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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伴焦虑血压变异性与中医证型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张颖 , 许红峰

（新疆昌吉州中医院，新疆  昌吉）

摘要：目前关于高血压伴焦虑患者血压变异性与中医证型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很少。本研究经由动态观察高血压伴焦虑患者昼夜血压
变异性，揭示其在不同中医证型中的临床意义，其差异为研究中医病机、确定治则治法提供了临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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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高血压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影响人类身心健康的主

要慢性疾病，我国又是该病高发病率的国家 [1]，并且仍呈现继
续上升趋势。高血压的发生会诱发多种疾病的发生，如会诱
发脑卒中、心力衰竭等，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生活质量
甚至是生命安全 [2-5]。相关研究结果显示，高血压的发生会
对靶器官造成一定的损害，其与血压变异性 (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BPV) 有一定的关系，且这种关联性较为密切，会
在一定程度上使心脑血管疾病进展得以加剧。故为了让高
血压患者获得更好的疗效，降低诱发其他疾病的概率，有必
要降低血压变异性。在下文中围绕高血压伴焦虑血压变异
性与中医证型相关性的研究进展进行论述。

1   国内外高血压血压变异性研究现状
国外高血压血压变异性研究现状：（1）较为深入地通过

相关研究探究了高血压病血压变化规律 [6]。（2）通过相关研
究探究了高血压患者血压变化和靶器官损害之间的关系。近
年研究认为，血压变异性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靶器官损害
存在关联性，与心脑血管病密切相关：关注血压，不仅要关注
血压平均值，还要对 BPV 的改变进行高度的关注。在《柳叶
刀》等医学杂志上越来越多地可以发现一些和 BPV 相关的
研究，可以说当前给予了 BPV 高度的重视，特别是给予 BPV
和与心脑血管病的关联性高度的重视。

国内研究高血压病的现状：早期的降压治疗试验研究证
实 [7]，血压的有效降低有助于减少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发生风
险。（1）通过相关研究探究了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昼夜性变化
规律，不过仍旧未探究到规律异常变化的原因。一些研究人
员通过相关研究发现 [8]，大部分高血压患者属于无明显夜间
血压下降的非杓型或者昼低夜高的反杓型，完成有效的降压
治疗后，非杓型者、反杓型者的人数增加，杓型者人数减少。

（2）通过相关研究探究了高血压患者的合理用药情况。在掌
握高血压患者血压变化的生理节律的基础上，在降压药在机
体内作用的高峰时间做到合理用药，方能对心脑血管并发症
起到有效的预防作用 [9]。

2   高血压伴焦虑的研究和相互影响的机制
当前，诸多研究人员经相关研究有这样的发现：焦虑抑

郁这样负性情绪的存在和一些疾病的发生存在密切的关联
性，尤其是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有着紧密的关联性 [10-12]。越
来越多的研究也证实：相较于仅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同
时存在抑郁症的心血管疾病患者更有可能死亡，且病死率
更高一些。有研究表明焦虑抑郁这种独立预测因子可以对
高血压的发生加以预测 [13]。焦虑抑郁和高血压有着密切的
关联性，两者互为因果，彼此都会产生影响 [14]。高血压及焦
虑相互影响及机制 :（1）高血压可致不同程度的焦虑：大部
分患者知道自己患上高血压，在平时对于血压的波动过度
地关注，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异常变化，这样的应激反应会

传至大脑，当患者认为是恐惧的信息时，进而产生不同程度
的抑郁表现，表现为持久的心境低落，同时会出现焦虑感，
且焦虑感较为明显，同时患者还会存在其他临床表现，主要
是躯体及睡眠方面受到影响。（2）焦虑可致高血压及相关
机制：①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统 (renin angiotensin 
aldosterone system，RAAS)：相关研究提示，焦虑与肾素 - 血
管紧张素系统 (renin angiotensin system,RAS) 有一定的联系，
患者出现焦虑感后在通过 RAS 通路能够提升血压值。有临
床研究显示，在应激状态下，中枢神经与外周的 RAAS 可显
著激活，这就提示血管紧张素Ⅱ作为一种主要的应激激素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②自主神经功能：焦虑会对人体的自主神
经造成影响，使得功能发生紊乱，若患者长期处于焦虑状态
下能够激活交感神经，导致心率加快，对心肌的收缩力有增
强作用，增加了心输出量，使得血管外周阻力增加，导致血压
上升，从而诱发高血压。

3   高血压伴焦虑与中医
3.1   从中医角度分析，可以将焦虑抑郁障碍划分在“郁证”、
“脏躁”等范畴。在中医医家看来，在疾病发生和发展的过
程中心理因素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在历代医家的著作中
都可以查找到相关的描述和理论。如从《内经》中就可以发
现五志伤五脏论；从《素问·本神》中也可以找到相关的描
述，如“心气虚则悲”。参考历代中医医家的著作可以发现，
焦虑抑郁和心、肝、肾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其中关系最为
密切的是焦虑抑郁和肝。初期重要的病理基础是五脏阴阳发
生失调，气机发生紊乱。到了中期、后期，多是因为肝脏造
成的不良影响，经络遭受阻碍，形质遭受亏损。到了末期，
大部分呈现出虚实夹杂的状态，且痰凝血瘀，化火伤阴，在
治愈上存在很大的难度。经此可以发现，高血压和焦虑抑郁
障碍在传统医学中有共同的病位和相似的病因病机。
3.2   现有资料提示，在掌握、遵循和灵活运用中医学整体
观念、辨证施治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合理给予同时存在焦虑
抑郁障碍的高血压患者一些中医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
他们的血压得到有效的改善，使其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刘
远林等在相关研究中将原发性高血压合并抑郁症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将其分成两个组别，将丹栀逍遥散应用在治疗
组患者的治疗中，结果发现：和四环类抗抑郁药应用在抑
郁症治疗中的效果相比，丹栀逍遥散所产生的效果无明显
差异，所产生的不良反应更少一些。有研究人员把高血压
合并胰岛素抵抗 ( 血瘀阳亢痰浊证 ) 患者作为某项研究的研
究对象，将其分成两个组别，其中一组联合应用活血潜阳方，
药方中包括丹参、水蛭、钩藤、石决明等中药成分，经分析
结果发现：活血潜阳方的联合应用可以使血压的降低效果
更加明显，可以使胰岛素抵抗得到改善，使患者的临床症
状得到更好的改善，使患者的焦虑得以缓解，更利于患者
生活质量的提高 [15]。徐晓春等 [16] 在某项研究中将常规护理、
耳穴贴压疗法应用在原发性高血压并发焦虑患者的治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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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这样的方式可以使患者得到更好的血压降低效果，
且起到良好的抗焦虑的作用。还有研究人员尝试将诱导心
理放松、健康生活习惯等行为疗法、运动训练应用在老年
高血压患者中，结果证实，此类患者的血压下降稳定有效，
且患者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得到有效的缓解。还有的研究
人员在高血压患者的治疗中应用了针灸，并实施心理干预，
结果发现这样能够使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得到有效的改善。

4   血压变异性
动 态 血 压 监 测（ambulatory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ABPM）作为一种血压监测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该监测方
法能够有效地诊断出假性高血压。有相关的调查数据显示，
ABPM 与高血压靶器官损害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高血压的发
病率能够准确地反映出来，并预测其死亡率。BPV 与心脏和
血管变性，亚临床靶器官损害，微量白蛋白尿或蛋白尿和肾功
能损害，心血管事件发生概率、死亡率都存在紧密的关联性。
有相关学者证实，在同等血压水平下，BPV 越大，则患者患者
越有可能出现高血压靶器官损害，且高血压靶器官损害越加
严重。实现 BPV 的减少，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
由此可见，对于高血压的预测及有效的治疗指导中可将 BPV
作为一项有效的预测指标。

5   高血压伴焦虑与血压变异性
高血压的发生及患者出现焦虑情绪与自身的自主神经功

能是分不开的，Sanehez— Gonzalez 等认为抑郁症的发生与交
感缩血管神经张力有关系，收缩压的变异性可能作为研究抑
郁和心血管疾病相互作用提供衡量的生物指标。焦虑与抑郁
有紧密联系，患者患病后会同时出现焦虑抑郁情况。因此，高
血压伴焦虑障碍患者的 BPV 可能也会因高血压和焦虑相互作
用而有不同的表现。有研究提示，高血压患者出现焦虑症状
后血压会升高，血压昼夜节律曲线常见非杓型，BPV 比较高。
焦虑症可能是发生心血管事件的危险因素。在治疗高血压的
同时，改善血压昼夜节律可能是保护高血压病靶器官。 

6   血压变异性与中医
中医文献没有高血压的记载 , 临床多归之于“眩晕”、“风

眩”等范畴。血压变异性是人体血压适应内外环境“天人合
一”的表象。查阅各类中医医学著作可以发现，血压变异性
的病机：阴阳不再处于平衡状态，气血发生逆乱，和肝、脾、肾
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肝失疏泄、肾精亏虚、扰动清空等为主
要的表现。中医医学著作有这样的描述：“平旦人气生 , 日
中而阳气降 , 日西而阳气已虚。”随着旦昼暮夜阴阳的改变，
人体血压也具有一定的规律，即能够具有 24h 昼夜节律。若
处于正常状态，则一日内血压都呈现出“双峰一谷”这样的
规律，属于长柄杓型。若健康人属于阴平阳秘者，则有生理
性血压变异表现。而当晨起阳气生发和夜间阴盛时，处于阴
阳失衡状态的高血压患者的正常调节功能会减退或者消失，
会有晨峰现象等病理性变异表现发生。不管是阴阳属于偏
盛状态，还是阴阳属于偏亏状态，都会导致人体的气血发生
逆乱情况，均会造成原有的平衡失衡，进而导致疾病的发生。
进行治疗时，要想达到“阴平阳秘 , 精神乃治”的目标，需对
阴阳之所在加以分析，进行有效的调整，做到“以平为期”。

7   小结
高血压具有一定的血压变化规律，且每个患者的血压改

变规律均有所不一样。血压变异性和患者发生靶器官损害有
着密切的关联性，可以借此对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加以预测。

动态平均血压和靶器官损害程度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靶器
官损害会随着 24h 平均血压水平的升高而变得更重。概而
言之，当前有不少研究涉及到高血压和中医辨证的内容，涉
及到高血压伴焦虑与中医的相关性，不过涉及同时存在焦虑
的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变异性和中医证型的关联性的研究比
较少 [17]。本研究经由加强动态观察高血压伴焦虑患者昼夜
血压变异性，掌握其在不同中医证型中的临床意义，借助其
差异，将更多的临床依据提供给中医病机的研究和治则治法
的确定。此外，根据中医证型，对患者靶器官损害程度及预
后进行有效的判断，以采取更加有效的方法诊断、治疗高血
压伴焦虑，并对病情进行评估。除了要加强对患者进行降压
治疗外，最大限度地使处于紊乱状态的昼夜节律得以恢复，
对心血管事件在夜间的发生加以积极有效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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