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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与共识

2019 中国家庭血压监测指南
中国高血压联盟《家庭血压监测指南》委员会

摘要
随着自动电子血压计在家庭中的普及，家庭血压监测已成为高血压管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为了促进家庭血压
监测的规范化发展，中国高血压联盟《家庭血压监测指南 》委员会在 2012 年《家庭血压监测中国专家共识 》的基础上，
就家庭血压监测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制定了中国家庭血压监测指南。其中，就血压计的选择与校准、血压测量
的频率（次数 ）与时间（天数 ）以及家庭血压的正常值等重要问题提出了明确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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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Guideline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Hypertension League.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 Jiguang, Email: jiguangw@163.com
Abstract
In China, automated blood pressure measuring devices are frequently used for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at home.
Home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management of hypertension. There is therefore a need
to establish guideline for home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on the basis of the 2012 consensus document. In this guideline
document, the committee put forward recommendations on the selection and calibration of blood pressure measuring devices,
the measurement frequency (times) and measurement duration (days) of blood pressure, and the diagnostic threshold of blood
pressure measured a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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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 30 年来，我国高血压防治工作取得了长足
进步。根据 2012~2015 年全国高血压抽样调查，18
岁以上成人高血压（≥ 140/90 mmHg，1 mmHg=0.133
kPa）患病率（未调整人口比例粗率 ）为 27.9%，知晓
率为 46.9%，治疗率为 40.7%，控制率为 15.3%，知
晓治疗率为 86.8%，治疗控制率为 37.6% [1]。与 2002
年第四次全国营养与健康调查相比，高血压患病率
显著升高（+9.1%）
，控制率也显著提高（+9.2%）[2]。
但不管是知晓率，还是治疗控制率都还处于不足
50% 的较低水平 [1]。如何提升知晓率和治疗控制率，
还需不断提升技术能力，加大工作力度。血压的测
量有助于个人知晓血压情况以及血压控制情况，而
家庭血压监测更是可以发挥出重要作用。
目前，随着高血压诊治理念的创新与发展，家
庭血压监测得以普及，家庭血压监测已成为有效提高
高血压知晓率与控制率不可或缺的手段。尤其是随着

电子血压计在家庭中的普及，许多高血压患者都可以
比较规范地进行家庭血压监测 [3]。但值得注意的是，
现阶段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许多有重要临床应
用价值的家庭血压监测相关技术进步未能充分发挥作
用，比如互联网、无线通信与云计算等各种信息技术
高度发达，但血压测量数据的记录、存储、分析、解
读等仍处于较低的纸质水平；另一方面，许多尚不成
熟的技术却十分吸引公众的注意，比如无袖带血压测
量技术仍处于早期研究与开发阶段，但各种类型的无
袖带血压计，甚至是非接触式“血压计 ”却已随处可
见。因此，尽管我国家庭血压监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
“量”的进步，但还需要推进“质”的进步，即提升家
庭血压监测的规范化、信息化与智慧化水平，以进一
步推动家庭血压监测事业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家庭
血压监测在高血压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包括 2018 年新版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4] 在内 ,
近期发表的多个国家或区域高血压指南都强烈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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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家庭血压监测 [4-6]。许多国家与区域学术组织还
专门制定了家庭血压监测指南或共识等 [7-12]。2012
年，中国高血压联盟等学术组织合作发布了“家庭
血压监测中国专家共识 ”[13]。2018 年，HOPE Asia
Network 陆续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家庭血压监测的亚洲
地区文件 [12,14]。过去几年的第一届至第五届中国血
压监测学术会议期间，我们也对家庭血压监测进行
了深入讨论，希望在已有共识基础上制定“中国家
庭血压监测指南 ”
。尽管家庭血压监测的实施主体
是高血压患者或社会大众，但本指南的阅读对象是
高血压管理专业人员，希望这一文件能够帮助高血
压管理者充分利用家庭血压监测，并为广大高血压
患者或社会大众提供专业化的家庭血压监测指导。
2 家庭血压监测的意义
2.1 提高高血压的知晓率
家庭血压监测不仅是高血压患者需要做的事
情，每个人都应该进行家庭血压监测，包括那些自
认为血压尚处于正常范围者。家庭拥有血压计并进
行家庭血压监测的重要价值，在于那些“血压正常 ”
者通过定期测量血压可以及时发现血压升高，从而
对高血压进行及时的诊断和治疗，预防心脑血管并
发症的发生。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北京、上
海 [15]、广州 [3] 等大城市家庭拥有血压计的比例较高，
高血压的知晓率与控制率也较高 [3,15]。
2.2 提高高血压诊断的准确性
家庭血压监测在家中进行，测量次数和天数均
可以比较多，因此，可以更准确、更全面地反映一
个人日常生活状态下的血压水平。和动态血压监测
相似，家庭血压监测可以有效鉴别出那些只有在诊
室测量血压时才升高的“白大衣性高血压 ”
或“白大衣
性未控制高血压 ”
，以及在家庭测量血压时升高的“隐
匿性高血压 ”或“隐匿性未控制高血压 ”[16]。这样可
避免“白大衣性高血压 ”患者过度降压治疗的潜在风
险，也可以及时控制“隐匿性高血压 ”
的心血管风险。
2.3 提高高血压患者判断预后的准确性
与诊室血压相比，家庭血压监测在预后判断方
面具有一定优势。日本进行的 Ohasama 研究提供了
强有力的证据 [17]。Ohasama 研究是一项较大样本的
前瞻性自然人群研究，在 1 702 名 Ohasama 居民中
测量诊室血压、动态血压及家庭血压。在平均随访
11 年期间，共发生脑血管病事件 141 例（其中脑卒
中 137 例，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4 例 ）
。如果分别根
据诊室与家庭血压对血压进行分类，家庭血压提高
脑卒中预测水平的优势明显 [17]。

2.4 提高降压治疗的达标率
家庭血压监测除了可以提高高血压的诊断水
平，还可以提高高血压控制率 [18]。家庭血压监测可
以让接受降压治疗的高血压患者充分了解其血压水
平，及时检测到尚未控制的血压，为调整降压治疗
方案提供决策依据，及早将血压控制到目标水平。
3 监测方法
3.1 家庭血压监测条件
如果采用上臂式血压计进行家庭血压监测，测
量血压的一般条件和在诊室测量血压时大致相似。
在有靠背的椅子上坐位休息至少 5 min 后，开始测
量血压。测量血压时，将捆绑袖带一侧的前臂放在
桌子上，捆绑袖带上臂的中点与心脏同一水平，两
腿放松、落地。也可采用更舒适一些的落座条件，
比如沙发等稍矮一些的坐位，但应确保捆绑袖带的
上臂的中点与心脏处于同一水平。
3.2 选择大小合适的袖带与气囊
应在采购血压计时要求销售者提供与血压计主
要使用者上臂周径匹配的大小合适的袖带。目前大
部分电子血压计都配置了适用于大多数测量者的标
准袖带（上臂臂围＜ 32 cm）和供上臂臂围较大者使
用的大袖带（上臂臂围≥ 32 cm）
。如果给儿童、青
少年或其他上臂过细者测量血压，应选择小袖带。
3.3 记录所测量的血压数值
测量完成后，如果所使用电子血压计具有自动
传输功能，可以自动传输到相应的管理网站、手机
应用或程序，存储、分析；如果血压计没有自动传
输功能，也可手动输入到相应的管理网站、手机应
用或程序，存储、分析；如无法自动传输，也不能
手动输入血压测量结果，则应将测量结果完整地记
录在笔记本上，以备需要时使用。记录内容应包括：
测量血压者姓名，测量日期与时间，收缩压、舒张
压与脉搏，如果血压计提供了平均压或脉搏压，也
应一并记录下来。随着无线通讯技术能力的快速提
升，具有自动传输功能的电子血压计在高血压远程
管理中的优势明显，是家庭血压监测的优先选择。
3.4 学习血压计的使用方法
在采购血压计时或采购之后，详细了解血压计
的使用方法。需要时，还可到就诊的医疗机构寻求
帮助，对血压计进行准确性验证或校正。
与校准
4 血压计的选择（验证 ）
4.1 选择经过标准化方案验证的电子血压计
电子血压计须按照标准化的验证方案进行准确
性验证。近年来，欧洲高血压学会（Europea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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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ypertension，ESH）与国际标准组织（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ISO）
、美国国家标准机构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ANSI）/ 医疗
器械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Medical
Instrumentation，AAMI） 联 合 制 定 了 统 一 的 AAMI/
ESH/ISO 血压计准确性验证方案 [19-20]。未来，将通
过与各国政府监管机构以及企业界合作，使这一方
案成为唯一的血压计准确性验证方案，在全球范围
内推广应用。通过临床验证的血压计可在相关网站
查询（www.dableducational.org 或 www.bhsoc.org）
。
4.2 血压计需要定期进行校准
血压计在使用期间，应定期进行校准，至少每
年 1 次。可在购买处或就医处寻求帮助，进行校准。
一些销售网络较完善的企业通常也会提供其所售血
压计的校准服务。
4.3 上臂式全自动示波法电子血压计
经过验证的上臂式全自动示波法电子血压计准
确性和重复性均较好，临床研究证据较多，测量方
法易于掌握，是家庭血压测量的优先推荐。
4.4 腕式全自动示波法电子血压计
腕式血压计测量血压携带更为方便，且使用时
不需暴露上臂，在寒冷地区或脱衣服不方便者（残
疾人 ）使用较方便，但不同血压计之间前臂的放置
方法差别较大，因此，如果选择使用腕式血压计，
需严格按照血压计的使用说明进行血压测量。
4.5 手指式全自动示波法电子血压计
手指血压测量结果与上臂血压之间有较大差
别，而且变异较大，因此，不建议使用手指式血压计。
4.6 听诊法汞柱血压计
由于汞柱血压计需要使用听诊器确定克氏音的
第一音（即开始音，收缩压 ）和第五音（即消失音，
舒张压 ）
，因此需要专门训练才能分辨清楚。而且，
汞是一种对人体有严重危害的重金属，一旦污染环
境，永远在外环境与生物体之间循环，因此，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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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使用汞柱血压计进行家庭血压监测。
4.7 听诊法模拟汞柱或气压表式血压计
这些血压计没有汞污染问题，但和汞柱血压计
一样需要听诊克氏音，也不建议在家庭血压监测中
使用。
4.8 各种类型的无袖带血压测量
如果能够不用充放气测量血压，将显著提高血
压测量的舒适性。如果能够进行每一个心动周期的
血压测量，更可实现血压的实时持续监测。但截至
目前，这样的血压测量技术仍在研究阶段，尚无任
何无袖带血压计通过上述标准方案的准确性验证，
包括不需要充放气的手腕式血压计以及手指式 APP
血压计，均不建议使用。
、时间、天数
5 家庭血压测量的频率（次数 ）
家庭血压监测在家中进行，因而会受到生活
方式的影响。综合考虑各国指南建议（表 1）[7-12，14]
以及我国居民的生活方式，参考我国有关研究的结
果 [15,21-23]，本指南建议：
家庭血压监测的时间和频率建议

家庭血压监测时，应每日早上、晚上测量
血压，每次测量应在坐位休息 5 min 后，测 2~3 次，
间隔 1 min。
●
初诊患者，治疗早期或虽经治疗但血压尚
未达标患者，应在就诊前连续测量 5~7 d；血压控
制良好时，每周测量至少 1 d。
● 通常，
早上血压测量应在起床后 1 h 内进行，
服用降压药物之前，早餐前，剧烈活动前。考虑
到我国居民晚饭时间较早，建议，晚间血压测量
在晚饭后、上床睡觉前进行。不论早上还是晚上，
测量血压前均应注意排空膀胱。
● 为了确保家庭血压监测的质量，血压监测
期间应记录起床、上床睡觉时间、三餐时间以及
服药时间。
●

表 1 各国家庭血压监测指南中家庭血压测量的频率（次数 ）
、时间、天数
指南与共识

频率（次数 ）

2008 年美国心脏协会家庭血压监
测指南 [7]

每次测量，测量 2~3 次，间隔 1 min

每日早、晚测量

时间
连续测量 7 d

天数

2008 年欧洲高血压学会家庭血压
监测指南 [8-9]

每次测量，测量 2 次，间隔 1~2 min

每日早、晚测量，晚间血压测量
在晚饭前进行

每次就诊前连续测量至少 3 d，最好 7 d

2012 年日本高血压学会家庭血压
监测指南 [10]

每次测量前坐位休息 1~2 min，测量
1~3 次

每日早、晚测量血压，晚间血压
测量在晚饭后进行

长期坚持家庭血压监测，每周至少测量 5 d，
血压控制良好时，每周至少测量 3 d

2016 澳大利亚家庭血压监测专家
建议 [11]

每 次 测 量 前 坐 位 休 息 5 min， 测 量
2~3 次，间隔 1 min

上 午、 下 午 同 一 时 间 测 量 血 压，
晚间血压测量在晚饭前进行

连续测量 7 d，至少测量 5 d

2018 HOPE Asia Network 专家建
议 [12,14]

每次测量前坐位休息 2 min，至少测
量 2 次，间隔 1 min

早、晚测量血压，晚间血压测量
在晚饭后进行

连续测量至少 3 d，最好 7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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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家庭血压的诊断与疗效判断标准
主要家庭血压监测指南建议，家庭血压的平均
值≥ 135/85 mmHg 时可以确诊高血压，或血压尚未
控制 [7-12,14]。部分指南还提出了家庭血压正常值建议，
ESH 建议正常值为 <130/80 mmHg[8-9]，而日本高血压
学会的建议则是，<125/80 mmHg 为正常，<125/75
mmHg 为完全正常 [10]。
我国尚无家庭血压监测正常值研究结果。综合
各国指南、共识中有关建议 [7-12,14]，本指南建议：
家庭监测血压的正常值和意义

家庭血压的平均值≥ 135/85 mmHg 时，可
以确诊高血压，或血压尚未控制。
● 当诊室血压≥ 140/90 mmHg，而家庭血压
<135/85 mmHg 时，可诊断为“白大衣性高血压 ”
或“白大衣性未控制高血压 ”
。
● 当诊室血压 <140/90 mmHg，而家庭血压
≥ 135/85 mmHg 时，可诊断为“隐匿性高血压 ”
或“隐匿性未控制高血压 ”
。
●

通过家庭血压监测，还可以评估清晨血压 [12,14,24-25]
与晚间血压 [12,14]，根据清晨与晚间血压的平均值是
否≥ 135/85 mmHg，诊断清晨高血压与晚间高血压；
在接受降压治疗的患者中，可判断清晨与晚间血压
是否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7 建议
（1）在高血压的诊治与管理中，除了测量诊室
血压，进行动态血压监测外，还须建议患者进行家
庭血压监测。
（2）建议高血压患者选择按照标准方案进行过
准确性验证的上臂式示波法全自动电子血压计，并
根据上臂周径选择大小合适的袖带。
（3）家庭血压监测每日早、晚各测量 2~3 个读
数，间隔 1 min，取平均值。初诊、治疗早期或虽
经治疗但血压尚未达标患者，应在就诊前连续测量
5~7 d；血压控制良好时，每周测量至少 1 d。
家庭血压测量是提高高血压知晓率的有效手
段，因此，建议没有诊断高血压的家庭成员也应在
家中定期测量血压，每年至少测量 1 次；如果家庭
血压未达到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但水平较高，为
130~134/80~84 mmHg，则应增加血压测量的次数，
每月至少测量 1 次血压。
（4）高血压管理者应积极推动家庭血压监测，
包括目前接受降压治疗的高血压患者，以及目前血

压正常者；指导高血压患者选择合适的血压计及袖
带等附件，并对患者进行血压测量知识与方法的培
训；制定或变更治疗方案时参考患者的家庭血压监
测记录。
中国高血压联盟《家庭血压监测指南 》委员会（按姓名拼
音字母排序 ）：
卜培莉（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陈鲁原（广东省人民医院 ），
陈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陈源源（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 ），程文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
院 ），初少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崔
兆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戴秋艳（上海交通大学附属
第一人民医院 ），冯颖青（广东省人民医院 ），李卫华（厦门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燕（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 ），李勇（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林金秀（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
刘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蒋雄京（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 ），姜一农（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牟建军（西安
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彭应心（河北省人民医院 ），宋雷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孙宁玲（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
王继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瑞金医院北院、
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 ），王彦（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 ），喜杨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谢良地（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
薛浩（解放军总医院 ），余静（兰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余蔚
（浙江医院 ），张宇清（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祝之明（陆
军军医大学附属大坪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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