者的输入支、输出支均明显变细，符

合微血管痉挛改变。提示襞微循环变化

可能成为EH中医辨证分型一项有用的

客观指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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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与脑血流改变的关系：段开骏

等n们观察不同中医证型EH患者的颅

内动脉脑血流动力学变化，发现不同中

医证型EH患者颅内各动脉血流异常率

为阴虚阳亢证9％，阴阳两虚证8％，痰

湿壅盛证8％，肝火亢盛证3％。肝火亢

盛证和阴虚阳亢证等证型EH患者的各

项指标明显高于阴阳两虚证，认为各中

医证型EH患者常有颅内动脉血流速度

和脉动指数指标异常表现，特别是阴阳

两虚证患者。
‘

3．6与血脂的关系：梁东辉等n53将EH

患者126例分为肝阳上亢、阴虚阳亢、阴

阳两虚、痰浊中阻4个证型组，其血脂水

平表明：4组EH患者三酰甘油(TG)均

升高，但以阴虚阳亢证和痰浊中阻证的

增高较为明显，阴虚阳亢证中除TG外，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降低，痰

浊中阻证TG及LDL—C均明显升高，以

TG升高为特征。白春锦等n∞对395例

EH患者进行分型研究，比较各证型EH

患者空腹血脂浓度：肝火亢盛证LDL—C

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的比

值明显高于阴阳两虚证(尸<o．05)。肝

火亢盛证、阴虚阳亢证、痰湿壅盛证总胆

固醇(TC)、TG、LDL—C和TC／HDL—C

比值明显高于阴阳两虚证，HDL—C明显

低于阴阳两虚证(P均<O．05)。

4辨证分型与免疫的关系

杜少辉n∞研究了EH患者免疫状

况与中医分型的关系，发现EH患者免

疫球蛋白G(IgG)、补体3(C3)均显著高

于健康对照组，IgA、IgM、50％补体溶血

活性半数溶细胞量(CH50)差异元统计

学意义，表明EH患者体液免疫反应增

强。另外，T淋巴细胞转化率与正常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细胞免疫功能低

下。分型组间比较：IgG在阴虚阳亢证、

阴阳两虚证两组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淋巴细胞转化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阴虚阳亢证的阴虚为T淋巴细胞

转化率低下，而阳亢与体液免疫亢进有

关，从而提示免疫学可以作为EH分型

的物质基础。王学美等n73研究发现，不

同证型EH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免疫功

能紊乱，其中肝肾阴虚证和痰浊内蕴证

患者的总T细胞(CD3+)、抑制性T淋

巴细胞(CD8+)、自然杀伤细胞(NK细

胞)百分比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辅助性T

淋巴细胞(CD4+)／CD8+比值明显高于

对照组}肝肾阴虚证的CD4+细胞百分

比也明显低于对照组，而痰浊内蕴证的

CD4+却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结果提示

EH患者中医证型在免疫方面有其客观

的物质基础。

5辨证分型与基因的关系

EH是一种多基因遗传的疾病，故

研究的重点多样。钱岳晟等n∞认为患者

的体质类型也是相对恒定的，这种相关

基因的分型对疾病的影响与中医学的体

质分型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a一内收蛋

白(alpha-adducin，ADDI)是众多EH候

选基因之一。ADDI基因多态性的分布

在阳亢体质和痰湿体质的分类之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而带有ADDI TT型基

因的痰湿体质EH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病

的危险因素更多，预后可能要比阳亢体

质EH患者更差。卢全生等n”研究认

为，EH患者Ang I 1型受体(ATlR)基

因A1166C多态性的分布与中医辨证分

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6辨证分型与靶器官损伤的关系

任敏之等。3回顾性研究了554例住

院EH患者的I庙床资料，统计分析发现：

痰瘀互结证最易发生心脏损害，肝肾阴

虚证最易发生脑和大血管损害，阴阳两

虚证最易发生肾脏损害(P均<0．01)。

在心脏损害中，各病发生率大小为左室

肥厚>心绞痛>心力衰竭(心衰)>心肌

梗死(心梗)，其中瘀血阻络证最易发生

心梗(尸<0．05)，痰瘀互结证是引起心

绞痛、左室肥厚的主要证型，而阴阳两虚

证最易引发心功能不全。

7辨证分型与EH分期、分级及分层的

关系

白春锦等n∞对395例EH患者进行

了分型研究，发现痰湿壅盛证EH患者

平均EH分期和分级明显高于阴阳两虚

证，肝火亢盛证、阴虚阳亢证EH患者的

平均EH分期、分级和分层明显高于阴

阳两虚证(尸均<0．05)。故认为肝火亢

盛证、阴虚阳亢证和痰湿壅盛证EH患

者的平均EH分期、分级和分层明显高

于阴阳两虚证患者，表明肝火亢盛证、阴

虚阳亢证和痰湿壅盛证EH患者的病情

较重，合并症多。

8辨证分型与人格特征的研究

郭克锋等∞∞采用艾森克个性问卷

(EPQ)对197例EH患者进行心理学检

测，对EH患者进行个性特征与中医辨

证分型对照研究，认为EH的发病与个

性特征有明显的关系，且中医辨证分型

多为肝火亢盛证。

9辨证分型与动态血压的研究

赵肖华等o”对100名EH患者进行

分类研究，认为中医不同证型可以反映

血压昼夜波动规律，如肝炎上亢证血压

多呈杓型分布，痰浊证则多呈非杓型分

布或反杓型分布，且两者都为舒张压增

高显著；阴阳两虚证多呈非杓型，阴虚阳

亢证则多次呈反杓型分布，而二者则为

收缩压增高显著，且脉压增大。

10述评与展望

近年来中医学在EH的辨证分型实

质探讨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一些研究

结论已经取得了较一致的认识，这些成

绩为揭示EH的中医辨证分型实质提供

了可贵的客观依据，但细究其研究现状

仍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10．1 EH证型的流行病调查：虽然进

行调查的规模不小，但是其存在的地域

局限性却是不容小觑。而由于地域的不

同，饮食、生活等的差异，亦是引起EH

的重要因素，所以EH证候的流行学调

查需突破地域局限性的影响。

10．2 EH中医辨证分型的现代研究基

础：对EH进行中医辨证分型研究应有

规范的标准，但目前研究工作中的中医

辨证分型尚未完全统一。中药新药临床

研究辨证分型标准已于2002年重新发

布。”，但与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中的辨证

分型仍存在差异，目前尚无国家或学会

统一制定的证型标准，相关文献对于

EH中医证型的分类已超过20种，因其

标准不同，研究结论缺乏可比性，影响对

临床疗效的准确评估。因此，统一辨证分

型标准势在必行。

10．3对EH中医辨证分型研究的目

的：根本目的在于利用中医药更好地治

疗EH。鉴于西药降压需终生服用，停药

后血压易反弹、波动大，有副作用等众多

因素，中医药在治疗EH中的优势得以

发挥，其症状改善明显，保护靶器官，与

西药合用减除副作用，降压平稳和缓以

及具有中医特色的针灸、气功等非药物

治疗降压有效的优点可与西医治疗互

补。2003年5月发布的美国新高血压指

南(JNC一7)对EH分类诊断的修改，对

EH中医辨证分型的研究也产生了影

响，并且在中西医结合领域鼓励更多的

心理保健，节欲制怒，调整膳食，低盐，施

行必要的日常体力活力如太极拳√L段

锦等n”。因此，对EH中医辨证分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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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研究应是整体、广泛、深入的研究，

运用现代科学手段从整体、器官、细胞、

分子等不同水平对中医辨证分型的实质

进行前瞻性、深层次的探讨，并且需要与

西医更新同步。结果是不仅能从根本上

阐明EH证的本质，在中西医结合治疗

EH方面也会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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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哀悼我国中西医结合急救医学的创始人王今达教授

我刊总编辑王今达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4月8 Et 15点55分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逝世。享年84岁。

王今达教授生于1923年5月。1945年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市同仁医院、开滦煤矿林西矿务局医院工作，
1950年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工作至今。其间，1952—1954年他参加了抗美援朝医疗队。1 97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
天津市急救医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天津医科大学教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急救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

员，中华医学会急诊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杂志总编辑，《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总编辑，世界危重病急
救医学联合会中国成员组代表，国务院特贴专家，市政协委员。

王今达教授是中外知名的危重病急救医学专家。1974年，他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急救医学研究机构

——急救“三衰”抢救研究室，并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1980年他在哈尔滨市主持召开了我国第一次全
国急救医学会筹备会，1983年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急救医学研究所——天津市急救医学研究所。至今，
他已在国内外医学杂志上发表有关危重病急救医学的论文100余篇，主编了《危重病急救医学的诊断和治疗》、《急症药物治疗
学》、《通用危重病急救医学》等著作。

王今达教授是我国中西医结合急救医学的创始人，他在国际上首先证实内毒素血症是感染性多器官功能衰竭(MOF)的
始动病因，提出“菌毒并治”的治疗理论，并研制成具有拮抗内毒素作用的中药针剂血必净，使国际公认的“感染性四脏衰”患

者病死率从100％下降到50％以下，此项成果获得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他还创办了《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杂志和《中国中西
医结合急救杂志》。1994年，他所领导的天津市急救医学研究所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为全国中西医结合急救医学培训基

地，并于1997年被国家卫生部批准为卫生部危重病急救医学重点实验室。
王今达教授为培养我国急救医学人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为全国各地培养专业师资1 800余人，现在大多数人已

成为全国急救医学专家。他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开拓进取精神，参加工作60多年来，他始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爱岗敬业、默

默奉献，对工作更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得到了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的肯定和赞誉，曾获得天津市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等称号。他的逝世是我国危重病急救医学界的重大损失，我们为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总编辑而

感到万分悲痛。我们决定不辜负总编辑对我们的期望，继续将两本杂志办成全国一流学术刊物，为我国的急救医学发展做出
我们应有的贡献。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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