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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清热祛浊胶囊对 2 型糖尿病代谢综合征
患者血压的影响
苏阳 李文东 王元松 苏秀海

迟秀娥 张洪运

【摘要】 目的 观察清热祛浊胶囊对 2 型糖尿病代谢综合征患者血压的影响。方法 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将 72 例 2 型糖尿病代谢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各 36 例，在糖尿病代谢综合征治疗基础上，治
疗组口服清热祛浊胶囊，5 粒/次，3 次/d；对照组口服雷米普利片 2.5 mg，1 次/d，分别于治疗 3 个月后
观察血压、血脂等变化。结果 治疗后两组血压、血脂均明显改善（P＜0.05﹚，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结论 自拟清热祛浊胶囊可改善血脂、降低血压。
【关键词】 2 型糖尿病；代谢综合征；高血压；清热祛浊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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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Qingrequzhuo capsule on blood pressure of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tabolism syndrome. Methods 72 cases with type 2 diabetes and metabolic syndrome
were randomly recruit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 treatment group. Based on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Qingrequzhuo capsule, 5 tablets/time, 3 times/d；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amipril tablets 2.5 mg, 1 times/d, respectively. After 3 months, the value of blood pressure and
blood lipids were observ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blood pressure and blood lipid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both groups(P ＜ 0.05),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Besides improving blood lipids, Qingrequzhuo capsule can also reduce high blood pressure and
improve a variety of risk factors to cardiovascular disease.
【Key words】 Type 2 diabetes；Metabolic syndrome；Hypertension；Qingrequzhuo capsule

代谢综合征是以胰岛素抵抗为基础，由葡萄
糖、脂类等一系列代谢异常所引发的一组病症，

糖尿病代谢综合征患者血压的影响，发现对合并
高血压的患者有明显的降压作用。

包括高胰岛素血症、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
高黏血症、高凝血症、高尿酸血症、肥胖、脂肪

1

肝、微量蛋白尿等。涉及 2 型糖尿病、高血压、

1.1

冠心病、肥胖等多种疾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

2009 年 8 月在我院住院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均符

主要危险因素，因此代谢综合征的防治越来越引

合糖尿病及代谢综合征临床诊断标准。采用随机

起人们的重视。本研究观察清热祛浊胶囊对 2 型

数字表法将 72 例 2 型糖尿病高血压患者随机分为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全部病例均选自 2007 年 7 月至

两组，治疗组 36 例中男性 18 例、女性 18 例；年
DOI：10.3760/cma.j.issn.1673-4246.2011.03.004
基金项目：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科研计划课题（项目编号：
2009183）

龄 42～61 岁、平均（51.71±8.82）岁；病程 2～9
年、平均（6.82±0.62）年，其中规律服用降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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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者 23 例、血脂紊乱者 30 例、肥胖者 25 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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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 36 例中男性 16 例、女性 20 例；年龄 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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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法：两组患者在原有糖尿病代谢综合

岁、平均（52.23±6.56）岁；病程 2～12 年、平

1.4

均（7.16±0.25）年，其中规律服用降压药物者 20

征的治疗基础上。对照组口服雷米普利片（昆山

例、血脂紊乱者 29 例、肥胖者 23 例。两组患者

龙灯瑞迪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20030723）

在性别、年龄、病程、病情方面比较，差异无统

2.5 mg，1次/d。治疗组口服清热祛浊胶囊（院内

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制剂）：桑白皮、黄连、知母、枳实、泽泻、茯

1.2

临床诊断标准：⑴糖尿病诊断标准：依据 2003
［1］

年美国糖尿病协会（ADA）公布的标准

制定：

苓、大黄、红花、川牛膝、山药等，5粒/次，3次/d，
两组均治疗3个月后统计疗效。
临床观察指标：分别于治疗前后观察并记录

①有糖尿病症状，空腹血糖（FPG，血浆葡萄糖

1.5

浓度，以下同）≥7.0 mmol/L；②随机血糖或葡萄

SBP、DBP，以及患者血糖、血脂，包括低密度脂

糖耐量试验 2 h血糖（2 hPG）≥11.1 mmol/L；③

蛋白（LDL）、胆固醇（CHO）、TG、HDL-C）的

无糖尿病症状者，需另日测定血糖达到上述标

变化。

准。⑵代谢综合征诊断标准：参照 2004 年中华医

1.6

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建议的标准

［2］

具备以下 4 项中

的 3 项或全部者即可确诊。①超重和（或）肥胖

统计学方法：全部数据均以以( x

± s )表示，

应用 SPSS 11.0 统计软件系统中配对 t 检验或样本
均数 t 检验进行分析比较。

2

BMI≥25.0 kg/m ；②高血糖FPG≥6.1 mmol/L及
结果

（或）2hPG≥7.8 mmol/L，已确诊为糖尿病并治

2

疗者；③高血压收缩压（SBP）/舒张压（DBP）≥

2.1

140/90 mm Hg（1 mm Hg＝0.133 kPa）
；④血脂紊

的 LDL、CHO、TG 均明显降低，HDL 升高，与同

乱空腹血甘油三酯（TG）≥1.7 mmol/L，及（或）

组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空腹血高密度脂蛋白（HDL-C）＜0.9 mmol/L（男）

0.01）；对照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或＜1.0 mmol/L（女）
。体重指数计算：BMI＝kg/m 。
1.3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⑴纳入标准：符合糖

治疗前后血糖、血脂变化比较：治疗组患者

（P＜0.05﹚，见表 1。
2.2

治疗前后血压变化比较：两组患者的 SBP、

尿病诊断标准，以及代谢综合征诊断标准。⑵排

DBP 均较同组治疗前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

除标准：①孕妇、准备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②血

义（P＜0.05﹚，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红蛋白：男性＜110 g/L、女性＜100 g/L 者；③严

0.05），见表 2。结果表明，清热祛浊胶囊在改善

重肝、肾、胃肠道、心脏、血液、呼吸、神经精

生化指标的同时，对 2 型糖尿病代谢综合征的高

神类疾病或药物成瘾者，ALT＞正常上限 2.0 倍；

血压患者有降压作用。

④近 6 个月内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高渗性非

2.3

酮症昏迷等糖尿病急性并发症。

为饭后服用均缓解。单用本品无低血糖反应发生。

表1
组别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治疗前
治疗后

不良反应：少数患者空腹服用时上腹不适，改

两组 2 型糖尿病代谢综合征高血压患者治疗前后血脂变化比较( x ± s )
例数

CHO(mmo1/L)

TG(mmo1/L)

LDL(mmo1/L)

HDL(mmo1/L)

4.57±0.66
4.58±0.24b

2.25±0.34
2.24±0.58b

3.55±0.23
3.51±0.41b

1.01±0.67
1.12±0.45b

4.64±0.52
4.49±0.34a

2.52±0.12
2.21±0.74 a

3.64±0.87
3.36±0.72a

0.92±0.36
1.16±0.52a

38

38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aP＜0.05，b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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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 2 型糖尿病代谢综合征高血压患者治疗前后
血压变化比较（mm Hg， x ± s )
组别

治疗组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SBP

例数

DBP

38

。

清热祛浊胶囊是我院多年来治疗代谢综合征
的经验方，具有清热祛浊、健脾渗湿、滋阴潜阳

144.22±15.46
135.96±12.65a

91.35±9.55
87.20±8.27a

之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证实方中所选药物可不同

146.76±16.08
138.24±14.25a

92.36±10.70
87.24±10.32a

湿、瘀、热论治代谢综合征符合中医理论和现代

38

a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P＜0.05

3

［3 ］

上扰清空，发为眩晕

结语

程度地降低血压

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疗效确切。
参

眩》指出：
“头眩，痰挟气虚并火，治痰为主……

医案·眩晕门》曰：
“经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
乃肝胆之风阳上冒耳”。“眩晕”者辨证当以肝脾
为中心，嗜酒肥甘，饥饱劳倦，伤于脾胃，健运
失司，以致水谷不化精微，聚湿生痰，痰湿中阻，
则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引起眩晕。痰、湿、浊，
郁而化热，痰热互结，使肝阴暗耗，风阳升动，

文

献

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Diagnosis and Classification of

［2］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代谢综合征研究协作组. 中华医学

Diabetes Mellitus. Diabetes Care，2007，30 Suppl 1：S41-S47.
会糖尿病学分会关于代谢综合征的建议. 中华糖尿病杂志，
2004，12（3）：156-161.
［3］

张伯臾. 中医内科学. 5 版.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204.

［4］

无痰则不作眩，痰因火动，又有湿痰者，有火痰
者”。“头痛多主于痰，痛甚者多火”。《临证指南

考

［1］

血压也加速了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进程。
高血压属中医“眩晕”范畴，
《丹溪心法·头

，可改善患者的高血糖、异常血脂等

多种生化指标，并具有明显的降压作用，可减少

素，可引起心、脑、肾等靶器官损害。糖尿病合
并高血压属于心血管极高危人群的范围；同样高

。自拟清热祛浊胶囊从痰、

［8 ］

药理研究

高血压不仅是血流动力学的异常，还伴有多
种内分泌代谢紊乱，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

［ 4-7 ］

黄效永，刘卫华. 黄连素降压作用临床研究. 现代中西医结合
杂志，2003，12（5）：479-480.

［5］

陈葆荃，谢梅林，赵雪英，等. 大黄注射液对血压影响的分
析. 苏州医学院学报，1995，15（2）
：243-244.

［6］

李颖. 红花注射液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临床研究. 湖南中医
学院学报，2006，26（4）：42-43.

［7］

徐婷. 川牛膝水煎液对自发性高血压大鼠血压和左心室肥厚
的影响.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24（4）：367.

［8］

李文东，苏阳，崔荣岗. 从痰湿瘀热论治代谢综合征的研究
近况.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2009，31（4）：37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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