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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卡地平与拉贝洛尔治疗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比较
阮焱，翟桂荣，王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产科，北京１０００２６）
摘 要： 目的 对比观察静脉用尼卡地平与拉贝洛尔治疗严苇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降压效果及对孕妇血
液动力学的影响。方法１００例妊娠高血压疾病患者，收缩压≥１６０ｍｍＨｇ和（或）舒张压≥１１０ｍｍＨｇ，随机
分为静脉点滴尼卡地平组和拉贝洛尔组，根据血压每５分钟调整１次药物剂量直至达到预期理想血压（１４０
—１５０／９０—１００ｍｍＨｇ）。用ＭＰ妊高征监测系统通过桡动脉记录患者用药前和用药后４—６小时心脏指数
（ｃＩ）、外周阻力（ＴＰＲ）变化。电子胎心监护仪、Ｂ超观察用药前用药后２小时胎心监护变化、脐动脉血流Ｓ／
Ｄ值：结果达预期血压的时间尼卡地平组（１３．１４±２．４６）分钟略短于拉贝洛尔组（１８．４１±１５．９９）分钟，
但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结论除尼卡地平组观察到有轻度的心动过速发生外，均无严重不良
反应发生，母婴耐受良好。
关键词：尼卡地平；拉贝洛尔；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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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孕期常见医学问题，通常分

科住院患者。选择标准：①孕周ｉ＞２４周。②妊娠期高

为：妊娠期高血压；子痫前期一子痫；慢性高血压并发

血压疾病（诊断标准及分类根据第六版《妇产科学》诊

子痫前期；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如收缩压≥

断标准）…收缩压≥１６０ｍｍＨｇ或（和）舒张压≥

１６０ｍｍＨｇ或（和）舒张压≥１１０ｍｍＨｇ时，患者随时会

１１０ｍｍＨｇ者。排除标准：合并心衰。符合标准者随机

出现严重的母儿并发症，治疗时除了解痉、镇静之外，

分为尼卡地平组（４６例）与拉贝洛尔组（５２例）。

降低血压对预防脑血管意外和心衰的发生有十分重要

两组间在孕产妇年龄、产次、孕龄及妊娠期高血压

的意义。尼卡地平为第二代二氢吡啶类钙离子拮抗

疾病构成（重度子痫前期／慢性高血压并发子痫前

剂，具有扩张外周血管、冠状动脉、脑血管及肾小动脉，

期）、治疗起始点血压、心率均无显著性差异（见表１）。

从而降低血压，增加重要脏器的血流量。拉贝洛尔为

表１患者一般资料

ａ及１３肾上腺素能受体阻滞剂，急性降压效果主要是
通过阻断ａ。受体引起外周血管扩张阻力下降所致，长

尼卡地平组

拉贝洛尔组

（ｎ＝４６）

（／７，＝５２）

期用药后的降压作用与Ｂ受体阻断有密切关系。两

年龄（岁）

３１．８±１

种药物已广泛用于治疗内科高血压及危象，效果显著。

孕龄（周）
初产妇

３６（７８．３％）

也有用于重度子痫前期的报道，国内相关资料较少。
本研究将尼卡地平与拉贝洛尔静脉给药治疗严重妊娠

期高血压疾病，对比观察其紧急降压效果及对孕妇血
液动力学及胎儿的影响。

３２．５±０．６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类型
重度子痫前期
慢性高血压并发子痫

３７（８０．４％）
９（１９．６％）

烈姗嚣 热㈨嵩

前期
治疗起始点

１资料与方法

收缩压（ｍｍＨｇ）
舒张压（ｍｍＨｇ）

１７０．５３±２．２９

１７７．１０±１３．１５

１１５．７９±２．０７

１１５．９３士９．８５

１．１病例选择本院２００３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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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４６·论著·
药物及给药方法

１．２

尼卡地平组用尼卡地平

例（１００％）患者在剂量达２ｍｇ／ｍｉｎ均有效。治疗期间
两观察组的血压变化，见图１。

（１０ｍｇ／支）、０．２１ｘｇ／（ｋｇ·ｒａｉｎ）开始输液泵持续静点，
每５分钟测量１次血压，根据血压随时调节药量，５一
ｌＯｎｇ／次，最高用量可以调至４¨ｇ／（ｋｇ·ｍｉｎ），直至预
期血压（１４０～１５０／９０—１００ｍｍＨｇ）。至预期血压后继
续用输液泵持续静点，并随时根据血压测量情况调节
输液速度。待血压基本稳定达２４小时改口服尼卡地
平控释片（４０ｍｇ／片，每１２小时口服１次）。
拉贝洛尔组用盐酸拉贝洛尔注射液（规格１０ｍｌ：
５０ｍｇ／支）、０．２ｍｇ／ｍｉｎ开始输液泵持续静点，每５分钟
测量１次血压，根据血压随时调节药量，０．１—０．２ｍｇ／
次，最高用量可以调至４ｍｇ／ｍｉｎ，直至预期血压。至预．
期血压后继续用输液泵持续静点，并随时根据血压测量．
情况调节输液速度。待血压基本稳定达２４小时改口服
柳氨苄心定片（５０ｍｇ／片，每８小时口服１００ｒｎｇ）。

图Ｉ

治疗期间两观察组的血压变化

２．２心率变化尼卡地平治疗后心率增加，治疗前后
一差异有显著意义（Ｐ＜０．０５），但多数患者可耐受。５例

两组均同时据指征应用硫酸镁静点解痉治疗，有扩

有心悸主诉，２例需用药物治疗，给予倍他乐克１２．５ｍｇ

容指征者加用扩容治疗。停药标准：①尼卡地平组用量

口服，３０分钟后缓解。拉贝洛尔治疗后心率反而减

超过４１ａｅ／（ｋｇ·ｍｉｎ），拉贝洛尔组用量超过４ｍｇ／ｍｉｎ而

慢，治疗前后差异有非常显著意义（Ｐ＜０．０１），但仍在

血压未下降；②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例如：皮疹、心衰、严

正常范围（见图２）。

重低血压致胎心监护胎心基线率下降超过１０ｂｐｍ。
…一拉贝洛尔

１．３观察项目

———掂卡地平

孕妇观察①２４小时动态血压监护仪监测记

１．３．１

录血压、脉搏。最初每５分钟１次，记录到达预期血压
的时间、给药剂量，待血压稳定后每２小时测量血压１
次，了解其稳定程度。②不良反应。③应用本院与北
京工业大学联合研制的ＭＰ妊高征监测系统通过桡动
脉测量孕妇用药前和用药４～６小时的心脏指数
（ＣＩ）、外周阻力（ＴＰＲ），了解拉贝洛尔对孕妇血液动

力学的影响。④孕妇治疗过程中的并发症。
１．３．２胎儿观察

电子胎心监护仪监测治疗前０．５

图２治疗期间两观察组的心率变化

小时及治疗２小时内胎心监护变化，Ｂ超监测治疗前

２．３不良反应尼卡地平组有５例诉潮热，但可耐

和治疗后２４小时胎儿脐血流Ｓ／Ｄ值变化。

受，拉贝洛尔组１例患者诉乏力，经查为硫酸镁滴速过

１．４统计学方法采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包，计量资料

应用ｔ检验、方差分析，计数资料应用ｒ检验进行统计
学处理。
２结果
２．１

降压效果尼卡地平与拉贝洛尔均能有效降压。

静脉应用尼卡地平后（１３．１４±２．４６）分钟（５—４０分
钟）降至预期血压，有效率１００％。有４０例（８７．ｏ％）
患者给药剂量在１斗ｇ／（ｋｇ·ｒａｉｎ）范围内，全部４６例
（１００％）患者在１．４¨ｇ／（ｋｇ·ｍｉｎ）以下达到预期血
压。静脉应用拉贝洛尔后（１８．４１ ４－１５．９９）分钟（５～
４５分钟）降至预期血压，有效率１００％。有４８例

（９２．３％）患者给药剂量≤１ｍｇ／ｍｉｎ即可有效降压，５２

万方数据

快，考虑为血镁浓度过高所致，重新调整输液速度，１
小时后症状明显缓解。两组均未发现嗜睡、胃肠不适、
严重低血压等不良反应。
２．４临床指标治疗前尼卡地平组有１９例，拉贝洛
尔组有１３例诉头痛、头晕，经治疗后自觉症状均缓解。
尼卡地平组与拉贝洛尔组胎心监护基线均无降低，胎
心监护改善率无显著性差异（尼卡地平组２２％、拉贝
洛尔组２６％，Ｐ＞０．０５）。２组治疗后Ｂ超脐血流Ｓ／Ｄ
较治疗前有所下降，但较治疗前无统计学意义；用药后
患者外周阻力（ＴＰＲ）明显下降（Ｐ＜０．０１），心脏指数
（ｃＩ）略有提高，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详见
表２、表３）。

（堂堡』§主圄匿型》垫！Ｑ生笙箜鲞箜Ｚ塑
表２尼卡地平组用药前后患者血液动力学变化

·论著·４７
血管阻力的同时增加子宫胎盘血流Ｈ Ｊ，罕见的母婴不
良反应，使其普遍应用∞’６ Ｊ。但控制血压个体差异较

大，治疗前无迹可循。另外，哮喘、窦性心动过缓、严重
房室传导阻滞为其禁忌证。
我们的研究评价了两药静脉点滴治疗妊娠期高血压
急症的有效性、安全性及可操作性，证实两药均能稳定、
表３拉贝洛尔组用药前后患者血液动力学变化

安全、有效地降压，对胎盘血流灌注、孕妇血流动力学无

不良影响，且能改善ｃＩ，并降低ＴＰＲ，显示两药是符合标
准的妊娠降压药。拉贝洛尔组降压效果与尼卡地平组相

似，而达预期血压所需时间尼卡地平组（１３．１４±２．４６）分
钟略短于拉贝洛尔组（１８．４１±１５．９９）分钟，（Ｐ＞０．０５）。

母婴耐受良好，无反应性低血压。与Ｅｌａｔｍｕｓ等¨ｏ研究结
用药期间２组均无血、尿常规，肝、肾功能改变。
３讨论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妊娠期高血

压疾病都是导致围产期母儿严重并发症和死亡率增加
的主要原因。子痫前期治疗以解痉为主，随降压药的
研究进展，人们对其使用有了新的看法，重度子痫前期
的降压治疗越来越受到重视。为了防止患者出现严重

的高血压并发症，当收缩压≥１６０ｍｍＨｇ或（和）舒张
压≥１１０ｍｍＨｇ时，应予降压治疗¨ｏ。
研究证实，尼卡地平与拉贝洛尔均能有效降压，均
能被母、胎良好耐受，两药可作为妊娠期严重高血压的
一线用药，并按其指征使用。
第一个用于治疗子痫前期的钙离子通道拮抗剂是
心痛定，已被证实是安全、有效的。然而口服心痛定可

在２０～３０分钟内发挥降压作用，但效果仅维持３—４
小时，同时亦是强力的子宫松弛剂，增加了产后出血的

果相似。尼卡地平组心动过速发生率１３％，但仅２例
（４．３５％）需药物治疗。拉贝洛尔降压作用较缓和，降低
血压不引起心率增快、无反射性头痛、卧位用药无体位性
低血压发生；血管阻力持续降低，减慢房室传导、减慢心

率、增加冠脉血流，为妊娠期使用的一线降压药物捧１；而
尼卡地平起效相对较快，降压作用更明显，对于妊娠期高
血压危重患者，可迅速控制血压。但应注意尼卡地平可
能会通过扩张颅内血管而加重脑水肿，故除蛛网膜下腔
出血外，不推荐用于急性脑血管意外者归ｊ。另一方面，重
度子痫前期合并急性左心功能衰竭者，虽尼卡地平对动

脉血管平滑肌的选择性为心肌的３万倍，负性肌力较弱，
但临床上对该类病例仍应慎用Ｈ０｜，以免急性期内降低心

肌收缩力、增加心肌耗氧，加重心衰。总之，两药均是安
全、有效的治疗妊娠期严重高血压的降压药物，仍需根据

患者病情、药代动力学特点选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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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期刊论文 王白云.徐道妙 尼卡地平与拉贝洛尔对围手术期高血压的作用 -医学临床研究2005,22(9)
[目的]比较尼卡地平和拉贝络尔在控制围手术期高血压作用的异同.[方法]60例择期全麻手术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C组),只接受麻醉药;尼卡地平组
(N组)和拉贝洛尔组(L组),每组各20例.术前或术中当血压高于21.33/12.67 kPa时,静脉泵入降压药,N组给尼卡地平,L组给拉贝络尔.观察给药前和给药后
不同时点的收缩压(SBP)、舒张压(DBP)、心率(HR)、指脉氧饱和度(SpO2)和心电图(ECG)变化.[结果]N组给药3 min后SBP、DBP均明显下降,与给药前比较
P＜0.01;L组DBP 5 min开始下降,与给药前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SBP到10 min后才明显下降(P＜0.01).组间比较,给药后N组和L组的SBP、DBP与对
照组比较均有明显下降(P＜0.01);给药3 min后,N组的SBP、DBP均比L组有明显下降(P＜0.01);至10 min后两组无差异(P＞0.05).[结论]尼卡地平和拉贝
洛尔对围手术期高血压均有明显的降压作用,但尼卡地平的降压作用更快、更显著、效果更确切.

8.期刊论文 戴齐云.龙勇.DAI Qi-yun.LONG Yong 尼卡地平联用拉贝洛尔在高血压伴窦速患者急诊手术中的初步应
用 -南华大学学报(医学版)2006,34(1)
目的观察重度高血压伴窦性心动过速患者急诊手术时联合应用尼卡地平和拉贝洛尔的疗效.方法重度高血压伴窦性心动过速的急症手术患者34例均于
诱导前10 min给予尼卡地平10～15 μg/kg.h和拉贝洛尔1～4 μg/min静滴,观察用药前后、诱导前后、插管时的收缩压(SBP)、舒张压(DBP)、平均动脉
压(MBP)及心率(HR)变化.结果给药后5 min,SBP、DBP、MBP和HR出现显著变化(P《0.05).诱导后5 min、插管时、插管后5 min、插管后10 min,SBP、
DBP、MBP和HR均显著低于给药前(P《0.05),与诱导前比差异无显著性.结论在高血压伴窦性心动过速患者急诊手术中,联合应用尼卡地平和拉贝洛尔可以
快速、平稳控制血压,降低心率,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

9.期刊论文 唐世美.彭章龙.于布为 尼卡地平、拉贝洛尔和利多卡因预防全麻拔管心血管反应的比较 -临床麻醉学
杂志2002,18(8)
全麻后拔管时,因吸痰、拔管对咽喉部及气管的刺激,与气管插管一样,常引起血压升高和心动过速等[1].这些心血管反应对于心脑血管高危病人(如
冠心病、高血压)可导致心肌缺血、心肌梗死及脑血管意外等.

10.外文期刊 Elatrous S.Nouira S.Ouanes Besbes L.Marghli S.Boussarssar M.Sakkouhi M.Abroug F Shortterm treatment of severe hypertension of pregnancy: prospective comparison of nicardipine and
labetalol.
OBJECTIVES. To assess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nicardipine in comparison to labetalol in the initial management of severe
hypertension in pregnancy. DESIGN. Randomized prospective study. SETTING. The obstetric ward of the teaching hospital of Monastir
Tunisia. PATIENTS. Sixty consecutive pregnant women admitted beyond the 24th week of pregnancy with severe hypertension.
INTERVENTION.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receive intravenously for 1 h either labetalol ( n=30) or nicardipine ( n=30).
Treatment was titrated to achieve a 20% lowering of blood pressure (BP). MEASUREMENTS. Maternal BP and heart rate were measured at
inclusion and repeatedly during the first hour following the drugs administration. Fetal heart rate was recorded throughout the study
period. The main outcome endpoints were the success rate and the length of time needed to achieve the therapeutic goal. The rate of
maternal and fetal adverse events and dose adjustments were also analyzed. RESULTS. Labetalol and nicardipine achieved the 20%
lowering in BP in the same proportion (63% and 70% success rates, respectively). Overall nicardipine caused a significantly greater
decrease in systolic and diastolic BP. No patient had any episode of hypotension. The length of time to achieve the BP goal was also
similar (12 vs. 11 min, respectively). Both drugs were well tolerated except for a moderate tachycardia observed with the use of
nicardipine. CONCLUSION. Nicardipine and labetalol are effective and safe in the initial treatment of severe hypertension of
preg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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