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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ypertension can induce the treble-tone perceptive hearing loss, as the studies go on, it is found
that the main reason is the change of the environment in the inner ear caused by ischemia, and,
the hearing loss is associated with hypertension in gene level. At present, there is no method to
heal the treble-tone perceptive hearing loss, so we must diagnose it as early as possible to reduce
the hearing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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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血压病可引起高频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发现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内耳缺血引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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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耳局部内环境的改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高血压病和听力损失在基因学上存在一定联系。目前高频感
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无法治愈，应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从而缓解听力受损程度。

关键词
高血压，听力损失，缺血，内耳，基因

1. 引言
世界卫生组织 2014 年《耳聋和听力损失实况报道(第 300 号)(一)》报道：全球有 3.6 亿人有残疾性听
力损失(全世界人口的 5%)。听力损失给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大影响，严重者可导致其沟通障碍
和心理障碍。目前，导致听力损失的因素中，原发性高血压病占有一定的比率。随着生活压力的加大，
高血压病患者日益增多，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1]，尤其是高危患者，听力损失会更受影响。
高血压引起听力损失被我们重视，从最早 Simmons (1968)认为耳聋 75%与血管病变有一定的关系，
Borg (1982)开始高血压动物模型的建立，发现高血压小鼠比正常组听阈偏高。Hesse (1986)等提出高血压
病是听力损失的影响因素之一，尤其对高频感音神经性聋。Franz 等(1997)通过电镜观察高血压缺血改变
时的耳蜗微血管，处于代偿收缩状态。Tange 等(1998)对高血压患者颞骨组织进行病理切片研究内耳，发
现耳蜗血管渗透性增加、血管纹肿胀等病理改变，表明高血压病可引起内耳微循环的改变。目前采用较
多的听力动物模型是通过噪声和耳毒性药物[2]，改变耳蜗的外毛细胞内环境，采用现代技术手段检测耳
蜗形态结构改变，建立动物模型。这对高血压对听力损失的研究起着重要的作用。以及发展到目前比较
热门的基因组研究，发现高血压与耳聋患者基因突变存在一定的联系。
高血压病通过影响内耳血流量、血液粘滞度以及神经递质和酶等在内耳组织中的含量改变，影响内
耳供血障碍、螺旋器、螺旋神经节，听神经的退行性变[3]，引起高频感音性听力损失。其发病机制可大
致总结为以下两点：

2. 缺血、缺氧因素
高血压病引起血压、血流、血液粘度等改变，引起血管痉挛、硬化、痉挛、栓塞、血栓形成，血流
量减少，从而引起内耳缺血，缺氧，引起听力损失。内耳的血供来自迷路动脉，迷路动脉可来自小脑下
前动脉、基底动脉、椎动脉、小脑下后动脉，迷路动脉入耳后分出前庭前动脉(供应椭圆囊斑，部分球囊
斑，前、外半规管)和耳蜗总动脉，耳蜗总动脉分出耳蜗主动脉(供应包括蜗轴及耳蜗 3/4)和前庭耳蜗动脉
(再分出耳蜗支和前庭后动脉，其中耳蜗支供应耳蜗底部 1/4 及周边的蜗轴)。供应耳蜗的动脉穿过蜗轴的
小孔形成动脉网，供给螺旋器、螺旋神经节、鼓阶骨壁、螺旋韧带等。这些动脉皆为终末支，无侧支循
环，因此这些血管病变、血流及血液成分改变时，影响耳蜗的血供，出现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4]。研究
表明高频听阈与耳蜗蜗底有一定的关系，耳蜗供血不足时候，可表现为高频感音性听力损失。
研究高血压患者内耳图像分析发现[5]：血管纹(耳蜗外壁的重要部分)的毛细血管硬化及螺旋韧带相
邻的基底细胞损伤，继而影响血管纹参与的耳蜗 K+平衡，导致听力损伤。内耳的血供不足时，导致内耳
缺血、缺氧，内耳局部生成大量自由基，这些自由基超出自身的清除作用后，螺旋器发生变性萎缩和耳
蜗神经元缺失[6]，产生听力损失。李丽等[7]通过研究豚鼠耳蜗螺旋动脉平滑肌细胞和内皮细胞静息膜电
位特性，耳蜗螺旋动脉血供差时，该血管的平滑肌细胞和内皮细胞静息膜电位紊乱，导致内耳微循环障
碍，影响听力。Kiluchi [8]提出内耳缝隙连接是感觉毛细胞 K+产生动作电位，维持内耳的听阈。内耳供
血不足，血液 PH 值改变，影响缝隙连接通透性，造成螺旋器的 K+中毒，就会引起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

82

高血压对听力损失的影响

[9]。高血压可影响耳蜗外侧壁 Na+-K+-ATP 酶的含量，导致高血压可使耳蜗内淋巴中 K+和 Na+浓度发生
改变，引起高频听力损失[10]。
Lyon 等(2000)在大鼠的迷路动脉及蜗总动脉上发现分布血管活性肽(VIP)和 P 物质(SP)。丁娟等[11]
通过实验验证高血压引 VIP 和 SP 升高，引起听力下降。组织缺氧时候，导致琥珀酸脱氢酶、一氧化氮、
内皮素[12]、前列腺素、乳酸脱氢酶[13]等升高，引起外周血中含量增高、听力损失患者耳蜗存在异常神
经传递信号。尤其琥珀酸脱氢酶对耳蜗的血管纹、毛细胞和螺旋韧带影响较大，影响因素相对最强。吴
刚勇等[14]研究表明，随着高血压分级的增加，内脂素水平相应升高。内脂素水平在调节血管生理功能、
在血压调节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通过作用于内皮功能影响血压，目前内皮功能最新研究其损害机
制，主要集中在血管内皮祖细胞的数量与功能受损，一氧化氮活性、氧化应激与炎症反应等，都与动脉
粥样硬化密切相关，从而使耳蜗血供的阻塞程度加重。

3. 基因学因素
随着基因研究水平的深入，突变分析在疾病基因诊断中被广泛的使用。中国耳聋患者 GJB2 [15]、
SLC26A4 [16]基因突变导致听力损失比例非常高。其中 GJB2 基因的基因型和表型的关系对于听力损失
发病的机制有着重要影响。GJB2 基因定位在染色体 13a11，Schlingmann [17]等发现 GJB2 编码蛋白
CLC-Ka 和 CLC-Kb 联合缺失时可导致感音性耳聋，其通过表达蛋白异常，导致内耳局部 K+和 Na+紊乱，
引起内耳损伤。然而 CLC-Ka 和 CLC-Kb 的 β 亚基(即 BSND 编码蛋白)，这种蛋白不仅在耳蜗血管纹边
缘细胞的基底外侧膜表达，而且在髓襻及肾小管上皮细胞中也有表达。对于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
系统活性增高引起的高血压病患者，不仅表现在血压升高，还对听力产生一定的影响[18]。
总之，高血压病引起耳蜗局部组织缺血、缺氧，造成耳蜗内环境的紊乱，导致听力的损失，同时，
某些继发性高血压病还可以通过基因表达蛋白异常影响听力。高血压病引起的听力损失，一般以 4000 Hz、
8000 Hz 高频感应听力损失为主[19]，目前，这种高频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治疗困难且无法治愈，患者应
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从而缓解听力损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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