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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特别提醒大家， 对于难
治性高血压， 不要忽视继发于内
分泌疾病的高血压筛查。 高血压
是临床常见的疾病， 其中绝大多
数是没有明确病因的， 称为原发
性高血压， 一般占 90%左右 ； 其
他 10%左右为继发性高血压， 即
找得到明确病因， 包括继发于肾
脏疾病、 内分泌疾病、 血管性疾
病等的高血压。 其中相当多的一
部分为内分泌高血压。 内分泌组
织增生或肿瘤所致的多种内分泌
疾病， 由于其相应激素如醛固酮、
儿茶酚胺、 皮质醇等分泌过度增
多， 导致机体血流动力学改变而
使血压升高。

内分泌高血压在明确诊断之
前往往普通的降压治疗效果不佳，
长期血压控制不良会造成多种心
脑血管 、 肾脏和眼部的并发症 ，
而早期明确诊断后部分患者可能
通过手术去除病因使高血压得到
根治， 另有部分可通过一些特殊
的药物治疗得到根本的缓解。 内
分泌性高血压主要包含以下几类
疾病， 有相应症状与体征的顽固
性高血压患者应及早检查。

1、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简
称原醛症）： 是指由于肾上腺皮质

分泌过多的醛固酮， 而引起高血
压和低血钾的一组临床综合征
群。 建议伴有下述临床症状与体
征的高血压患者进行该疾病的临
床评估及确诊检查： （1） 血压>
160/100mmHg； ( 2) 药物抵抗性
高血压 （服用不少于 3 种降压药
物血压仍高于 140 ／ 90mmHg） ；
(3) 高血压伴有持续性或利尿剂
引起的低血钾 ； (3) 高血压伴
有肾上腺意外瘤 ； ( 4) 有早发
高血压或 40 岁以前发生脑血管
意外家族史的高血压病人 ； (5)
原醛症患者一级亲属中的高血压
病人。

2、 嗜铬细胞瘤： 该病是一
种起源于肾上腺嗜铬细胞过度分
泌儿茶酚胺， 引起持续性或阵发
性高血压和多个器官功能及代谢
紊乱的肿瘤。 建议伴有下述临床
症状与体征的高血压患者进行该
疾病的临床评估及确诊检查 ：
（1） 阵发性、 持续性或持续性高
血压伴阵发性加重； 压迫腹部、
活动、 情绪变化或排大、 小便可
诱发高血压发作； 一般降压药治
疗常无效； (2) 高血压发作时伴
头痛、 心悸、 多汗三联征表现；
(3) 同时有体位性低血压 ； (4)

伴糖 、 脂代谢异常 、 腹部肿物 ；
(5) 伴有心血管、 消化、 泌尿、 呼
吸、 神经系统等相关体征， 但不
能用该系统疾病解释的高血压患
者。

3、 库欣综合征： 即皮质醇增
多症， 其主要病因分为 ACTH 依
赖性或非依赖性库欣综合征两大
类 ； 前者包括垂体 ACTH 瘤或
ACTH 细胞增生 （即库欣病）、 分
泌 ACTH 的垂体外肿瘤； 后者包
括自主分泌皮质醇的肾上腺腺瘤、
腺癌或大结节样增生。 建议伴有
下述临床症状与体征的肥胖高血
压患者进行该疾病的临床评估及
确诊检查 （1） 向心性肥胖、 水牛
背、 锁骨上脂肪垫； 满月脸、 多
血质； 皮肤菲薄、 淤斑、 宽大紫
纹、 肌肉萎缩； (2) 高血压、 低
血钾、 碱中毒； (3) 糖耐量减退
或糖尿病； (4) 骨质疏松或有病
理性骨折、 泌尿系结石； (5) 性
功能减退， 男性阳痿， 女性月经
紊乱、 多毛、 不育等； (6) 儿童
生长 、 发育迟缓 ； (7) 有神经 、
精神症状； (8) 易感染、 机体抵
抗力下降。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内分泌科主治医师 孔雯

在我国， 老年人是高血
压患者的 “主力军”。 但是
临床数据显示， 老年高血压
人群的治疗率和血压控制达
标率仅为 32.2%和 7.6%。

老年高血压具有其自身
特点： 单纯收缩期高血压患
病率高、 脉压增大、 血压变
异性大、 晨峰高血压现象显
著， 以及易发生严重的合并
症。 同时， 老年患者自主神
经调节能力减弱， 大动脉僵
硬度增加， 故血压的波动性
增高。

血压变异性增高包括体
位性血压变异。 体位性低血
压是指改变体位为直立位的
3 分钟内 ， 收缩压和 （或 ）
舒张压明显下降， 伴有或不
伴有低灌注症状的现象 ;卧
位性高血压是指直立位血压
正常， 而卧位血压达到高血
压标准的现象。 由于衰老，
老年人对体位改变时血压的
调节功能减弱， 在体质虚弱

或长期卧床的患者中更常
见。 少数老年患者还可发生
“卧位高血压———立位低血
压综合征”。

老年高血压患者由于血
压波动大， 因此每天至少常
规测量血压 2 次， 有条件的
患者使用 24 小时动态血压
监测更为合适， 可准确掌握
全天血压波动特点， 并根据
监测结果在医师的指导正确
使用药物。

体位性血压变异常采用
非药物治疗。 老年人生活中
要注意除了戒烟限酒、 低盐
低脂饮食、 增加不饱和脂肪
酸摄入、 保持心理平衡、 减
轻精神压力外， 床头可适当
抬高 15 度左右， 起床和改
变体位时动作要缓慢 （可有
效预防跌倒）， 可使用弹力
袜和腹带 ， 适当做有氧运
动。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健康管理中心 杨燕贻

66 岁的李老师一直以来都是瘦
高个,不怎么爱运动， 但也没什么病。
前段时间， 他出现了头晕等不适， 一
量血压达 155/95 毫米汞柱， 此后几
次测量血压都超标， 最后诊断为高血
压。 李老师有点疑惑： 自己又不胖，
为何也得高血压呢？

相对来说， 肥胖者比瘦人更容易
患高血压， 但并不意味着瘦人与高血
压无缘， 也不意味着患高血压后瘦人
比胖人出现其他心血管疾病的危险性
低； 相反， 身型瘦弱的老人病情发展
有时会更严重。

1、 瘦人末梢血管的直径相对更
细， 血管阻力比肥胖的人大， 因而更
容易出现心肌梗死和脑血管破裂等心
脏事件， 导致严重的心血管疾病。

2、 在性情、 心理素质方面， 瘦
人往往在应激反应过程中倾向于急
躁、 激动。 每当人情绪激动、 怒发冲
冠的时候， 血压也会在偏高的基础上
再创新高， 增加心、 脑血管在压力下
受伤的机会。

3、 降压治疗方面， 常规药物在
瘦人身上产生的疗效比胖人差。 如果
照搬常规， 又缺乏对疗效的及时监
测， 往往会延误病情， 加重高血压对
动脉内膜的损害。

4、 高血压的瘦人如果还伴有其
它疾病， 和患高血压的胖人相比， 这
些疾病更容易加速心血管病情恶化。
譬如， 风湿性关节炎就是其中一种，
它会增加瘦人心脏病发作的机会。

长沙市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
副主任医师 史桂霞

很多高血压患者总是希望快点把血
压降下来， 这是不妥的。 高血压病为慢
性疾病， 治疗强调规律性和个体化， 且
不主张突然将血压降得过快、 过低， 而
应当逐渐降至理想或目标水平。

临床上， 许多患者如果用药几天后
血压未能降至正常水平就更换药物。 结
果是药物频繁更换， 一种药尚未起效前
就已换用了另一种药物， 造成血压不稳
定。

有些患者则喜欢作用较快的短效降
压药， 而对长效降压药持怀疑态度， 即
便使用长效降压药， 也要再先搭配短效
降压药， 以求所谓的保险及 “先将血压
降下来再说”， 这也是一种误区。

还有一种患者服药总是断断续续 ，
使得血压反复波动， 导致心脑血管事件
有增无减。 造成用药中断的因素很多 ，
其中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对高血压病必须
长期治疗认识错误， 担心用药时间长会
引起不良反应， 血压一旦降下来后即自
行停药， 这种认识极为有害， 应在医师
指导下， 坚持服药到确定血压稳定。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健康教育科 刘莉

部分高血压患者认为， 测血压一
天之中随时都可以进行 。 但专家指
出， 高血压患者要正确监测血压， 应
当在清晨服药之前。

这是因为， 大多数高血压患者在
清晨醒后开始， 到日常活动的最初几小
时内 （通常在 6:00-10:00 之间）， 血压
会达到一天中的最高峰值； 同时， 清晨
服药前的这段时间也恰是降压药物效果
最薄弱的阶段； 另外， 与高血压密切相
关的心肌梗死、 心源性猝死等心脑血管
疾病， 也多发于这个时间段。

有很多高血压患者会在晨起服药
后再测量血压， 此时服用的降压药物
已经开始起效， 测出的血压值并不能
真实反映血压的控制情况。 如果患者
服用的是短效降压药， 药效并不能持
续 24 小时， 在第二天清晨服药前药
物浓度低下， 药效薄弱， 常不能很好
控制血压， 因此清晨服药之前测得的
血压值才能真实反映当前的降压方案
是否能控制好全天的血压。

胡万里

体瘦老人
也患高血压

请到内分泌科就诊
难治性高血压

45 岁的林先生 3 年前查出有高血压， 先后去过
附近社区诊所、 几家医院看病， 也自行购买过多种
降压药， 效果都不理想。 上个月， 某大医院一位经
验丰富的医生建议他看看内分泌科， 结果查出他同
时有低血钾， 结合其他检查， 诊断为原发性醛固酮
增多症， 原来这才是引发高血压的原因。

老年人血压波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