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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ｆ伍床研究·

盐敏感性高血压与非盐敏感性高血压
联合药物治疗的比较研究
吴琪秦晓娟唐延甜胡泽章顺安姚雪艳
【摘要】

目的

探讨盐敏感性高血压和非盐敏感性高血压对靶器官损害及联合药物治疗的

差异。方法选取１２０例轻中度高血压住院患者，经盐负荷试验测试，６０例定为盐敏感性高血压
组（ｓｓ），另选择６０例为非盐敏感性高血压组（ＮＳＳ），将此两组再分别随机分为两小组，每组３０例，
分别给予非洛地平片联合培哚普利片以及吲达帕胺缓释片联合培哚普利片治疗１２周，测量治疗
前后２４ ｈ动态血压、空腹血糖（ＦＰＧ）、空腹胰岛素（ＦＩＮＳ）、胰岛素抵抗指数（ＨＯＭＡ．ＩＲ）、左室重量
指数（ＬＶＭＩ）、尿微量白蛋白（ＭＡＵ）、ＢＭＩ、血清肌酐（Ｃｒ）、血清尿酸（ＵＡ）的变化。结果ＳＳ组与
ＮＳＳ组相比，ＦＰＧ和ｃｒ水平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ＦＩＮＳ、ＬＶＭＩ、ＭＡＵ、ＢＭＩ、ＨＯＭＡ—ＩＲ
的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ＳＳ组中使用培哚普利联合吲达帕胺治疗的患者，各项相关检
测指标更趋于正常范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ＮＳＳ组中使用培哚普利联合非洛地平治疗
的患者，其各项检测指标更趋于正常范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盐敏感性高血压
患者的靶器官损害更明显，适于培哚普利与吲达帕胺联合药物治疗，而非盐敏感性患者适于培哚
普利与非洛地平联合治疗。

【关键词】高血压，盐敏感性月Ｅ盐敏感性；联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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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４Ｙｌ第３４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４

高血压的致病因素包括遗传以及环境等多个

了解两组高血压患者脏器的损害程度，并做比较。

方面，其中盐的摄人就是重要因素之一。但不同患

（３）治疗分组：将ｓｓ组和ＮＳＳ组患者分别随机

者对盐的敏感性也有差异，即盐敏感性以及非盐敏

再分组，每小组３０例，两小组患者分别给予培哚普

感性，前者患高血压的比例相对较高，约５０％～

利联合非洛地平以及培哚普利联合吲达帕胺治疗，

６０％口。３。由于这两种高血压患者的靶器官损害程

疗程１２周，且每２周随访一次。若患者血压＞１４０／

度不同，临床上制定了不同的治疗方案ｎ’“。为此本

９０

文就两种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害程度及其药物联合

加用倍他乐克。患者治疗后再次检测上述相关指标

治疗方法进行研究。

并分析其变化。

１Ｔ１１ＴＩ

Ｈｇ，则逐步交替加大两药物的剂量，必要时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０统计软件处理数

对象与方法

据，数据采取均数（；）±标准差（ｓ），组间的比较使用

１．研究对象：按照ＷＨＯ的诊断标准ｎ１，选取宁

￡检验，Ｐ＜０．０１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２００９年３月至２０１１年６月初
结

治的轻中度高血压（受试者在静息状态下ＳＢＰ＞

果

１．两组患者一般情况及靶器官损伤的比较：从

Ｈｇ）患者１２０例，所有患者
均排除继发性高血压。经盐负荷试验测试，随机选

表１可见ＳＳ组的ＢＭＩ、ＬＶＭＩ、ＭＡＵ、Ｃｒ、ＵＡ、ＦＰＧ、

出盐敏感性患者（ＳＳ组）和非盐敏感性患者（ＮＳＳ

ＦＩＮＳ、ＨＯＭＡ．ＩＲ指标均显著高于ＮＳＳ组，差异有统

组）各６０例。其中男性６９例，女性５１例，年龄３８～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４０

ｉｉｌｌｒｌ

Ｈｇ／ＤＢＰ＞９０ ｍｌｉｌ

７５岁，平均（６０．２±３．４）岁。
２．研究方法：

表１两组患者一般情况及靶器官损伤的比较

（１）盐负荷试验：对符合人选标准的未经治疗的
轻中度高血压患者进行盐负荷试验。盐敏感的判定

按Ｓｕｌｌｉｖａｎ推荐标准，即晨起空腹饮１％的温盐水
１０００ ｍｌ，３０

ｍｉｎ内饮完，分别测量３次试验前２ ｈ末

血压，取均值；继口服４０ ｍｇ速尿，测３次试验后２ ｈ
末血压，取均值。以Ｅｌ服盐水２ ｈ后平均动脉压
（ＭＡＢＰ）升高≥０．６７ ｋＰａ（５

ｍｒｆｌ

Ｈｇ），或速尿利钠试

验２ ｈ末的ＭＡＢＰ下降≥１．３３ ｋＰａ（１０

ｌｌｌｌｒｌ

Ｈｇ）者判

注：４Ｐ＜０．０５；６Ｐ＜Ｏ．０１

定为盐敏感者，小于该值者为非盐敏感者。
２．两组患者药物治疗后各指标的变化：见表

ＭＡＢＰ＝ＤＢＰ＋（ＳＢＰ－－ＤＢＰ）／３。

（２）相关指标测定：治疗前测定２４ ｈ动态血压、

２。ｓｓ组中培哚普利联合吲达帕胺治疗组与培哚普

空腹血糖（ＦＰＧ）、空腹胰岛素（ＦＩＮＳ）、胰岛素抵抗指

利联合非洛地平治疗组比较，ＦＰＧ、ｕＡ有明显下降，

数（ＨＯＭＡ—ＩＲ）、左室重量指数（ＬＶＭＩ）、尿微量白蛋

ＦＩＮＳ和ＬＶＭＩ得以显著改善，２４ｈ动态血压ＳＢＰ和

白（ＭＡｕ）、ＢＭＩ、血清肌酐（Ｃｒ）、血清尿酸（ｕＡ）。

ＤＢＰ变异性及ＭＡＵ和Ｃｒ下降程度均显著增加，差

表２两组患者不同治疗组各项指标变化程度对比

注：同表１

·３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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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有统计学意义（尸＜０．０５）；ＮＳＳ组中培哚普利联合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非洛地平治疗组比较培哚普利联合Ⅱ引达帕胺治疗

１６８．

组，除ｃｒ外各指标同ｓＳ组均有改善，差异亦有统计

［２］Ｃａｍｐｅｓｅ ＶＭ．Ｓａｌｔ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学意义（Ｐ＜０．０５）。

ｉｓｓｕｅｓ．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１９９１，１７（１ Ｓｕｐｐｌ）：１６１－

ｉ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ｒｅ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１９９４．２３（４）：５３１－

５５０．

讨

论

［３］Ｗａｎｇ

Ｊ，Ｑｉｕ

ＤＨ，Ｌｉ

ｓｅｎｓｏｒｙ ｄｅｎ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本研究中盐敏感性高血压患者普遍存在心脏功
能受损，由于动脉管腔狭窄，导致周围血管阻力增

加，加重左心室射血负担，继而引起左心室肥厚、增
大，直至出现衰竭哺＇…，而且盐敏感性高血压患者通

常合并冠心病、糖尿病。该类患者对靶器官的损害

［４］Ｓｏｍｏｖａ Ｌ，Ｍａｃｋｒａｊ
ａｄｒｅｎｅｒｇｉｃ

用多种药物联合的方式。对左心室肥厚有一定逆

４０９．

本研究结果表明，盐敏感性高血压对脏器有严
尤其是在心脏方面的损害。因此在高血压综合治疗
的同时，要加强对盐敏感性高血压的筛查力度，针对
其具体情况，制定综合治疗方案。在高血压药物治
疗的选择上，应更多采用两种药物联合，以最大限度
减少对脏器的损害，并降低副反应的发生率，对盐敏
感性高血压患者较适宜采用培哚普利与吲达帕胺的
联合治疗，而对非盐敏感性的患者，则较适宜培哚普
利与非洛地平的联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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