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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血液动力学变化对母婴结局影响
麻伟博 蒙占松
（北京市顺义区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１３００）
[摘要] 目的 通过 ＭＰ 妊娠期高血压监测系统对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进行血液动力学监测，研究血液动力变化对母婴结
局影响。方法 分析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在我院住院分娩的 ４８ 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其孕期均行 ＭＰ 妊娠期高血压监测系
高排低阻、正常排高阻、
低排高
统监测血液动力学变化（ＣＶＴ）。结果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异常血液动力学分为三个类型：
阻。其中，低排高阻型占比例最大，
在妊娠期高血压中占 ３８．４６％（５／１３），
子痫前期占 ５０％（１４／２８），
慢性高血压合并子痫前期
４８ 例患者中 １５ 例发生母婴并发症，发生率 ３１．２５％，其中低排
占 ５７．１４％（４／７）。低排高阻型患者发生母婴并发症几率最大，
高阻型占 ６０％（９／１５），正常排高阻型占 ３３．３３％（５／１５），
高排低阻型无母婴并发症发生。结论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血液动力学
改变以低排高阻型为主，且发生母婴并发症几率大，对此类患者加强监测及时治疗，能减缓或阻止血液动力学改变，减少母
婴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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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妊娠期特有疾病，在我国发病率 ９．４％，
国外报道为 ７％～１２％，是孕产妇和围生儿发病率及死亡率的主
要原因［１］。妊娠高血压基本病理生理变化是全身小血管痉挛，外
周阻力增加，心输出量明显减少，心血管系统处于低排高阻状
态，全身各系统各脏器血流灌注减少，造成组织缺血缺氧，直接
威胁母婴健康与生命。ＭＰ 妊娠期高血压监测系统通过计算机测
定孕妇桡动脉的脉搏波并进行分析，监测血液动力学变化。本研
究统计分析了 ４８ 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资料，研究其血液动

2 结果
2.1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血液动力学变化情况
在 ４８ 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中 ＣＶＴ 异常者占 ７７．０８％
（３７／４８），妊娠期高血压患者中低排高阻型占 ３８．４６％（５／１３）；子痫
前期患者中低排高阻型占 ５０％（１４／２８）；慢性高血压合并子痫前
期患者中低排高阻型占 ５７．１４％（４／７）。由此可看出病史越长，病
情越重，
其血液动力学改变越明显。见表 １。
表1

力学变化与母婴结局影响。

各类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血液动力学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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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类型血液动力学改变与母婴并发症关系

选取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在我院住院分娩的 ４８ 例妊娠期高血

1.2 研究方法

血液动力学变化与母婴并发症关系密切，血液动力学改变

采用北京易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的 ＭＰ 妊娠期高血压

越明显，
母婴并发症越多。见表 ２。

监测系统对妊娠期高血压患者进行血液动力学监测。原理是对

表 2 血液动力学改变与母婴并发症关系

其桡动脉波幅值和形态等包含血压、血流、血管阻力和血管弹性
等血流参数信息进行计算。系统由专业医生统一操作。波形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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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阻，
甚至正常都有，
而它们可能表现出一种有赖于疾病严重程度和

3.1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与血流动力学

病程的改变；
慢性潜在性疾病和治疗性干预可能会影响 ＣＶＴ 结果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病因有多种学说如遗传易感学说、免疫
适应不良学说、胎盘缺血学说、氧化应激学说等至今尚不明确，

［７］

。

3.3 监测血液动力学，
降低母婴并发症

但其基本病理生理改变是全身小动脉痉挛，外周阻力增大，全身

Ｂｏｓｉｏ 等研究发现，
与正常孕妇相比，
那些发展为子痫前期孕

各系统各脏器血流灌注减少，组织缺血缺氧，从而对母婴造成损

妇在临床诊断前心输出量显著增高，而外周阻力在临床前期无

害 。因此血管痉挛程度也成了判断病情严重程度一个重要指标，

显著变化，而临床诊断子痫前期其心输出量显著降低，而外周阻

而血液动力学改变能及早且敏感反映血管痉挛程度。疾病早期

力显著升高［８］。因此孕期定期检测 ＣＶＴ，对有轻微异常者可预防

血管痉挛程度轻，机体启动代偿机制，增加心排出量对抗外周阻

性应用小剂量阿司匹林、补钙、维生素 Ｃ、维生素 Ｅ 等多项措施

力，ＣＶＴ 表现为高排低阻，血管痉挛程度进一步加重，靠机体代

改善血液动力学变化，降低子痫前期发病率，改善母婴预后；对

偿不能克服外周阻力，心输出量尚正常，
ＣＶＴ 表现为正常排高

ＣＶＴ 阴性者宜结合临床症状、血压变化等综合判断，努力做到早

阻，血管持续痉挛，外周阻力进一步加大，心脏后负荷增大，心输

早治疗、
勤监测，降低母婴并发症。
发现、

［３］

出量明显减少，组织缺血缺氧明显，ＣＶＴ 表现为低排高阻。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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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血液动力学由高排低阻到低排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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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ｇｈｏｍ ｃａｌｃｕｌｉ：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Ｊ Ｕｒｏｌ，２００５，７３（６）：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１９］ Ｌｉｂｂｙ ＪＭ，Ｍｅａｃｈａｍ ＲＢ，Ｇｒｉｆｆｉｔｈ ＤＰ，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ｕｒｅｔｅｒａｌ
ｓ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ｓｈｏｃｋ ｗａｖｅ ｌｉｔｈｏｔｒｉｐｓｙ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ｒｅｎａｌ ｃａｌｃｕｌｉ［Ｊ］． Ｊ
Ｕｒｏｌ，１９８８，１３９（１）：１５－１７．
［２０］ 余安迪，邢穗芳，周一南，等． 国产 ＪＴ－ＥＳＷＬ 碎石机治疗上尿路结石
疗效［Ｊ］． 中华泌尿外科杂志，１９８９，１０（１）：９－１０．

（４）：５２４－５２８．
［１６］ Ｅｈｒｅｔｈ ＪＴ，Ｄｒａｃｈ ＧＷ，Ａｒｎｅｔｔ ＭＬ，ｅｔ ａｌ．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ｓｈｏｃｋ ｗａｖｅ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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