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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

降 压Ｏ号”治疗 原发性高血压长期疗效
和安全性评价
张奕

曹卫华

胡永华

【摘要】

目的

秦雪英

陶秋山

任涛

吴涛

武轶群

詹思延

李立明

系统评价长期服用“降压０号”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降压效果和安全性。方法

采用以社区为基础的实验研究方法，将确诊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随机分至“降压０号”治疗组（Ｏ号
两组共计１７９９

组）或常规治疗组（常规组）治疗３年，比较两组的降压效果和观察不良反应。结果
人完成３年随访。与治疗前相比，Ｏ号组与常规组的收缩压分别下降１３
ｋＰａ）和７

Ｏ，１３３

Ｈｇ，舒张压分别下降８

ｍｍ

ｍｍ

Ｈｇ（１

ｍｍ Ｈｇ＝

Ｈｇ和４ ｍｍ Ｈｇ，０号组的血压下降幅度太于常规组。

ｍｍ

治疗３年后，０号组和常规组的血压达标率分别为９０，０％和７９．５％，均较基线有显著提高。３年间Ｏ
号组共有３３人报告出现不良反应，占随涛人数的２．６％。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头晕、头痛、心悸、乏力
等。服用“降压０号”１年后出现ＴＧ升高、血钾升高、血钠升高，也出现ＴＣ下降、ＨＤＬ—Ｃ升高、ＬＤＬ—Ｃ
下降等变化，且这些指标的变化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社区人群的轻中度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应

用“降压Ｏ号”治疗与常规治疗相比，具有更方便、有效且安全的特点。
【关键词】高血压，原发性；降压。号；长期疗效；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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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控制高血压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具有重要意义。目
前国际上高血压治疗的指导原则是倡导联合用药，

基金项目：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资助项目（２０叭ＢＡＦ０３８０２）

为提高治疗依从性可使用固定剂量的复方制剂。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８３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统计

“降压０号”即为一种小剂量复方制剂，其规格为每

学系教育部流行病学重点实验室
通讯作者：胡永华，Ｅｍａｉｌ：ｙｈｈｕ＠ｂｊｍｕ．ｅｄｕ

片含利血平０．１ ｍｇ、硫酸双肼苯哒嗪１２．５ ｍｇ、氢氯
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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噻嗪１２．５ ｍｇ、氨苯喋啶１２．５ ｍｇ。“降压０号”在我

服药种类。研究人员只进行客观随访观察，不做任

国应用已有３０年的历史，拥有着广泛的用药人群，

何干预。

但到目前为止，对其长期使用疗效及安全性的研究

３．随访方法：基线调查的内容包括血压水平、血

工作却很少。为此，本研究结合国家“十五”科技攻

尿常规、血糖、血脂、肝肾功能、电解质等；在患者用

关项目，在对心脑血管疾病进行社区综合干预研究

药量稳定后，进行为期３年的随访，第１年每２个月

的同时，对使用“降压０号”的高血压患者进行为期

随访一次，第２、３年每３个月随访一次。随访时，测

３年的研究，观察长期服用“降压０号”的疗效及安

量血压水平，记录不良反应。在每年年末进行一般

全性。

体检和实验室检查。
４．疗效和不良反应观察：观察治疗后血压下降
对象与方法

的幅度和血压达标率。血压达标率参照《２００５年中

１．病例来源：２００２年３月７日至１２月３１日以

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中高血压的定义，治疗后收缩

《１９９９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中血压水平的定义

压＜１４０ ｍｍ Ｈｇ及舒张压＜９０

和分类作为诊断标准，选择上海市原南市区２个街

不良反应由社区医生参照不良反应与所服药物的关

道２５０５名确诊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系诊断与处理。

ｍｍ

Ｈｇ者为达标。

由经培训的调查员对研究社区内３５岁及以上者进

５．统计学分析：依据不同的资料类型与研究目

行问卷调查与体格检查，问卷调查的内容主要有一

的选择相适的统计学方法。列联表的资料一般选用

般情况、高血压病史、家族史、其他疾病史及用药史

Ｙ２分析，０号组与常规组不同干预期的血压水平变

等，体格检查的内容主要有身高、体重、血压水平等。

化选用两个独立样本比较的￡检验；血清学生化指

凡血压异常者或有高血压病史者，确定为初筛阳性。

标干预前后的比较选用配对比较的￡检验。

初筛后，将研究对象按单纯随机的方法分为“降压０

结

果

号”治疗组（０号组）和常规治疗组（常规组），各２０００
人。２周后对该４０００人进行复测与确诊，由ｆ洛床诊
断组根据研究对象的入选排除标准确定研究对象。

ｌ，人组人群特征和随访情况：入选合格病例共
２５０５人。其中０号组１５２９人［男性５５０人

研究对象的入选标准为原发性轻、中、重度高血

（３６．０％），女性９７９人（６４．０％）］，平均年龄６５．７岁，

压患者，年龄３５岁及以上，自愿参加并能清楚回答

平均收缩压（１４６±１０）ｍｍ Ｈｇ，平均舒张压（８８±

问题，签署知情同意书，且３年内搬迂的可能性很

８）ｍｍ Ｈｇ；常规组９７６人［男性３８９人（３９．９％），女

小。排除标准为极重度高血压患者［血压２１０／

性５８７人（６０．１％）］，平均年龄６６．５岁，平均收缩压

１２０ ｍｍ

ｋＰａ）及以上，或同时

（１４１±１０）ｍｍ Ｈｇ，平均舒张压（８６±８）ｍｍ Ｈｇ。经

服用３种及以上抗高血压药物，血压仍在１６０／

Ｙ２检验两组的性别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经成组

Ｈｇ（１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Ｈｇ及以上者］；６个月内发生过心肌梗死、

的￡检验两组间的年龄构成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０

脑卒中或心衰患者；３个月内不稳定心绞痛者；有严

号组的收缩压及舒张压均高于常规组（Ｐ＜０．００１），

重器质性心脏病、严重肝肾功能损害及慢性阻塞性

见表１。０号组、常规组分别有９４６人和８５３人完成

肺部疾病患者；孕期或哺乳期妇女；口服避孕药或糖

３年的随访，随访率分别为６１．９％和８７．４％。

１００ ｍｍ

皮质激素者；有已知对试验药物过敏或有其他禁

表１

入组人群特征

忌者。
２．给药方法：采用以社区为基础的实验研究设
计。０号组服用北京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降压０号”（晨起服药，每日１片）。开始用药后每
２周进行１次随访，血压控制无效者，进行剂量调
整。若增至每日２片后仍未达有效标准的患者，可
联合使用钙拮抗剂、ＡＣＥＩ类、１３受体阻滞剂类降压

２．服药情况：３年内０号组有１２７４人至少随访

药物。联合治疗２周后如降压效果仍不好，则判定

到一次，其中有约１０５９人（８３．１％）单一使用“降压

为治疗无效。常规组则由患者自主选择就医方式和

０号”，实际用药剂量平均为每日１片；有２１５人

·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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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９％）需要联合使用其他降压药物。合并使用的

清生化指标。服用“降压０号”后，患者出现总胆固

药物主要类型有ＡＣＥＩ、钙拮抗剂和｜３受体阻滞剂

醇（ＴＣ）下降０．１３ ｍｍｏｌ／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类。常规组有３．８％的入采用了联合用药，该组所用

（ＨＤＬ—Ｃ）升高０．１２ ｍｍ０１／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药物种类的前三位是珍菊降压片、洛汀新和复方降

（ＬＤＬ—Ｃ）降低０．７０ ｍｍｏｌ／Ｌ、血尿酸（ｕＡ）下降

压片。

０．０３

３．降压幅度和血压达标率比较：两组的基线与

ｍｍｏｌ／Ｌ，这些指标的变化均有统计学意义。

与此同时，患者的总甘油三酯（ＴＧ）水平升高

治疗３年后的平均血压水平见表２。其中０号组平

０．１３

ｍｍｏｌ／Ｌ、血清钠升高０．８８ ｍｍｏｌ／Ｌ、血清钾升

均收缩压３年的下降幅度大于常规组的下降幅度

高０．２４ ｍｍｏｌ／Ｌ，这些变化也具有统计学意义。长

（￡＝１０．８７，Ｐ＜０．００１）；０号组的平均舒张压下降

期服用“降压０号”后，谷丙转氨酶（ＡＬＴ）和肌酐

幅度也大于常规组的下降幅度（ｆ＝９．０５，Ｐ＜

（ＣＲＥ）两项指标值下降，血糖（Ｇｌｕ）水平升高，但差

０．００１）。因此，两组相比０号组的降压效果更为明

异无统计学意义（表４）。

显。两组的基线与治疗３年后的平均血压达标率见
表３。随访３年时０号组的血压达标率提高到
９０．０％，大约是基线的４．４倍（Ｐ＜０．００１）；常规组
的血压达标率提高到７９．５％，约是基线的１．９倍
（Ｐ＜０．００１）。
表２

０号组与常规组３年随访期内的降压幅度比较

表４

检测指标专墅于干鬻套平嚣甓
配对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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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０号组１０项血清生化指标在服药前后的

５

拍砣骢弱弘弭弱龉呕船

１ ６

Ｈ跗弘踮鹕虬拍潞％弱

± ±＋一± ±＋一± １

．６

虬配∞弛Ⅲ∞舶弱舛拴

０００

０号组与常规组３年随访期内的血压达标率比较

讨

论

目前，治疗高血压的指导思想是倡导联合用
药ｕ。２】，而复方制剂正是联合用药的形式之一。多
种药物的小剂量复合制剂具有降压更有效、服用方
４．服药依从性和不良反应：降压药物依从性是

便、代谢副作用小、剂量依赖副作用小、价格低等优

指患者能按医嘱服药，不随意换药或增减药量，对药

势∞ｏ。已有人推荐将其作为高血压的一线用药。４ｊ。

物的副作用能耐受且血压控制理想。不依从是指患

“降压０号”作为一种国产复方降压制剂，已有３０余

者由于某种原因（不良反应或血压控制不理想）需换

年的临床应用史，进行过多项研究。本研究是对“降

降压药或增减药量。０号组的服药不依从率为

压０号”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现场实验，研究不仅观

１１．５％（１４７／１２７４）。不依从的主要原因为自行换药

察其降压效果，还结合对降压药的新要求，着力探索

（８０人），其次为出现严重不良反应（２４人）、拒绝继

对肝肾功能、血糖、血脂等重要指标的影响。

续服药（１９人）、自行停药２个月以上（１３．人）、无疗

本研究显示，服用“降压Ｏ号”３年可使患者的

效退出（１１人）。研究期间，０号组共报告不良反应

平均收缩压下降（１３±１１）ｍｍ Ｈｇ，平均舒张压下降

１７０例次，主要涉及３３人，不良反应率为２．６％（３３／

（８±９）ｍｍ Ｈｇ，血压达标率提高到９０％。降压效果

１２７４）。主要不良反应的类型有乏力、头晕、头痛、腹

优于常规治疗组。服用“降压０号”的不良反应发生

部不适、胃痛、心悸、咳嗽、嗜睡等。３年中有８人因

率为２。６％，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服用

非结局事件死亡，但没有出现与用药直接相关的致

“降压０号”３年的服药依从率为８８．５％，高于其他

死性事件。

类似报道（住院高血压患者的药物依从性为６３．４％，

５．服药对血生化指标的影响：０号组有１１６２人
在服药前后检查血脂、血糖、肝肾功能和电解质等血

门诊随访高血压患者的药物依从性为４３．７％）。５。。
关于“降压０号”对患者血清电解质、血脂、肝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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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９·

功能、血糖等方面的影响，以往研究尚不多，而且由于

综上述，尽管使用“降压０号”存在一些副作用，

以前进行的此类研究时间较短、样本量较小等原因，

但是社区中的轻中度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使用“降压

对上述指标未得到一致且可靠的结论。本研究发现，

０号”治疗高血压与常规治疗组相比，具有降压效果

服用“降压０号”后血钾、血钠均升高，但两者仍在正

更好，服用更方便，依从性更高的特点。而且长期使

常值范围内。这说明“降压０号”的成分中氨苯喋啶

用“降压０号”治疗安全性好，对于肝肾功能和血糖

的储钾作用可以与氢氯噻嗪的排钾作用相互抵消，不

无不良影响，适合在社区推广。

会产生异常低钾或高钾等不良反应。其次，在对血脂

的影响方面，长期服用“降压０号”使ＴＣ降低、ｍＬ－Ｃ
升高、ＬＤＬ＿Ｃ降低等影响，可能对高血压病的治疗有

参

合杂志，２００６，２６（４）：３６３—３６５．
［２］Ｃｈｏｂａｎｉａｎ ＡＶ，Ｂａｋｒｉｓ ＧＬ，Ｂｌａｃｋ ＨＲ，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说明“降压０号”对肝肾功能无明显影响，并可能对肝
肾有相应的保护作用。最后，本次研究发现服用“降
压０号”后不会对血糖产生不良影响。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ｐｆ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３，２８９（２）：５６０—５７２．
１ ３ｊ

Ｎｅｕｔｅｌ

ＪＭ，Ｓｍｉｔｈ

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

降，１年时ｕＡ水平与服药前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６岍、ｕＡ、ＣＲＥ值，这与吴彦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ｇｈ ｂ１００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ｈｅ ＪＮＣ７ Ｒｅｐｏｒｔ．ＪＡＭＡ，

三，在肝肾功能方面，吴彦等∞。的研究中提到，服用

本次研究发现服用“降压０号”１年及以上，可以降低

献

［１］胡春松，高润霖，刘力生，高血压治疗的七大原则，中国中西医结

利。而使ＴＧ升高可能对高血压病的治疗不利。第

“降压０号”２个月时ＵＡ升高，６个月后ＵＡ开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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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统计学方法的要求
统计学符号：按ＧＢ ３３５８—１９８２《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有关规定一律采用斜体排印，常用：①样本的算术平均数用英文小
写ｉ（中位数用Ｍ）；②标准差用英文小写ｓ；③标准误用英文小写ｓ，；④￡检验用英文小写￡；⑤Ｆ检验用英文大写Ｆ；⑥卡方
检验用希文小写Ｙ２；⑦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ｒ；⑧自由度用希文小写ｕ；⑨概率用英文大写Ｐ（Ｐ值前应给出具体检验值，如￡
值、ｘ２值、ｑ值等），Ｐ值应给出实际数值，不宜用大于或小于表示，而用等号表示，小数点后保留３位数。
研究设计：应告知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方法。如调查没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还是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应告
知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告知属于第几期临床试
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法应围绕４个基本原则（重复、随机、对照、均衡）概要说明，尤其要告知如何控制重要非试
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ｊ±ｓ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Ｍ（Ｑ。）表达呈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表时，要
合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轴上刻度值的标
法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２０，要注意区分百分率与百分比。
统计学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资料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
方法，不应盲目套用ｆ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具备的条

件及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ｘ２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
归类型，不应盲目套用直线回归分析；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检验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理；对于多因素、多指标资料，要
在一元分析的基础上，尽可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出全面、合理
的解释和评价。
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Ｐ＜Ｏ．０５（或Ｐ＜０．０１）时，应说对比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组之间具有
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差异；应写明所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ｆ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
分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ｑ检验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如：ｆ＝３．４５，Ｙ２＝４．６８，Ｆ＝６ ７９等）；在用不等式表示Ｐ值的情
况下，一般情况下选用Ｐ＞０．０５、Ｐ＜０．０５和Ｐ＜０，０１三种表达方式即可满足需要，无须再细分为Ｐ＜０．００１或Ｐ＜０．０００１。
当涉及总体参数（如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再给出９５％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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