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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医院心内科开设高血压亚专科，专家提示，高血压不可怕，找到病根，采用针对性的治疗措施，是可以有效控制的——
—

发挥中医特色，让血压不再“惊心”
固酮增多

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提高、 日常运动的减少，高

患者的血压升高；减掉多余脂肪，保

血压越来越呈年轻化。 近年来，医学界对心血管病多
重危险因素的研究不断深入，同一血压水平的患者发

持健康体重；学习压力管理技巧，压

除了原发性高血压病， 继发性

动脉缩窄。 原发性高血压目前尚无

力过大也会导致血压升高， 我市某

高血压也不少见。 刘敏说，常见的继

根治方法， 继发性高血压则需要根

中学对高三学生进行血压检测，有

发性高血压原因主要包括肾实质性

据病因作对症处理， 降压治疗的最

些同学高压达 180，多是心理紧张造

高血压、肾血管性高血压、原发性醛

终目的是减少高血压患者心、 脑血

生心血管病的危险性有所不同的现象被重视。 徐州市
中医院心血管病科是国家级中医临床重点专科，为淮
海经济区最大的中医及中西医结合心血管诊治中心。
科室坚持中西结合，发挥中医特色，在高血压病、冠心
病等心血管疾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

成的。 ”

症、嗜铬细胞瘤、皮质醇增多症、主

廿年顽固血压高，查明病因祛痛苦
年过七旬的石老太 20 年前就发现
血压升高，经常头晕头胀，平时口服倍他

动脉血管堵了 95%以上， 右肾动脉血管

中年人如果血压控制不好， 也会出现肾

堵了 90%以上。

动脉狭窄。市中医院于 2016 年初收治过

乐克、洛汀新、络活喜及高特灵等药物降

患者在就诊次日即接受了肾动脉

压，但血压控制不理想，近年来头昏头晕

造影，并配合运用中西药物口服治疗，治

直偏高到中医院心血管科检查， 后发现

加重， 血压较前升高， 一直在

疗效果明显， 术后患者血压降至

右侧肾动脉狭窄 95%。 市中医院心血管

180-200/80-90mmHg，遂至中医院住

130/90mmhg，头昏头晕症状渐消失，且

科科主任梁田为其做了肾动脉支架植入

院治疗。 入院后查尿蛋白谱各指标都偏

在此后的随访中， 石老太的血压一直很

手术后， 患者的血压立刻下降到正常水

高，提示肾功能损害，左肾萎缩，再查发

平稳。

平，并保持至今。

现双侧肾动脉起始段狭窄， 相当于左肾

一位 30 多岁的男性患者，他因为血压一

肾动脉狭窄并不是老年的
“
专利”，

经常无力血压高，手术除根不服药

高血压人群递增，常测血压防未然

三年前，人至中年的吴女士在单位

上腺 CT 检查， 结果显示右侧肾上腺腺

开会时突然发生心脏骤停，及时送医后，

瘤，血压四项结果也异常，确诊患者为原

多， 儿童原醛症患者会出现生长发育迟

经多方合力抢救，转危为安。 数日后，吴

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在及时进行泌尿手

缓。 ”

女士又因血压增高转至市中医院心血管

术治疗后， 患者血压等各项指标恢复正

科就诊，入院时血压为 178/105mmhg，

常，并停用了降压药。 随访两年，血压一

钾为特征的患者首先要考虑原发性醛固

血钾 2.29mmol/l。 吴女士自称近几年经

直很好，不用服药。

酮增多症， 本症是肾上腺皮质增生或肿

常感觉身体乏力不适， 但是因为工作繁
高血压是什么？ 一般人不定期

的情况下， 非同日 3 次测量血压，

测量的话，很可能会忽视日常生活

收 缩 压 ≥140mmHg， 舒 张 压 ≥

中高血压给我们的种种“提醒”，比

90mmHg。 当然数值并非绝对的，也

如头晕，突然下蹲、起立、散步、工

会因人而异，有的人血压数值比较

作时会有持续性的头晕； 比如头

高但没有不适的感觉，有的人虽然

痛，常在早晨睡醒时发生，起床活

血压低于上面的数值却也会有头

动及饭后逐渐减轻，疼痛部位多在

晕、肢体麻木等感觉。

太阳穴和后脑勺，主要表现为持续

“高血压患病率在我国呈不断

性钝痛或搏动性胀痛，甚至有炸裂

增长态势，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

样剧痛；比如烦躁、心悸、失眠，有

和控制率都有待提高。 ”刘敏说，经

时比较急躁，遇事敏感，容易激动，

常发生头晕、头痛、心悸的人，还有

入睡困难或早醒、睡眠不实、恶梦

家族中有人患高血压的人，在身体

纷纭，还有注意力不集中和容易分

没有明显不适的情况下，也应当定

散、记忆力减退，常常很难记住近

期测量血压， 为医生治疗提供依

期的事情，而对过去的事如童年时

据，但不提倡频繁测血压，因为过

代的事情却记忆犹新，并且这种现

度关注、焦虑血压这事儿，反而导

象会逐渐明显。 以上莫名其妙的情

致血压更高。

况经常出现，您就应该检测一下血
压了。

“一旦确诊高血压并需要药物
治疗时，初始时可每天测量 1-2 次

高血压的临界点是多少？ 市中

血压，以观察降压疗效。 血压基本

医院心血管科医学博士、副主任医

平稳后，每周测一次血压即可。 如

师刘敏介绍，简单地说，就是高压

果想了解昼间血压波动情况，建议

在 140 以上、低压在 90 以上，用医

背一个 24 小时动态血压监测仪，

学术语来说，就是在未服用降压药

以指导药物的服用时间。 ”

刘敏博士介绍，
“
高血压是大部分

疲乏无力、心脏早搏、心跳过快、夜尿增

据悉，临床上以长期高血压伴低血

瘤分泌过多醛固酮所致， 手术切除是最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患者最先出现的症

好的治疗方法。如果是肾上腺皮质增生，

在给该患者服用降压药的基础上，

状， 并且高血压症状出现时患者年纪比

也可作肾上腺大部切除术， 但效果相对

市中医院医学博士、 主任医师王忠良结

较轻，有些原醛症患者有难治性高血压，

较差，一般仍需使用降压药物治疗，选择

合多年临床专业知识， 考虑到患者高血

即联合使用多种降压药物都难以把血压

醛固酮拮抗剂螺内醋和长效钙拮抗药。

压且合并低钾血症， 有合并原发性醛固

降至正常。 但不是所有的原醛症患者都

酮增多症的可能， 立刻为吴女士做了肾

会发生低血钾，如果有低血钾，会表现为

忙，一直未进行过系统检查。

失眠烦躁血压高，降压汤药对症疗
去年，事业有成的中年企业家李先

了，脾气不是那么急躁了，但是工作还很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刘敏说，除了常规治

生到市中医院就诊， 大腹便便的他主述

忙，想巩固疗效。医生继续给他开了喝降

疗和排除继发因素外， 在中医药治疗方

天天忙于应酬，也经常熬夜，虽然服用复

压汤。之后患者复诊次数渐少，血压比较

面， 市中医院心血管科倡导高血压从肝

代文、络活喜等药物，但血压有时还达到

平稳。

肾论治，平肝潜阳、疏肝解郁，滋水涵木，

140-150/95mmhg， 时常感到头昏头

《医学正传·眩运》 记载：
“
大抵人肥

补肾阴降肝火，佐以活血祛瘀，降压汤平

晕、烦躁不安，有时失眠，应酬频率多的

白而作眩者，治宜清痰降火为先，而兼补

肝定眩而又滋阴护肾， 已经为很多患者

话症状会更重。

气之药；人黑瘦而作眩者，治宜滋阴降火

解除了烦恼。 心内科还研发有多种专病

经刘敏博士初步检查，发现他舌质

为要，而带抑肝之剂。 ”刘敏解释说：中医

中医制剂， 如心悸汤稳心定悸而又不伤

红、苔黄，脉弦强劲有力，认为他是典型

最讲究辨证论治，且要因人、因地、因时

心，冠心汤化瘀降浊而又通脉保心，强心

的肝阳上亢型高血压， 遂告诉他不用过

而异。一般情况，中壮年高血压多是肝阳

汤温阳活血而又强心复脉， 同时配合中

分担心，可以继续服用原来的降压药，再

上亢型，老年人多是阴虚阳亢型，合并一

医特色的药氧、 耳穴治疗及穴位贴敷外

服用市中医院自配的降压汤， 症状会有

定的瘀血；肥胖的人痰湿型偏多，瘦弱的

等外用中医技术， 在临床广泛使用疗效

所减轻。 一周后李先生来复诊时心情很

人气阴两虚为主。只要选方用药准确了，

斐然，口碑良好。

好， 说头昏头晕减轻， 夜里睡觉也沉多

效果是非常理想的。

改变生活方式，限盐限酒可防控
高血压是我国人群脑卒中（脑

发生高血压的风险是腰围正常者

梗塞、脑出血等）及冠心病的主要

的 4 倍以上。 因此，认真改变不良

诱因之一， 是人类健康的宿敌，生

生活方式，限盐、限酒、控制体重，

活中许多不健康的习惯，正在悄无

有利于预防和控制高血压。 ”

声息地为高血压地发生助纣为虐。

如何改变
“
生活方式病”？ 刘敏

刘敏博士说：“高血压是一种

给出了系统的建议：“多锻炼，每天

‘
生活方式病’，吃饭时食盐的摄入

进行 30 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可

量平均每天增加 2 克，收缩压和舒

使收缩压降低到 5 个百分点的效

张 压 会 分 别 增 高 2.0mmHg 和

果；多补充含钾的食物，降低盐的

1.2mmHg。 饮酒、超重或肥胖、避孕

摄入量，可以多食香蕉、橙汁或酸

药、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等

奶；戒烟限酒，吸烟会引起患者的

都是血压升高的重要危险因素，男

血压达到尖峰值或暂时性降低血

性腰围≥90cm、女性腰围≥85cm，

压，过量饮酒和缺乏运动也会导致

专家简介
刘敏，市中医院科教科副科长，副主

年，曾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及江苏省中医院

任中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江苏省第三

进修一年，多次赴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参

批优秀中青年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培

与培训及学术交流，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

养对象。现任江苏省中医学会青年委员常

验。 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冠心病、心肌梗

务委员、 江苏省心系专业委员会委员、江

死、心绞痛、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肌病、

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活血化瘀专业委员

高血压等心脏疾病。尤其擅长缓慢性或快

会青年委员、江苏省中医药学会高血压学

速性心律失常的中医药调治， 主张从心、

会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

从肝、从肾论治；在难治性心力衰竭的中

会脑心同治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徐州市

西医结合治疗方面也有独特的治疗理念

医学会心血管学专业委员会会青年委员、

和方法，除了常规的温阳利水治疗，主张

徐州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脑心同治专业委

活血、补肾、滋阴、解毒等相结合。 门诊时

员会青年委员。从事心血管临床诊疗十余

间：周二、周五全天；电话：138521065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