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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搏通舌下含服与乌拉地尔静脉用药治疗高血压急症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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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急症病情严重 ，致残或致死 

率高，及时有效地治疗 可以减 少对心脑 

血管的损害，降低脑出血和心力衰竭的 

发生率。为进一步探讨高血压急症患者 

在院前及急诊时方便 、有效、安全的降压 

治疗 ，我们于 1999年 6月一2OO2年 8月 

应用开搏通舌下含服与乌拉地尔静脉注 

射 (静注 )治疗高血压急症 9O例，现将结 

果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病例情况 ：9O例患者 中男 58例 ， 

女 32例；年龄 35～66岁，平均(58．1± 

1．6)岁 ；49例为首 发高血压病，41例为 

病史 2～2O年、病情剧烈变化的高血压 

患者；诱因为自行停服降压药、精神创伤 

以及过度 劳 累等。全 部 患者收 缩压≥ 

180 mm Hg(1 mm Hg一0．133 kPa)，舒 

张压≥120 mm Hg。 

1．2 治疗方法 ：9O例 患者被随机分 为 

A、B两组，每组各45例，两组的年龄、性 

别 、病史 、就诊时收缩压和舒张压进行比 

较，均无显著差异(P均>0．05)，具有可 

比性。A组为开搏通组 ，舌下含服开搏通 

12．5 mg。B组为乌拉地尔组：给予乌拉 

地尔 12．5～25．0 mg静注，再用乌拉地 

尔 50 mg加入质量分数为 5％的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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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500 ml(糖尿病患者用生理盐水)以 

4～6 g·kg ·min 速 度静 滴。记录 

治疗前及 治疗 后 15、30 min的心率 、血 

压、心电图及症状、体征的变化 。 

1．3 疗效标准 ：① 显效：头痛 、胸 闷、心 

悸症状 消失，舒张 压下降≥20 mm Hg； 

②有效：头痛 、胸闷、心悸症状减轻，舒张 

压下降 l0W19 mm Hg；③无效：未达上 

述标准。显效加有效为总有效率。 

1．4 统计学处理：测定值以均数±标准 

差(z± )表示，统计学分析方法采用 

检验和 t检验。 

2 结 果 

A组 治疗 后 15 min显效 10例 ，有 

效 18例 ，总有效 28例(62．2％)；治疗后 

30 min显效 22例 ，有 效 2O例，总有 效 

42例 (93．3 )。B组治疗 后 1 5 min显 

效 17例 ，有 效 2O例，总 有 效 37例 

(82．2 )；治疗后 30 rain显效 28例 ，有 

效 16例，总有效 44例 (97．7 )。两组 比 

较，治疗后 1 5 min总有效率虽有差异 

(P<O．05)，而治疗后 30 rain总有效率 

无显著性差异(P>0．05)。 

3 讨 论 

开搏 通为血管 紧张 素转换 酶抑制 

剂 ，广泛用于高血压病的治疗 ，因其起效 

快，可通过舌下含服 ，对高血压急症较其 

它同类药物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45例 

用开搏通治疗后 15和 30 rain总有效率 

分别为 62．2 和 93．3 。乌拉地尔是一 

种新型的a肾上腺素能受体阻滞剂 ，在 

外周主要通过选择性抑制突触后 a 受 

体而扩张血管，在中枢则可激 活 5一羟色 

胺 1 受体抑制心血 管运 动中枢 的交感 

反馈调节 而扩张血管 ，具 有双重扩 张血 

管作用而达到有效降压效果“ 。45例用 

乌拉地尔治疗后 1 5和 30 min总有效率 

分别为 82．2 和 97．7％。说明开搏通舌 

下含服和乌拉地尔静注均能有效降低高 

血压急症的血压 。开搏通舌下含服治疗 

后 1 5 min效果虽比乌拉地尔稍差，但治 

疗后 30 rain总有效率与乌拉地尔相比 

无显著性差异，为院前急救、转诊、急诊 

未能及时建立静脉通路的高血压急症患 

者提供了一个有效给药途径。 。文献报 

道卡托普利舌下含服会受唾液不足致吸 

收障碍的影响。 。本研究选用开搏通舌 

下含服，生物利用度较高，用时药片湿 

润，促进更快 吸收，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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