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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匹克隆与氯沙坦钾氢氯噻嗪联用治疗老年非杓型高血压 
合并失眠的疗效观察

郝丽娜 、 吴军娟 、 康春萍 、 黄英莉

【摘要】目的　探讨佐匹克隆联合氯沙坦钾氢氯噻嗪治疗老年非杓型高血压合并失眠的临床疗

效。方法　选择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我院收治老年非杓型高血压合并失眠患者 104 例，随机

分为观察组（n= 52）与对照组（n= 52），观察组予以佐匹克隆 + 氯沙坦钾氢氯噻嗪治疗，对照组予以

艾司唑仑 + 氯沙坦钾氢氯噻嗪治疗，比较两组的临床疗效。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的收缩压（24hSBP、

dSBP、nSBP）、舒张压（24hDBP、dDBP、nDBP）、心率（24hHR、dHR、nHR）均显著低于治疗前及

对照组，血压下降率（NDR）显著高于治疗前及对照组（P< 0.05）；治疗后观察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

数（PSQI）、汉密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及神经内分泌激素（Ang Ⅱ、

NE、Cor、ET-1）水平均显著低于治疗前及对照组（P< 0.05）；观察组的失眠总有效率为 88.46％，显

著高于对照组的 69.23％（P< 0.05）；观察组非杓型血压纠正为杓型血压率为 67.31％，显著高于对照

组的 23.08％（P< 0.05）。结论　佐匹克隆联合氯沙坦钾氢氯噻嗪治疗老年非杓型高血压合并失眠能

够显著改善睡眠质量、调节血压形态、降低心率水平，疗效确切且副作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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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of zopiclone combined with losartan potassium-hydrochlorothiazide in treatment of elderly non-
dipper hypertensive patients with insomnia　HAO Lina，WU Junjuan，KANG Chunping，et al. Xi’an Central 
Hospital Department of Gerontology，Xi’an 71000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zopiclone combined with losartan potassium-hydrochlo-

rothiazide in treatment of elderly non-dipper hypertensive patients with insomnia. Methods　A total of 104 patients elderly 

non-dipper hypertensive patients with insomnia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5 to June 2016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n=52）and the control group（n=52）.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zopiclone combined with 

losartan potassium-hydrochlorothiazide treatment，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estazolam combined with losartan potassium-

hydrochlorothiazide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icacy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ystolic blood pres-

sure（24hSBP，dSBP，nSBP），diastolic blood pressure（24hDBP，nDBP），heart rate（24hHR，dHR，nHR）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nocturnal 

drop rate（NDR）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 and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The scores of PSQI，HAMA，HAMD and neuroendocrine hormone（Ang II，NEL，Cor，ET-1）level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insomnia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88.46％）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69.23％）（P<0.05）；The rate of blood pressure from non-dipper into dipper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67.31％）was sig-

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23.08％）（P<0.05）. Conclusion　Zopiclone combined with losartan potas-

sium-hydrochlorothiazide is effective and safe for the treatment of non-dipper hypertension with insomnia，i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sleep quality，regulate the blood pressure patterns and decrease the heart ra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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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杓型高血压是一种特殊的血压昼夜节律异常

表型，文献报道显示，夜间血压降低幅度与心脑血

管事件发生率呈显著负相关，非杓型高血压较杓型

高血压患者更容易发生靶器官损害及心脑血管并发

症［1］。失眠是高血压等慢性疾病患者常见问题之一，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老年高血压患者的失眠发生率

明显升高，可达 30％～40％左右［2］。高血压与失眠

共病时可相互影响，血压波动容易导致焦虑、紧张

等负性情绪而影响睡眠质量，而长期失眠又将进一

步影响血压昼夜节律，进而影响临床预后。因此，

对伴失眠的老年非杓型高血压患者在应用降压药物

治疗的同时，合理应用抗失眠药物改善睡眠质量具

有积极意义。本研究对老年非杓型高血压合并失眠

患者拟用佐匹克隆联合氯沙坦钾氢氯噻嗪治疗，旨

在观察对降压效果、血压形态及睡眠质量的影响，

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 2015 年 6 月～2016 年 6 月我院收治老年

非杓型高血压合并失眠患者 104 例，按电脑数字随

机表法分为两组：观察组 52 例，其中男 24 例，女

28 例，年龄 60～85 岁，平均（70.31±7.29）岁；高

血压病程 1～32 年，平均（16.03±6.42）年；失眠病

程 3 个月～25 年，平均（7.01±2.43）年。对照组 52
例，其中男 25 例，女 27 例，年龄 60～88 岁，平

均（71.19±7.56）岁；高血压病程 1～35 年，平均

（15.68±6.18）年；失眠病程 2 个月～28 年，平均

（7.34±2.65）年。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

1.2　病例选择

纳 入 标 准 ：① 符 合《 中 国 高 血 压 防 治 指 南

2010》［3］中关于原发性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均属于非

杓型血压；②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3 版（CCMD-3）［4］中对失眠的诊断标准，且经 2 名精

神科医生明确诊断；③失眠病程≥ 1 个月，失眠次数

≥ 3 次 / 周；④年龄≥ 60 岁；⑤神志清楚，能够配合

临床治疗与评估；⑥患者及其家属均自愿且知情，签

署了知情同意书；⑦研究获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排除标准：①继发性高血压者；②合并心、脑、

肝、肾及血液系统等严重疾病者；③恶性肿瘤、长期

卧床者；④精神障碍、视听功能障碍、认知功能障碍、

交流障碍者；⑤既往睡眠障碍、非循环系统器质性疾

病史者；⑥急危重型心血管疾病者；⑦已经接受正规

催眠药物、心理治疗等对睡眠有影响治疗者。

1.3　治疗方法

两组入组后均先接受为期 3d 的药物清洗期，常

规戒烟酒。两组均予以氯沙坦钾氢氯噻嗪片治疗（规

格：每片含氯沙坦钾 50mg+ 氢氯噻嗪 12.5mg，国药

准字 H20074021），每日晨服，1 片 / 次，1 次 /d，连

续服用 4 周。对照组在此基础上，予以艾司唑仑片

（规格：1mg/ 片，国药准字 H33020353）睡前 30min

口服，1 片 / 次，1 次 /d。观察组予以佐匹克隆片（规

格：3.75mg/ 片，国药准字 H20053718）睡前 30min 口

服，1 片 / 次，1 次 /d。两组均治疗 4 周后进行疗效

评价。

1.4　观察指标

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4 周后，采用无创动态

血压监测仪进行血压 24h 动态监测，日间（06：

00～22：00）为 2 次 /h，夜间（22：00～06：00）为 1 次

/h。记录 24h 平均收缩压（24hSBP）、日间平均收缩

压（dSBP）、夜间平均收缩压（nSBP）、24h 平均舒张

压（24hDBP）、日间平均舒张压（dSBP）、夜间平均舒

张压（nSBP）、24h 平均心率（24hHR）、日间平均 HR

（dHR）、夜间平均 HR（nHR），计算昼夜血压降低率

（NDR）=（dSBP-nSBP）/dSBP×100％。NDR<10％为

非杓型血压，统计治疗 4 周后非杓型血压转变为杓型

血压率；参照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5］进行睡眠

质量评价，总分 0～21 分，得分越高则睡眠质量越差；

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及汉密尔顿抑郁量

表（HAMD）评价心理状态，得分越高则心理状态越

差；采集外周静脉血测定神经内分泌激素水平，包括

血管紧张素Ⅱ（Ang Ⅱ）、去甲肾上腺素（NE）、皮质

醇（Cor）及内皮素 -1（ET-1）；统计治疗期间药物不

良反应（ADR）发生情况。

1.5　疗效标准

根据 PSQI 减分率评价疗效，减分率 =（治疗

前 PSQI- 治疗后 PSQI）/ 治疗前 PSQI×100 ％。

痊愈：PSQI 减分率≥ 75 ％；显效：PSQI 减分率

50％～74％；有效：PSQI 减分率 25％～49％；无效：

PSQI 减分率 <25％甚至增加。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版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以

均数 ± 标准误差（x±s）表示计量资料，符合正态

分布则经 t 检验，不符合则以秩和检验；以率（％）

描述计数资料，经卡方（χ2）检验。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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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治疗前后 PSQI、HAMA 及 HAMD 评

分比较

治疗后两组 PSQI、HAMA 及 HAMD 评分均显著

降低，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治疗前后PSQI、HAMA及HAMD评分比较（x±s，分）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PSQI 12.19±1.84 5.30±0.96*# 12.03±1.78 8.65±1.52*

HAMA 12.34±2.98 6.01±1.46*# 12.40±2.87 8.62±1.75*

HAMD 14.35±3.01 7.12±1.63*# 14.41±3.06 9.24±1.82*

2.3　两组失眠综合疗效比较

失眠疗效评价显示，观察组 6 例痊愈，20 例

显效，20 例有效，6 例无效，总有效率为 88.46％

（46/52）；对照组 1 例痊愈，16 例显效，19 例有

效，16 例无效，总有效率为 69.23％（36/52）。观

察组的失眠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χ2=5.765，

P=0.016<0.05）。

2.4　两组血压形态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 35 例（67.31％）由非杓型血压纠

正为杓型血压，对照组仅 12 例（23.08％），观察组

显著高于对照组（χ2=24.119，P=0.000<0.05）。

2.5　两组治疗前后神经内分泌激素水平比较

治疗后两组 Ang Ⅱ、NE、Cor、ET-1 均较治疗

前显著降低（P<0.05），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治疗前后神经内分泌激素水平比较（x±s）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AngⅡ
（ng/L）

100.23±12.31 68.21±6.43*# 98.45±13.21 77.54±8.42*

NE
（μg/L）

1.17±0.12 0.35±0.06*# 1.18±0.15 0.84±0.11*

Cor
（μg/L）

270.23±18.94 192.34±15.43*# 266.02±20.21 232.23±16.78*

ET-1
（ng/L）

99.45±9.46 66.56±7.32*# 97.85±10.45 75.63±7.52*

2.6　两组 ADR 比较

观察组治疗期间 1 例头晕，1 例口干，1 例恶

心，ADR 率为 5.77％（3/52）；对照组 2 例头晕，2
例全身乏力，1 例食欲不振，1 例恶心，ADR 率为

11.54％（6/52）。两组 ADR 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χ2=1.095，P=0.295>0.05）。

3　讨论

老年高血压患者极易发生自主神经功能紊乱，

可导致心脏以及外周循环系统反射控制机制受损，

影响血压的自稳性，故更容易发生昼夜节律异常、

血压波动大等，增加靶器官损伤风险［1］。已有研究

表明，昼夜血压节律异常尤其是非杓型血压是诱发

心肌梗死、心力衰竭、脑血管疾病、微量白蛋白尿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动态血压及 HR 监测结果比较

与 治 疗 前 相 比 ， 治 疗 后 两 组 血 压 、 心 率 均

显著降低（P<0 .05），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治疗后两组 NDR 均显著提高，且观察组

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治疗前后动态血压及HR监测结果比较（x±s）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24hSBP（mmHg） 157.89±20.21 128.81±11.21*# 158.98±18.21 136.78±15.31*

dSBP（mmHg） 160.23±18.41 130.23±10.22*# 159.27±20.32 139.42±13.12*

nSBP（mmHg） 153.21±15.67 112.03±13.01*# 154.36±16.79 126.58±14.45*

24hDBP（mmHg） 109.21±14.69 78.89±12.21*# 108.98±15.21 89.20±13.34*

dDBP（mmHg） 112.31±15.42 88.34±13.52*# 114.03±16.78 95.64±15.31*

nDBP（mmHg） 105.43±14.24 71.23±9.91*# 105.46±13.02 83.01±11.24*

24hHR（次/min） 78.21±10.31 63.34±8.31*# 77.92±9.45 73.39±8.34*

dHR（次/min） 80.23±11.23 67.82±9.23*# 79.01±9.98 75.42±8.82*

nHR（次/min） 70.31±9.34 60.63±6.57*# 71.45±10.31 68.23±7.34*

NDR（％） 6.74±5.12 19.65±6.41*# 6.34±5.78 11.63±5.54*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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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高危因素［6］。老年高血压患者常伴有失眠现象，

两者之间可相互影响而加重病情。文献研究表明，

高血压伴长期失眠患者普遍具有血压昼夜节律异常，

大部分属于非杓型血压。非杓型血压、失眠均与尿

钠排泄量密切相关，而盐新陈代谢是影响血压昼夜

节律的关键因素，故非杓型高血压伴失眠患者有更

高的心脑血管并发症及靶器官损害风险［7］。周建妹

等［8］研究表明，睡眠不足可导致老年高血压患者的

心率变异性（HRV）降低，引起自主神经功能紊乱，

尤其是交感神经系统（SNS）活跃可导致血压波动增

加及 HR 加快，而血压及 HR 波动又将进一步加重失

眠。因此，维持良好的睡眠质量对于提高血压控制

效果具有积极意义，临床治疗中应充分衡量二者的

利弊，以获得理想临床预后。

氯沙坦钾氢氯噻嗪片是一种固定复方制剂，能

够有效改善高血压患者的昼夜血压水平，对恢复血

压节律具有重要作用。但单纯降压治疗对于高血压

患者的失眠症状意义不大，需要配合睡眠干预。目

前，临床对于高血压伴失眠患者多采用分开治疗的

方式干预，即在合理使用降压药物稳定血压的同时，

应用心理治疗、健康教育、行为干预等解决失眠困

扰，但疗效有限。艾司唑仑是世界范围内应用最为

广泛的苯二氮卓类催眠药物，能够缩短入睡时间、

增加睡眠时间并降低觉醒次数及时间。文献研究表

明，对高血压长期失眠患者在降压治疗的同时应用

艾司唑仑能够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更有利于血压

的控制［6］。但艾司唑仑自身并无降压作用机制，对

于因多因素所致长期失眠的老年高血压患者而言效

果不理想，且副作用较多，且可能出现成瘾性、戒

断综合征等，不宜长期使用。

佐匹克隆是一种新型镇静催眠药物，属于环吡

咯酮类化合物，其化学结构与药理作用与苯二氮卓

类药物具有明显区别。佐匹克隆结合受体及结合部

位均与苯二氮卓类药物相同，但作用区域不同，其

作用速度更快且疗效更为持久［9］。本研究对老年非

杓型高血压伴失眠患者在应用氯沙坦钾氢氯噻嗪片

治疗的基础上，分别于睡前服用艾司唑仑（对照组）

与佐匹克隆（观察组）治疗，结果显示，观察组的

PSQI 评分较对照组明显降低，且失眠总有效率较对

照组明显提高（88.46％ vs 69.23％，P<0.05），表明

佐匹克隆较艾司唑仑能够更好地改善老年非杓型高

血压伴失眠患者的睡眠质量。此外，治疗 4 周后两组

的 24hSBP、dSBP、nSBP、24hDBP、dDBP、nDBP、

24hHR、dHR、nHR 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NDR 均

明显提高，而观察组的改善幅度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与薛霞等［10］报道基本一致。表明镇静催

眠药物辅助治疗老年非杓型高血压伴失眠均能够有

效调节血压及 HR 水平，但佐匹克隆的效果更为显

著。可能是由于佐匹克隆的失眠治疗效果更好，能

够更好地延长患者的睡眠时间、提高睡眠质量，减

轻 SNS 及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统（RAAS）

功能亢进状态，而 SNS 与 RAAS 在非杓型高血压的发

生及临床转归中具有重要意义，故佐匹克隆对降压

治疗具有积极意义［12］。本研究中观察组治疗后血 Ang

Ⅱ、NE、Cor、ET-1 水平均较治疗前及对照组明显

降低（P<0.05），进一步证实佐匹克隆辅助治疗高血

压伴失眠能够有效下调神经分泌激素，减轻 SNS 与

RAAS 功能亢进，进而促使血压及心率降低。药理学

研究表明，常规剂量佐匹克隆不仅可发挥镇静、催

眠作用，同时还具有肌松及抗焦虑等作用［11］。本研

究中，两组治疗后 HAMA 及 HAMD 评分均显著降低，

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表明在老年非杓型高血

压伴失眠治疗中应用佐匹克隆能够减轻或消除患者

的焦虑、抑郁、紧张等负性情绪，进而重建大脑皮

质中枢的抑制 - 兴奋平衡，有利于血压节律及心率的

恢复。本研究中，观察组治疗 4 周后非杓型血压转变

为杓型血压率明显高于对照组（67.31％ vs 23.08％，

P>0.05），进一步证实佐匹克隆辅助治疗老年非杓型

高血压伴失眠能够恢复血压节律性，改善临床预后。

佐匹克隆的生物利用度及排泄率均较高，药理学研究

表明其服用后 80％可经肝脏代谢而随尿排出，次晨

残余作用较低，无记忆损害作用，辅助治疗高血压

伴失眠安全性较好［10，12］。本研究中，观察组与对照

组的 ADR 发生率并无明显差异（5.77％ vs 11.54％，

P>0.05），用药安全可靠。

综上所述，佐匹克隆联合氯沙坦钾氢氯噻嗪治

疗能够改善老年非杓型高血压伴失眠患者的心理状

态及睡眠质量，减轻 SNS 与 RAAS 功能亢进，提高

血压控制效果，恢复血压昼夜节律并降低心率水平，

且副作用较少，推荐应用于这类患者的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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