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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镁联合硝苯地平与单用硫酸镁
治疗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的效果比较
张冠峰
山东省泰安市妇幼保健院医务科，山东泰安 271000
[ 摘要 ] 目的 分析硫酸镁联合硝苯地平与单用硫酸镁治疗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简称妊高征）的效果。 方
法 选取泰安市妇幼保健院 2018 年 6 月至 2020 年 1 月收治的 86 例妊高征患者，根据患者入院先后顺序将
其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对照组 43 例予以单一的硫酸镁治疗，研究组 43 例患者在硫酸镁治疗基础上联合
硝苯地平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果以及妊娠不良结局总发生率，同时观察其治疗前后的血压指标变化、
脐动脉阻力指数变化及血黏度变化。 结果 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3.02%，高于对照组的 76.74%，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
。研究组的妊娠不良结局总发生率为 4.65%，低于对照组的 23.26%，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 0.05）。治疗前，两组血压指标、脐动脉阻力指数及血黏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
后，两组患者的血压指标、脐动脉阻力指数及血黏度均有明显下降，
且研究组各指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
。 结论 在妊高征患者的临床治疗中，相较于单一的硫酸镁治疗，在硫酸镁治疗基础上联
合硝苯地平治疗可以进一步提高患者的临床疗效，在强化患者血压控制效果的同时还可以更大程度上降低
脐动脉阻力指数以及血黏度，对改善其妊娠结局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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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effect between magnesium sulfate combined
with nifedipine and magnesium sulfate alone in the treatment of
pregnancy induced hypertension
ZHANG Guanfeng
Medical Department, Tai'a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Shandong, Tai'an 271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magnesium sulfate combined with nifedipine and magnesium
sulfate alone on pregnancy induced hypertension (PIH). Methods A total of 86 patients with PIH admitted to Tai'a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from June 2018 to Ja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s objec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n=43) and the study group (n=43)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admission.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agnesium sulfate, while the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nifedipine with magnesium sulfate.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the changes of blood pressure index, umbilical artery resistance index and blood viscosity were observ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93.02%, higher than 76.74%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4.65%, lower than 23.26%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lood pressure index, umbilical artery
resistance index and blood viscosi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blood pressure index, umbilical
artery resistance index and blood viscosity of the two group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index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Conclusion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PIH patients, compared with magnesium sulfate alone, magnesium sulfate combined with nifedipine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patients, strengthen the blood pressure control effect, and reduce umbilical artery
resistance index and blood viscosity to a greater extent, which play a crucial role in improving their pregnancy outcome.
[Key words] Pregnancy induced hypertension; Magnesium sulfate; Nifedipine; Therapeutic effect; Control effect of
blood pressure; Umbilical artery resistance index; Blood viscosity; Pregnancy outcome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简称妊高征）属于一种以

治疗极易导致患者进一步并发妊高征心脏病以及

高血压、水肿以及蛋白尿等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妊娠

心力衰竭等严重并发症，对母婴健康以及安全带来

期并发症，其发生可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及时进行

严重影响 [1]。近年来，我国妊高征发病率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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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因妊高征死亡的孕妇数量占妊娠类死亡总数

糖溶液剂量分别为调整为 60 ml 和 500 ml，
8 ～ 13 h

的 10% ~ 20%，已经成为导致孕妇死亡的主要原因

内滴注完毕，
每天滴注治疗一次，
持续治疗至产后1 d。

之一 。对于妊高征患者，在临床治疗上既要注意

研究组则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联合硝苯地平（德州

保障治疗效果，
又要尽可能的降低药物对产妇以及新

德药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10920005）治疗，治

生儿的不良影响 。硫酸镁以及硝苯地平均为目前

疗方法为口服，每次服用剂量为 10 mg，3 次 / d，持

临床常见的妊高征治疗药物，
为进一步分析其在妊高

续治疗至产后 1 d，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随访结束

征治疗中硫酸镁联合硝苯地平与单用硫酸镁治疗的

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效果，
本研究对泰安市妇幼保健院（我院）收治的 86 例

1.3

[2]

[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妊高征患者展开研究，
现报道如下。
1

①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疗效，
以血压恢复

资料与方法

至正常状态，同时临床症状大部分消失视为显效；以

一般资料

血压基本恢复至正常状态，
同时临床症状明显改善视

经 我 院 医 学 伦 理 委 员 会 审 核 批 准，选 取 我

为有效；以血压及临床症状均无改变视为无效 [5]。总

院 在 2018 年 6 月 至 2020 年 1 月 收 治 的 86 例 妊

有效率 = 显效率 + 有效率。②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

高 征 患 者，根 据 患 者 入 院 先 后 顺 序 将 其 分 为 对

后的血压指标变化，包括收缩压和舒张压。③观察

照 组 和 研 究 组，对 照 组 43 例，年 龄 22 ～ 33 岁，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脐动脉阻力指数及血黏度变化。

平 均（28.99±2.04）岁；孕 龄 34 ～ 43 周，平 均

④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情况。

1.1

（38.05±1.63）周；经 产 妇 和 初 产 妇 例 数 分 别 为

1.4

统计学方法

23 和 20 例；病 程 30 ～ 45 d，平 均（39.66±3.17）d；

应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分析研究结果，计

妊娠高血压分型中轻度、中度以及重度例数分别

量 资 料 以（ x ± s ）表 示，采 用 t 检 验，计 数 资 料 以

为 13、
16 和 14 例。研究组 43 例，年龄 21 ～ 32 岁，

[n（%）] 表示，采用 χ2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

平 均（28.96±2.05）岁；孕 龄 35 ～ 42 周，平 均

计学意义。

（38.02±1.60）周；经产妇和初产妇例数分别为 22
和 21 例；病 程 29 ～ 46 d，平 均（39.64±3.15）d；

2

结果

2.1

妊娠高血压分型中轻度、中度以及重度例数分别为
15、15 和 13 例。两组妊高征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3.02%，高于对照组的

76.7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纳 入 标 准：① 符 合 妊 高 征 相 关 诊 断 标 准

[4]

表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n（%）]

；

②签署知情同意书；③认知功能正常；④临床资

组别

n

料完整。

对照组

43 21（48.84） 12（27.91） 10（23.26） 33（76.74）

研究组

43 24（55.81） 16（37.21） 3（6.98） 40（93.02）

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妊娠合并症者；②合并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神经系统疾病者；③拒绝参与研究者；④治疗依从

χ2 值

4.440

性差者。

P值

0.03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仅安排给予硫酸镁治疗，具体治疗

2.2

两组治疗前后的血压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血压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方法为选择硫酸镁溶液（天津金耀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H12020994）和 5% 葡萄糖溶液，剂量分

义（P ＞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血压指标均有明

别为 20 ml 和 100 ml，一起混合静脉滴注治疗，后期

显下降，且研究组血压指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

根据患者治疗情况，可以将硫酸镁溶液和 5% 葡萄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表2   两组治疗前后的血压指标比较（x ± s，mmHg）
组别

n

对照组
研究组

收缩压

舒张压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43

152.43±10.97

145.08±8.78

3.420

0.001

98.12±5.73

92.08±4.47

5.450

0.000

43

6.991

0.000

10.712

0.000

152.48±10.95

137.76±8.41

98.09±5.74

86.67±3.99

t值

0.021

3.948

0.024

5.921

P值

0.983

0.000

0.98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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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治疗前后的脐动脉阻力指数及血黏度比较（x ± s）

组别

n

对照组
研究组

脐动脉阻力指数

血黏度（mPa·s）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43

0.61±0.02

0.45±0.04

23.461

0.000

4.81±1.03

3.62±0.96

5.542

0.000

43

54.096

0.000

10.609

0.000

0.62±0.03

0.27±0.03

4.83±1.02

2.64±0.89

t值

1.819

23.607

0.090

4.909

P值

0.073

0.000

0.928

0.000

2.3

两组治疗前后的脐动脉阻力指数及血黏度比较

疗中，可以显著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改善患者妊

治疗前，两组脐动脉阻力指数及血黏度比较，

娠结局。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以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及妊娠不良结局总发生率比较，研究组治疗总有效

脐动脉阻力指数及血黏度均有明显下降，且研究组

率显著更高，妊娠不良结局总发生率显著更低，差

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和钱玮等 [14] 报道

见表 3。

基本一致，进一步证实了硫酸镁和硝苯地平在妊高

2.4

两组妊娠不良结局发生情况比较

征患者中的良好治疗价值。除此之外，在血压指标、

研究组的妊娠不良结局总发生率为 4.65%，
显著

脐动脉阻力指数及血黏度方面，对照组治疗后的血

低于对照组的 23.2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

压指标、脐动脉阻力指数及血黏度均显著高于研究

见表 4。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李瑞娟 [15] 也
在研究中指出，相较于单一硫酸镁治疗的妊高症患
者，硫酸镁联合硝苯地平治疗的妊高症患者，其收

表4   两组妊娠不良结局发生情况比较[n（%）]

缩压以及舒张压要显著更低，和本研究结果一致。

组别

n

胎盘早剥

剖宫产

对照组

43

2（4.65）

5（11.63）

3（6.98） 10（23.26）

说明在改善患者血压方面，硫酸镁联合硝苯地平治

研究组

43

0（0.00）

1（2.33）

1（2.33）

2（4.65）

疗更具优势。这主要是由于硫酸镁可以有效降低

χ 值

6.198

患者运动神经末梢乙酰胆碱量，有利于松弛其机体

P值

0.013

骨骼肌，缓解血管痉挛；而硝苯地平可以选择性抑

产后出血

2

总发生

制心肌细胞膜钙通道，有利于改善患者微循环，同
3

讨论

时其血药浓度平稳，可以在更大程度上降低患者血

妊高征在临床上属于一种常见的妊娠合并症，

压波动，两者联合使用可以充分发挥其各自优势，

以持续性高血压为主要临床特征，同时患者还会伴

起到良好的协同作用，进而有效提高治疗效果，强

有不同程度的水肿以及蛋白尿等症状，在发病时，

化患者血压控制效果，改善患者妊娠结局 [16]。

患者可出现恶心、抽搐以及头痛等症状，甚至可损

综上所述，在妊高症患者的临床治疗中，相较

害患者心、肾以及脑等脏器，致使胎儿宫内呼吸窘

于单一的硫酸镁治疗，在硫酸镁治疗基础上联合硝

迫，对母婴健康带来严重影响

。对于妊高征，目

苯地平治疗可以进一步提高患者的临床疗效，在强

前临床对其具体发病机制还未完全明确，因此在治

化患者血压控制效果的同时还可以更大程度上降

疗上还是以降压以及解痉调脂等作为主要治疗原

低脐动脉阻力指数以及血黏度，对改善其妊娠结局

则，但是治疗效果有限 。硫酸镁是临床常见的一

具有重要作用。

[6-7]

[8]

种治疗妊高征药物，具有镇静止挛、抑制子宫收缩
以及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等作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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