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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的产科治疗效果观察及护理 

张应稳，张建美*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医院产科 云南 昆明 

【摘要】 目的 研究产科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的治疗方法，并对治疗效果进行分析。方法 选取 86
例产科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作为此次研究对象，患者抽取时间段介于 2019 年 8 月到 2020 年 3 月期间，

均符合研究标准。采用分组式结果分析，将患者按照 1:1 比例分为观察组（n=43 例）与对照组（n=43 例），

研究期间需要护理人员做好记录工作，对照组产科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运用硝苯地平治疗，观察组产科

进行高血压综合征患者采用硝苯地平联合拉贝洛尔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舒张压与收缩压控制

状况。结果 观察组妊娠高血压患者采用硝苯地平联合拉贝洛尔治疗后收缩压为 116.78±6.23mmHg、舒张

压为 82.36±4.21mmHg，而对照组妊娠高血压患者运用单一硝苯地平治疗其收缩压为 139.78±6.24mmHg、
舒张压为 82.36±4.21mmHg，观察血压控制状况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此外，观察组患

者治疗有效率为 95.35%，相较于对照组患者治疗有效率 72.09%高，数据对比存在差异，具有实际统计意义

（P＜0.05）。结论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采用硝苯地平联合拉贝洛尔治疗，可以将收缩压和舒张压控制在

合理范围内，促进治疗效果的提升，具有较高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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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treatment method of obstetric pregnancy-induced hypertension 
syndrome and analyze the treatment effect. Methods: 86 patients with obstetric pregnancy-induced hypertension 
syndrome were selected as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The patient's sampling period was between August 2019 and 
March 2020, and all met the research standards. Using grouped results analysis,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n = 43 cases) and a control group (n = 43 cases) according to a 1: 1 ratio.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nurses were required to make good records. The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nifedipine. Observation group 
obstetric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syndrome were treated with nifedipine combined with labetalol. The treatment 
efficiency, diastolic and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control statu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of pregnant hypertension patients treated with nifedipine and 
labetalol was 116.78 ± 6.23mmHg and the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was 82.36 ± 4.21mmHg,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of pregnant hypertension patients treated with single nifedipine for their systole. The blood pressure was 
139.78 ± 6.24mmHg and the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was 82.36 ± 4.21mmHg. The blood pressure control 
status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 <0.05). In 
addition, the treatment effective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35%, which was 72.09%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difference in data comparison and it had practical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of pregnancy-induced hypertension patients with nifedipine combined with 
labetalol can control the systolic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herapeutic effect, and have high clinical populariz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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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高血压综合征为产科常见疾病，患者群体

为妊娠期孕妇。本次研究对应性高血压综合征患者

运用硝苯地平联合拉贝洛尔治疗，具体研究结果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86例产科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作为此次

研究对象，患者抽取时间段介于 2019 年 8 月到 2020
年 3 月期间，将患者按照 1:1 比例分为观察组（n=43
例）与对照组（n=43 例），对照组产科妊娠高血压

综合征患者运用硝苯地平治疗，患者年龄≥23 岁，

≤39 岁，平均年龄（29.68±3.21）岁，患者最短孕

周为 31 周，最长孕周为 41 周，平均孕周为（37.58
±2.58）周；观察组产科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采用

硝苯地平联合拉贝洛尔治疗，患者年龄≥22岁，≤40
岁，平均年龄（30.56±2.89）岁，患者最短孕周为

29 周，最长孕周为 40 周，平均孕周为（36.98±3.25）
周，两组患者基础资料差异较小，不具有实际统计

意义（P＞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在实施针对性治疗前，需要进行常规

治疗，具体治疗内容为降压、镇静以及利尿等，根

据患者实际情况制定休息方案，如果患者疾病严重

需要适时终止妊娠[1]。对于轻度妊娠期高血压综合

征患者采用护理干预治疗，减少药物服用，嘱咐患

者取仰卧位，尽量选择左侧卧位，增加休息时间。

而中度、重度妊娠期高血压综合征患者，需要对其

尊医嘱静脉注射硫酸镁，进而有效缓解肌肉痉挛状

况[2]。注射前需要将 25%的硫酸镁混入 10%的葡萄

糖溶液中，按照 1:1 比例混合，注射剂量为 40ml。
随后两次注射剂量分别为 60ml、500ml，其葡萄糖

浓度应该调整为 5%。对照组产科妊娠高血压综合征

患者采用单一硝苯地平控制血压，使用剂量为

10mg，使用方式为口服，需要每天服用 2 次。在患

者连续服用 3 天后，观察血压指标，根据血压指标

与患者实际情况调整药物剂量[3]。观察组产科妊娠

高血压综合征患者，需要运用硝苯地平联合拉贝洛

尔治疗，患者硝苯地平药物服用方式、服用剂量与

对照组相同。而拉贝洛尔药物的服用方式为口服，

服用剂量 50mg/次，需要患者每天服用 3 次，药物

治疗期间需要密切观察患者各项指标变化，如果血

压未得到明显改善，可将药物服用剂量增加到

100mg，后期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调整服用剂量，两

组患者治疗周期为 3 个月[4]。 
1.3 观察指标 
观察组与对照组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观察指

标为治疗有效率、收缩压与舒张压值。 
1.4 统计学处理 
需要将观察组与对照组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

观察指标、计数资料统一录入计算机设备中，最终

研究数据需要通过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处理，（n）
表示本次研究的计数资料，治疗有效率使用（%）

来表示，收缩压、舒张压指标值采用（mmHg）表

示，用 t 进行数据检验，两组数据存在差异时，以

（P＜0.05）为具有可比性。 
2 结果 
如表一所示，观察组产科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

者运用硝苯地平联合拉贝洛尔治疗后，总治疗有效

率为 95.35%，显效率为 60.47%，有效率为 34.88%，

无效率为 4.65%，对照组产和综合征患者运用单一

硝苯地平治疗其治疗有效率为 72.09%，显效率为

41.86%，有效率为 30.23%，无效率为 27.91%，观察

组患者治疗有效率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
＜0.05）。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有效率 

观察组 43 26（60.47） 15（34.88） 2（4.65） 41（95.35） 

对照组 43 18（41.86） 13（30.23） 12（27.91） 31（72.09） 

X2  3.068 2.978 2.634 4.526 

P 值  ＜0.05 ＜0.05 ＜0.05 ＜0.05 

如表二所示，观察组患者收缩压与舒张压控制

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数据对比存在差异，具

有实际统计意义（P＜0.05）。 
3 讨论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为妊娠期产妇常见并发症，

为孕期常见疾病。导致孕妇出现妊娠期高血压的原

因为子闲病史、营养不良、高血压、高龄产妇、糖

尿病以及高血压等，患者在出现该疾病时的主要临

床表现为头痛、头晕、上腹部不适、抽搐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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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压对比（mmHg） 

组别 例数 
收缩压 舒张压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3 166.52±6.53 116.78±6.23 110.36±5.87 82.36±4.21 

对照组 43 167.89±7.03 139.78±6.24 108.64±4.98 98.34±5.03 

X2  4.258 3.987 4.023 5.698 

P 值  ＜0.05 ＜0.05 ＜0.05 ＜0.05 

 
血小板减少等[5]。该疾病的发病机制为机体中小动

脉出现痉挛，进而使外周血压压力升高，最终引发

高血压。如果未对患者实施有效的治疗，将会导致

胎儿早产、低出生体重、胎盘早剥、心力衰竭以及

肾衰竭等，严重将会导致孕妇与胎儿死亡，对其生

命造成威胁[6]。此外，部分患者在孕后期将会出现

头痛、腹痛加重等临床表现。临床在对妊娠高血压

综合征治疗时主要采用药物、休息以及饮食治疗，

对于轻度妊娠期高血压综合征患者采用体位、饮食

护理，总体治疗效果较佳。其中度、重度妊娠期高

血压综合征患者多采用硝苯地平药物治疗，该药物

为钙离子拮抗剂。该药物的作用机制为抑制钙离子

内流，促进小动脉血管扩张，进而减少血管壁压力，

达到降压效果[7]。不过，该种治疗方式并发症发生

率较高，比较容易诱发胎盘早剥、产后出血以及感

染等并发症。因此，为了提升治疗效果，降低并发

症发生率，本次研究对妊娠期高血压患者采用硝苯

地平联合拉贝洛尔治疗，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

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组间差异显著，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观察组患者收缩压、

舒张压控制效果相较于对照组患者佳。主要因为拉

贝洛尔属于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在降低患者血压

的同时还可以减少药物对肾脏损伤，可以有效避免

血压过低、心动过速等状况发生[8]。 
综上所述，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采用硝苯地

平联合拉贝洛尔治疗，可以将收缩压和舒张压控制

在合理范围内，促进治疗效果的提升，具有较高临

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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