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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甲磺酸氨氯地平的降压疗效及对高血压病患者

性功能影响研究

刘元德 唐春艳 肖忆 陈小利 周石理

(株洲北雅医院，湖南 株洲 412004)

    [摘要〕【目的】评价甲磺酸孰氛地平对轻中度高血压的降压疗效及对性功能的影响。【方法7对轻中度高

血压患者进行甲磺酸氛氛地平治疗前后血压水平、性功能指标的比较。L结果】甲磺酸氛氛地平治疗12周结

束时，坐位血压收缩压下降23.68 mmHg，舒张压下降13.56 mmHg，总有效81.5%o。甲磺酸氛氛地平治疗

12周后，男女总的性功能均有改善，男性更为明显。【结论I甲磺酸氮氛地平除有降压疗效确切外，且能改善

高血压患者的性功能，提高高血压患者的生活质量，尤其适合青中年或用其他药物导致性功能下降的患者。

    〔关键词」 高血压/药物疗法;氛氛地平/治疗应用;性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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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磺酸氨氯地平为二氢砒定类长效钙拮抗剂，

是高血压治疗中的一线药物[Ell。国内外研究表明，

该药对高血压病患者具有明显的降压疗效和良好的

耐受性，而且有众多降压外的作用〔，一‘〕，但是甲磺酸

氨氯地平对性功能影响研究报道较少，鉴于此，作者

研究了108例高血压病在使用甲磺酸氨氯地平对性

功能的影响。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符合WHO/ISH高血压病的诊断

标准的门诊和住院病人，排除继发性高血压、高血压

急诊，肝、肾功能异常以及控制不好的糖尿病。已

婚，<60岁，有配偶，血压水平:舒张压(DBP) > 90

mmHg，但<110 mmHg，收缩压(SBP) > 140 mm-

Hg，但<180 mmHg，自愿参加，同意停用非试验药

物的其他抗高血压药物及影响血压药物，并能与医

生配合。共人选病人108例，其中男性73例，年龄

49.5士8. 9岁，女35例，年龄 50. 8士8. 2岁。平均

血压 151. 98/95. 46 mmHg.

1.2 研究方法

1.2.1 服药方法 治疗开始前已服用降压药的受

试者，停用原降压药的5个半衰期后，如血压达标

后，方进人临床试验期，近2周没有服用降压药的受

试者符合上述标准则直接进人临床试验期。人选患

者每日服用甲磺酸氨氯地平5 mg，如2周血压控制

不好则加至10 mg,2周，4周，6周，8周，12周复诊，

试验总的时间为12周。

1.2.2 血压测量 患者休息10-20 min，连续测量3

次座位右上臂血压取平均值，舒张压以声音消失为

准，每次测量由固定的人员和专用台式水银血压计

测量，测量时间在8. 00-11. 00 AM之间，测量当天

药物照常服用。

1.2.3 药物来源 甲磺酸氨氯地平(欣络平)，每片

5 mg,昆明赛诺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20000708。

1.2.4 观察方法 ①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检查血

压、心率、电解质、血糖、血脂、尿常规和肾功能。②

试验前及结束时进行性功能评价，男性用勃起功能

国际问卷(LIFE-5 ) [5]，女性用 IFSF积分量指

数困〔7〕。表格的发放、说明和收集均由与病人同性

别的医师进行。

1.3 降压效果判断标准 主要以治疗后第12周末

与治疗前血压的变化为标准，将疗效分为①显效:坐

位舒张压下降)10 mmHg并降至正常，或下降)20

mmHg,②有效:坐位舒张压下降<10 mmHg并降

至正常，或下降10-19 mmHg或坐位收缩压下降>

29 mmHg，无效:未达到以上二项标准。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0. 0统计软件进行

分析。计量资料以表示‘士、)，采用t检验，构成

比及率用Xz检验。

2 结果

2.1 降压疗效 治疗后不同时段血压变化，甲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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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氯地平治疗2周后可见明显的降压效应，并且随

用药时间的延长，降压效果更为明显，治疗前与治疗

后各个随访时间点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12周治

疗结束时坐位血压收缩压下降23. 68 mmHg，舒张

压下降13. 56 mmHg,(见表1)，甲磺酸氨氯地平

治疗12周，坐位降压效果明显，显效68. 9 %，有效

12. 6%，总有效81.5%.

2. 2 性功能评分比较 所有108例患者均在治疗

前后进行性功能评定，甲磺酸氨氯地平治疗12周后

总的性功能均有改善，女性评分由13. 2士6. 91升至

14.6士7.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男性评

分由16.4士4.89升至 17.9士6. 2，差异也有统计学

意义(P <0. 01)。
        表1 甲磺酸氨氯地平治疗前后血压值比较

时，降压疗效是明显的，坐位血压收缩压下降23. 68

mmHg，舒张压下降13. 56 mmH，总有效81. 5%.

治疗前后进行性功能评定，男性用LIFE-5量表，女

性用IFSF积分量表，甲磺酸氨氯地平治疗 12周后，

男女总的性功能均有改善，男性更为明显.其机理可

能是血压控制后，改善了因高血压导致的性功能损

害，恢复了正常的性功能。

    本研究显示甲磺酸氨氯地平能改善高血压患者

的性功能，提高高血压患者的生活质量，加上其他研

究所显示的良好降压作用、较少的副作用及降压以

外的作用，是一个理想的一线降压药物，尤其适合青

中年或用其他药物导致性功能下降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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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高血压的危害主要是对各种靶器官的损害，

导致心、肾、脑等功能和结构的变化，从而影响患者

的整体生活质量;有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中有

14%有性功能障碍[[B]，众多药物如利尿剂、日一受体拮

抗剂、利血平等作用于不同环节而影响性功能。以

往临床上研究发现，影响原发性高血压药物治疗依

从性的诸多因素中，只有 12.3300--15%是由于药

物不良反应所导致C9][101，而认为疾病治愈、年龄为一

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在此研究中，患者由于害

怕隐私被人知和虚荣心心理，使一部分的真正原因

是药物对性功能的影响而放弃继续治疗的患者，被

认为是其他原因。因此，在高血压的治疗中，药物对

性功能的影响是必须要考虑的，尤其是在中青年高

血压患者。本研究对108例轻中度高血压患者使用

甲磺酸氨氯地平治疗，使用2周后和12周研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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