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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压控制
专家指导意见
中国医师协会“医疗质量万里行•降压在行动”TRIP项目专家委员会

“医疗质量万里行•降压在行动”是卫生部

项目专家委员会在总结国内外高血压病防治指南

医政司和中国医师协会根据《卫生部关于印 发

和大量循证医学证据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了

＜2010年“医疗质量万里行”活动方案＞的通

高血压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压控制专家指导意

知》精神，决定在“医疗质量万里行”的整体活

见。

动框架下开展的一项专题活动。活动的英文名称

高血压和糖尿病常常合并存在，对心血管

为“Optimize BP Control In Practice”，旨在优

系统有极强的危害性 [1,2] 。就糖尿病而言，1型糖

化高血压病治疗策略，提高高血压病的控制率，

尿病多在并发肾病变后出现高血压，2型糖尿病

减少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项目针对医生开展培

往往合并原发性高血压，可以在2型糖尿病发病

训，并由医生对高血压病患者进行危险因素的评

之前、同时或之后出现。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

估和管理，从而提高患者对高血压病防治知识的

（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IDF）统计，

了解，促进患者进行自我管理，最大限度地减少

目前全球有糖尿病患者2.33亿，而且正以每年新发

疾病的危害，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而达到优

700万患者的速度猛涨。按目前速度增长的话，预

化高血压患者的血压管理，有效实现高质量的降

计到2025年全球将有3.80亿人患糖尿病。目前，

压，提高降压的医疗质量的目的。“医疗质量万

亚洲已是糖尿病患者最多的地区，全球糖尿病增

里行•降压在行动”TRIP项目于2011年在全国20个

长最快的国家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我国

城市开展，以三级医院为宣传教育指导中心组织

糖尿病患病率在过去20年中显著上升，且仍处于

实施，在部分三级、二级和一级医院率先建立高

快速增长之中。2010年最新的大型流行病学调查

血压科普教育基地，并特别针对高血压合并2型糖

（n=46 239）显示总的糖尿病患病率高达9.7％[3]。

尿病患者开设高血压专病门诊（TRIP项目日），

根据2005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数据显示，

帮助医生优化糖尿病患者的血压控制策略，对患

36％的高血压患者合并糖尿病[4]。对糖尿病合并高

者进行危险因素的评估及自我管理的宣传教育，

血压人群根据心血管危险性评估进行积极地干预

促进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的高质量降压目标的

和治疗[5]，对预防糖尿病大血管和微血管并发症，

实现。三级医院同时担负着对基层医院医生和患

预防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和提高生存质量，减少致

者开展合理的健康教育工作。

残率，延长患者寿命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使得项目能够科学、有效地开展，中国
医师协会“医疗质量万里行•降压在行动”TRIP

1

重视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危害
高血压和糖尿病合并存在对心血管的危害有

协同效应。高血压可使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风险
提高近2倍，因此二者并存的心血管危害的净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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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普通人群的4～8倍。同样地，糖尿病也可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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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人群的心血管风险增加2倍。因此在人群中，

策略的要求：有效降低糖尿病患者血压——高质

当出现高血压和糖尿病并存时，内皮细胞和血管

量降压对糖尿病心血管危险因素和终点事件的有

功能受损更加严重，动脉硬化和动脉粥样硬化常

利影响，对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发挥多效性保护作

见，患心血管疾病的概率估计可高达50％，其中

用。近几年，对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除了要

冠心病可高达25％，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也显

关注血压降幅外，还应关注降压中的其他特点，

著升高。

如：长期平稳降压，尽可能减少24小时内的血压

2

波动、减少随访间血压变异，改善血压昼夜节

重视高血压合并糖尿病降压治疗达标
由于高血压是糖尿病患者发生大血管及微血

管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两病合并患者降压

律，关注血管的弹性功能和治疗的依从性等。
3.2.1

治疗应与降糖治疗一样等同重要。
治疗目的：①减少糖尿病大血管和微血管并

（1）首选药物：ACEI或ARB，1型糖尿病首
选ACEI，2型糖尿病首选ARB。

发症的发生；②保护易受高血压损伤的靶器官；
③减少致死、致残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延

药物治疗原则

（2）主张起始剂量单药治疗，无效采取联合
用药。

长寿命。

（3）兼顾靶器官保护和对并发症的益处，如

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血压控制目标：①

伴有微量蛋白尿及蛋白尿时可增加至双倍剂量。

目标为血压≤130/80 mm Hg（1 mm Hg=0.133

（4）避免药物不良反应，如对靶器官、代谢

kPa）；②在老年人中血压应≤140/90 mm Hg；

的不良影响。

③糖尿病患者血压≥130/80 mm Hg时应注意

3.2.2

生活方式干预；若无效提倡采用血管紧张素

ARB

转化酶抑制剂（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ACEI）或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
（angiotensin-Ⅱ receptor blocker，ARB）类药物干

高血压合并2型糖尿病降压治疗首选ACEI或
（1）ACEI/ARB在高血压伴糖尿病患者治疗

地位的评价及指南的推荐
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enin-angiotensin

预。

system，RAS）阻断剂之一的ARB被国内外指南

3

推荐为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首选药物。《中国2

规范高血压合并糖尿病降压治疗

3.1

非药物治疗

非药物干预包括：①戒烟，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07年版）》中指出，RAS

日常门诊应当力荐所有患者戒烟，给予合理的咨

抑制剂（ACEI或ARB）为高血压伴糖尿病患者

询；②减重，超重10％以上者应降低体重5 kg以

的首选降压药物。《美国高血压学会糖尿病诊断

上；③节制饮酒，男性每天乙醇摄入应≤20～30 g，

和治疗指南（2008）》指出，RAS抑制剂（ACEI

女性≤10～20 g ；④限制钠盐，每日氯化钠摄入≤

或ARB）是高血压糖尿病和肾损害患者首选用

6 g ；⑤优化饮食结构，适当多吃水果和蔬菜，减

药[6]。钙通道阻滞剂（calcium channel blockers，

少脂肪类食物的摄入；⑥加强体力活动，如快步

CCB）、利尿剂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二线药物，

行走，每周5次，每次30分钟；⑦缓解心理压力，

可作为RAS抑制剂的联合用药。《美国糖尿病学

克制情绪激动，保持乐观心态。

会糖尿病诊断和治疗指南（2010）》指出，在患

非药物治疗是指对行为和生活方式的优化，

有糖尿病的高血压人群中，RAS抑制剂（ACEI或

应当成为高血压糖尿病治疗的基础和早期血压升

ARB）可用作首选治疗和联合治疗的基础用药。

高的干预措施。在血压处于130～139/80～89 mm Hg

RAS抑制剂单药治疗效果不佳时，利尿剂或CCB

水平时，主张进行非药物干预，至多3个月，如无

作为联合用药的选择[7]。

效则开始药物治疗。

（2）ARB的降压循证证据

3.2

ARB之间降压疗效差别不大，经典且广为应

药物治疗

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降压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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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临床证据主要为：LIFE研究、VALUE研究。

23.6％）证实。

LIFE研究结果显示，对于基线收缩压升高更显著

2）肾脏保护

的患者，使用氯沙坦50 mg治疗2个月，收缩压降

一项开放的、前瞻性的多中心研究（Lozano

低幅度显著优于阿替洛尔，且氯沙坦组较阿替洛

研究），共纳入422例2型糖尿病伴高血压[收缩压

尔组显著减少脉压。该研究ABPM亚组分析说明氯

（SBP）＞140 mm Hg和（或）舒张压（DBP）

[8]

沙坦显著降低24小时血压 。研究还发现，对于基

＞90 mm Hg]和微量蛋白尿[微量白蛋白（MAU）

线无糖尿病的伴有左心室肥厚的高血压患者，氯

30～300 mg/d]患者。经氯沙坦6月治疗后，血压下

沙坦为基础的治疗较对照组显著降低新发糖尿病

降同时，患者尿蛋白释放较基线显著降低，25％

风险达25％。VALUE研究结果显示：缬沙坦为基

患者尿蛋白排泄恢复正常 [14]。一项比较氯沙坦和

础的治疗组血压降低不如对照组，但新发糖尿病

依那普利单用或联合氢氯噻嗪和其他降压药物的

的发生风险降低了23％。这两个临床试验均证明

为期1年的预期、双盲研究结果支持氯沙坦强效降

ARB在高血压糖尿病中的治疗地位。

低伴2型糖尿病轻至中度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血尿

GENRES研究表明，氯沙坦的24小时降压效

酸水平 [15] 。DETAIL试验共纳入250例患有2型糖

果平稳，不易受患者各种参数代谢（如年龄、体

尿病的高血压患者，比较替米沙坦和依那普利的

[9]

重、既往服用药物史等）影响 。根据美国Merck-

效果，研究共进行5年。结果显示两组的肾小球滤

Medco疾病管理资料库的患者用药处方申报数据，

过率下降幅度均得到改善，且维持在稳态水平，

氯沙坦长期持续用药的依从性优于噻嗪类利 尿

但统计学比较无显著差异，与未经治疗的患者相

[10]

剂、β受体阻滞剂、CCB、ACEI 。

比，替米沙坦与依那普利均可延缓患者糖尿病肾

（3）ACEI/ARB的靶器官保护

病的进展。

1）心脑保护

3）胰腺保护

在2型糖尿病患者中进行的UKPDS试验中，强

研究表明，氯沙坦、缬沙坦、替米沙坦和厄

化降压（治疗后平均血压144/82 mm Hg）与常规

贝沙坦等通过对机体内钾的保留，增强葡萄糖介

降压（治疗后平均血压154/87 mm Hg）相比，使

导的胰岛素分泌；通过增加胰岛的血流，增强对

[11]

卒中风险降低达44％（P=0.013） 。LIFE研究在

β细胞的灌注来影响胰岛素分泌。通过增加骨骼

9193例原发性高血压（160～200/95～115 mm Hg）合

肌微循环血流量，降低交感活性，激活过氧化物

并左室肥厚的患者中比较了ARB制剂氯沙坦和β受

酶增殖体活化受体-γ（PPAR-γ）增加胰岛素敏感

体阻滞剂阿替洛尔的疗效，两组血压下降幅度相

性，增加脂联素的血浆浓度，减少游离脂肪酸水

近；在1195例合并糖尿病患者亚组中，氯沙坦组

平来增加胰岛素敏感性 [16,17]。ACEI和ARB一样具

主要血管事件发生率显著降低24％（RR：0.76；

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糖代谢作用。DREAM试验结果

P=0.031）；卒中风险下降21％（RR：0.79），对

显示，在平均4年的随访中，与安慰剂相比，足量

[12]

糖尿病患者降压卒中风险的获益趋势显而易见 。

使用ACEI雷米普利（10 mg）显著降低了餐后2小

2010年《AHA/ASA卒中一级预防指南》推荐：高

时血糖水平。

[13]

，

对2006年以来22项随机双盲研究，143 153例

以降低卒中的发生风险。LIFE研究结果无疑为这

入组时无糖尿病的患者进行荟萃分析。降压药物

一推荐提供了重要证据。

对新发糖尿病的降低作用依次为：ARB＞ACEI＞

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应接受ACEI或ARB治疗

对于心血管高危的高血压患者，ARB类药物
降低卒中的作用还被JIKEI HEART研究（缬沙坦

CCB＞安慰剂＞β受体阻滞剂＞利尿剂[18]。
3.2.3

其他降压药物

为基础的治疗较对照组降低卒中40％）和SCOPE

（1）β受体阻滞剂

研究（坎地沙坦与对照组相比降低非致死脑卒中

选择性β1受体阻滞剂如比索洛尔、阿替洛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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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心率和心脏射血量，对血糖血脂影响很小或

预防中联合用药常常是必然趋势。目前被推荐的

无影响。适合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的治疗。

联合用药方案包括：①ACEI或ARB与利尿剂；

非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如普萘洛尔，因它阻断

②CCB与β受体阻滞剂；③ACEI与CCB；④利尿

β2受体可能对糖、脂肪代谢产生不良影响，掩盖低

剂与β受体阻滞剂；⑤推荐开发生产合适的复合制

血糖反应，延迟低血糖恢复，同时β2受体介导的扩

剂，如小剂量ACEI/ARB加小剂量利尿剂，国外

血管作用受阻，加重糖尿病周围血管病变。故不

此类制剂很多，临床疗效肯定。如氯沙坦/氢氯噻

适合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的治疗。

嗪，降压效果好，不良反应与单用氯沙坦类似，

（2）利尿剂

耐受性更好。

噻嗪类利尿剂一直被用作高血压治疗的一线

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的降压治疗，要更加

药物，但因它对糖、脂肪及电解质代谢有影响，

注重降压质量，降压达标，要注意重要靶器官保

故临床使用十分谨慎。小剂量噻嗪类药物对代谢

护，重视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多重危险因素的

的影响较小，不增加发生2型糖尿病的危险性

[19]

，

综合干预，重视药物的恰当应用以减少不良反应[20,21]。

它与ACEI、ARBS和β1受体阻滞剂联用，具有协同
降压作用，从而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病死率和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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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窗·
顽固性高血压获得革命性突破——肾动脉去交感神经消融（ARDN）新闻发布会
3月3日，在第十五届全国介入心脏病学论坛“肾动脉去交感神经消融”新闻发布会上，大会主席霍勇
教授表示，治疗难治性高血压获得了新突破。“经皮导管肾脏交感神经射频消融术”通过射频消融术切
断肾脏交感神经，且不影响其他腹部、骨盆或下肢神经支配，达到了在降压的同时避免严重并发症的发
生的目的。而传统治疗高血压的方法主要是服用降压药物与调节生活方式相配合，一般需终身治疗。这
一新技术是第一次在全国性心血管学术会议上发布。通过微创去除部分肾动脉交感神经，用来治疗难治
性高血压，是高血压治疗领域革命性的突破。2009年澳大利亚Krum教授率先采用导管选择性阻断肾交感
神经治疗高血压患者，目前在欧美少数发达国家已成功治疗高血压患者数百例，据报道术后1个月血压平
均降低20/10 mm Hg，2年可降30/15 mm Hg。
根据最新的数据推算，中国高血压患者群已超过2亿，且人数还在逐年增加，发病年龄呈现年轻化趋
势。难治性高血压是指经生活方式改善，同时服用3种不同机制的降压药，血压仍不能降至140/90 mm Hg
以下的患者，其发生率约占高血压患者的15%～20%，中国约有3000万～4000万人。
从2007年开始，Krum教授等尝试采用“经皮导管肾脏交感神经射频消融术”治疗顽固性高血压，取得
了满意的疗效，为顽固性高血压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该方法通过射频消融术切断肾脏交感神
经，且不影响其他腹部、骨盆或下肢神经支配，达到了在降压的同时避免严重并发症发生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