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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高血压患者应用拉贝洛尔加硫酸镁治疗对母婴预后的影响分析 

王振美 

济南市第七人民医院产科  山东济南 

【摘要】目的 分析妊娠期高血压患者应用拉贝洛尔加硫酸镁治疗对母婴预后的影响，方法 选取本院

产科 2019 年 4 月至 2022 年 4 月已确诊患妊娠期高血压的患者 62 例随机分成对照组和实验组作为研究对象，

对实验组中的 31 名患者采用拉贝洛尔加硫酸镁治疗，对照组仅采用硫酸镁治疗，为排除其他条件的干预，

两组实验患者均实施常规性基础护理，实验过程中进行数据记录与分析。结果 发现采用拉贝洛尔加硫酸镁

治疗与仅采用硫酸镁治疗的患者总有效率分别为 96.8%（30/31）、80.6%（25/31），P<0.05（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实验组妊娠结局明显优于对照组，由于妊娠结局与母婴预后呈正相关，因此得出母婴预后效果

实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妊娠期高血压患者应用拉贝洛尔加硫酸镁治疗，能有显著提高治

疗效果，对母婴预后有显著改善，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妊娠期高血压；硫酸镁；拉贝洛尔；妊娠结局；母婴预后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labetalol plus magnesium sulfate treatment on maternal and infant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hypertension 

Zhenmei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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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labetalol plus magnesium sulfate treatment on maternal and 
infant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hypertension. Methods 62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gestational 
hypertension in the obstetrics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9 to April 2022 were selected.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31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labetalol plus magnesium sulfate,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only treated with 
magnesium sulfate. In order to exclude other interventions, the experimental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basic care was implemented, and data recording and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during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s of patients treated with labetalol plus magnesium sulfate and those 
treated with magnesium sulfate alone were 96.8% (30/31) and 80.6% (25/31), respectively, P<0.0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The pregnancy outcom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Because the pregnancy outcom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rognosis of mother and 
baby,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prognosis of the mother and bab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labetalol plus magnesium sulfate in the 
treatment of gestational hypertens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and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mother and child,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words】 Gestational hypertension; Magnesium sulfate; Labetalol; Pregnancy outcome; Maternal and 
infant prognosis 

 
妊娠期高血压在已妊娠妇女中极为常见，此类

患者又通常会合并有感染、抽搐、产科出血等，是

孕妇先兆流产、胎盘早剥、围新生儿死亡的主要原

因，严重影响母婴的生命健康及安全。这是因为，

https://ijog.oajrc.org/�


王振美                                          妊娠期高血压患者应用拉贝洛尔加硫酸镁治疗对母婴预后的影响分析 

- 80 - 

妊娠期高血压的出现，会引起孕产妇全身小血管痉

挛，内皮损伤和局部缺血，导致全身各系统各脏器

灌流减少，如若不及时进行病情控制，病情严重可

进一步发展成为子痫前期或子痫，进一步对孕产妇

及胎儿的生命健康造成创伤[1]。因妊娠期妇女生理

结构的特殊性，药物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分

析发现，硫酸镁是临床常用的静脉解痉药物，在妊

娠期高血压的治疗中虽能取得一定效果，但不利于

维持患者的血压稳定，且用量不合理易导致镁中毒

情况[2]。拉贝洛尔是作为一种水杨酸衍生物，能有

效降低外周血管的阻力，进而起到扩张血管和控制

血压的作用。多项研究证明[2,3]，在妊娠期高血压的

用药方案中，硫酸镁与拉贝洛尔的联合使用能取得

更为理想的治疗效果。本研究以 62 例本院产科 201
9 年 4 月至 2022 年 4 月妊娠期高血压患者为分析对

象，主要分析妊娠期高血压患者应用拉贝洛尔加硫

酸镁治疗的疗效及对母婴预后的影响。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一共随机选取了本院产科 2019年 4月

至 2022 年 4 月已确诊患有妊娠期高血压的患者 62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数字随机法将研究对象平均

划分为实验组以及对照组，同时对两组患者均实施

常规性基础护理并排除妊娠期合并其它疾病情况，

如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或减退、胎儿发育异常、

肝肾功能异常等情况。基础资料进行差异分析显示

无显著差异，P>0.05。进行实验比较，对对照组中

的 31 名患者采用硫酸镁进行治疗，而对实验组中的

患者采用拉贝洛尔加硫酸镁联合治疗，分别对实验

组及对照组的治疗效果及预后进行数据记录与分

析。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仅采用硫酸镁注射液（哈药集团三

精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23021033，规格为 10
ml：2.5g/支），根据患者血压情况首次负荷给予 2.
5-4g,使用 25%葡萄糖注射液 20ml 稀释后于 5min 内

缓慢静脉注射。以后给予 1-2g/h 静脉滴注维持，且

每天不超过 30g 总量，根据患者膝腱反射、呼吸次

数及尿量监测用药情况；实验组在采用硫酸镁治疗

的基础上加用盐酸拉贝洛尔注射液（江苏迪赛诺制

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32026121，规格为 10ml:5
0mg），将本品 1-2 支加入 5%的葡萄糖注射液或 0.

9%氯化钠注射液稀释至 250-500ml,静脉滴注，滴速

应控制在 1-4mg/min，实验组采用硫酸镁治疗的方案

同对照组，两组实验患者治疗周期均为 2 周。 
1.3 观察指标 
分析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其中血压指标恢复正

常，或舒张压降低值≥20mmHg 的患者为显效；血

压指标趋于正常，或舒张压降低值≥10mmHg 的患

者为有效；未达以上任一治疗情况的患者为无效；

治疗总有效率为显效与有效的患者占比之和[4]。统

计并对比两组患者的血清相关指标及心肾功能，血

清指标包括超敏 C 反应蛋白、血管紧张素及前列腺

素 E2；心肾功能包括血浆脑钠肽、肌钙蛋白、血清

胱抑素 C、24h 尿蛋白。分析两组患者的妊娠结局。 
1.4 统计学处理 
将两组实验患者治疗效果及妊娠结局数据代入

软件包 SPSS19.0 进行数据分析，对计数资料 N(%)
行 X2 处理，对计量资料（χ±S）行 t 检验处理。

当 P<0.05 即说明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实验治疗效果前后比较：实验组患者

接受拉贝洛尔联合硫酸镁治疗后整体治疗效果明显

高于对照组，数据进行分析后差异较明显，详细数

据见表 1。 
2.2 两组实验妊娠结局比较，由于降压药物对

妊娠期高血压母婴预后与妊娠结局呈正相关，因此

可根据妊娠结局反馈两种不同治疗方式对母婴预后

的影响：实验组患者接受拉贝洛尔联合硫酸镁治疗

后产后并发症及新生儿窘迫明显低于对照组，详细

数据见表 2。 
2.3 两组实验患者用药前后的心肾功能指标分

析 实验组患者接受拉贝洛尔联合硫酸镁治疗后，其

心肾功能水平明显改善，且用药后的数据与对照组

的差异较明显，详细数据见表 3。 
2.4 两组实验患者的血清相关指标分析  用药

前，两组患者的血清性指标相近，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用药后，实验组的超敏 C 反应蛋白、

血管紧张素水平显著下降，前列腺素 E2 水平明显上

升，与对照组差异明显（P<0.05），详细数据见表 4。 
3 讨论 
妊娠期高血压是女性孕期独有的一种疾病，发

病原因复杂，是产科常见的并发症，严重威胁母婴

的健康和安全，也是导致孕产妇死亡、新生儿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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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低出生体重等不良妊娠结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 1 两组实验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比较[例（%），n=31}] 

组别 效果显著 有效 无效 治疗总有效率 
实验组（n=31） 21 9 1 96.8（30/31） 
对照组（n=31） 10 15 6 80.60（25/31） 

x2    7.162 
P    0.033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2 两组实验不同治疗方案后妊娠结局比较 

组别 顺产 剖宫产 产后并发症及新生儿窘迫（含窒息） 正常顺+剖生产率 
实验组（n=31） 24 4 3 90.32%（28/31） 
对照组（n=31） 13 6 12 61.29%（19/31） 

x2    6.231 
P    0.028 

表 3 两组实验患者用药前后的心肾功能指标分析（χ±S） 

组别 
血浆脑钠肽（ng/ml） 肌钙蛋白（pg/ml） 

用药前 用药后 用药前 用药后 
实验组（n=31） 0.032±0.002 0.005±0.001 547.01±24.03 241.47±20.31 
对照组（n=31） 0.033±0.003 0.010±0.002 555.78±23.54 165.19±19.76 

t 1.544 12.450 1.452 14.988 
P 0.128 ＜0.001 0.152 ＜0.001 

接表 3 

组别 
血清胱抑素 C（mg/ml） 24h 尿蛋白（mg） 

用药前 用药后 用药前 用药后 
实验组（n=31） 2.06±0.51 1.69±0.50 1582.16±324.07 996.17±53.18 
对照组（n=31） 2.08±0.53 1.43±0.47 1577.09±325.01 671.02±45.17 

t 0.151 2.110 0.062 25.946 
P 0.880 0.039 0.951 ＜0.001 

表 4 两组实验患者的血清相关指标分析（χ±S） 

组别 
超敏 C 反应蛋白（mg/ml） 血管紧张素（pg/ml） 前列腺素 E2（pg/ml） 
用药前 用药后 用药前 用药后 用药前 用药后 

实验组（n=31） 7.47±1.58 3.02±0.52 140.74±12.25 103.14±8.54 314.04±32.07 363.69±35.17 
对照组（n=31） 7.50±1.59 4.21±0.58 141.69±12.28 121.35±10.03 314.27±32.11 335.64±34.05 

t 0.075 8.506 0.305 7.700 0.028 3.190 
P 0.941 ＜0.001 0.762 ＜0.001 0.978 0.002 

 
药物是治疗妊娠期高血压的常用手段，有专家

指出，妊娠期高血压如治疗不及时或给药方案不恰

当将严重影响母婴的健康和安全，由于其发病背景

较复杂，尤其是子痫前期（存在多通路、多机制、

多因素发病综合性质）[5]。毕竟，多数妊娠期高血

压患者会伴全身小动脉痉挛、外周阻力变大、动脉

管腔变窄，随之表现出水肿、尿蛋白等临床症状，

部分患者会出现腹部不适或血小板减少等症状。妊

娠期高血压如不及早识别及发现，将会发展成为重

症并严重损害靶器官，因此做好早期预防、排查和

筛查，早发现早治疗成为重要临床措施。 
硫酸镁注射液静脉使用可用于中重度妊娠期高

血压征、先兆子痫或子痫、早产及小儿惊厥等，是

妊娠期高血压的临床常用治疗药物。其作用机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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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镁离子可抑制中枢神经活动，使运动神经-肌
肉接头乙酰胆碱的释放受到抑制，神经肌肉联接处

的传导被阻断，使肌肉舒张，同时还可扩张外周血

管，从而降低血压，使子宫动脉血流量提高，利尿

效果增强。因而对子痫有预防和治疗作用，对子宫

平滑肌的收缩也有抑制作用，可用于治疗早产。但

需要注意的是，硫酸镁的起效较慢，需长时间使用，

易导致患者发生镁中毒现象。拉贝洛尔为非选择性

α、β受体阻断剂，与单纯β受体阻断剂相比，拉

贝洛尔能降低卧位血压和外周血管阻力，且对卧位

患者心率无明显影响，更适用于妊娠期高血压。有

研究明确指出[6]，妊娠期高血压综合征患者实施硫

酸镁与拉贝洛尔的联合使用，不仅能充分两者药效，

取得良好治疗效果，还能有效降低患者血清内的超

敏 C 反应蛋白及血管紧张素水平，进而促进妊娠结

局改善，保障母婴身心安全。续靖宁[7]等人还在研

究中对 80 名妊娠期高血压患者进行了对照分析，发

现实施拉贝洛尔与硫酸镁联合治疗的研究组，其治

疗总有效率与血压控制效果均优于实施硫酸镁单一

治疗的对比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的

治疗总有效率及妊娠结局（正常顺产+剖宫产生产

率）明显优于对照组（P 均小于 0.05），表明妊娠

期高血压采用拉贝洛尔联合硫酸镁治疗方案，能充

分发挥降压效果，并改善高血压对患者机体的损害，

大幅提高患者的正常生产率，进而降低对母婴预后

的不良影响，保障患者身心健康的同时提高生活质

量[8]。 
综上所述，拉贝洛尔加硫酸镁治疗妊娠期高血

压效果显著，可有效降低药物对母婴预后的影响，

临床意义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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