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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卡地平与氨氯地平治疗轻中度高血压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分析

陈宏

摘要：目的  对乐卡地平与氨氯地平在轻中度高血压治疗中的有效性与安全性予以探讨。方法  随机选取2014
年2月-2015年9月间我门诊部收治的轻中度高血压患者40例，将其随机均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20例。对照组患

者采用氨氯地平开展治疗，观察组患者应用乐卡地平开展治疗，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与治疗安全性。结果  两
组患者在降压效果方面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观察组的水肿等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为轻中度高血压患者开展治疗的过程中，应用乐卡地平与氨氯地平都

能够取得良好的临床治疗效果，但是乐卡地平的治疗安全性更高，值得在临床应用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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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lercanidipine and amlodipine in the treat-
ment of mild to moderate hypertension. Methods  From February 2014 to September 2015, 40 patients with 
mild-to-moderate hypertension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
servation group, with 20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amlodipine,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lercanidipin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antihyperten-
sive effect (P>0.05), but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n treatment pro-
cess of patients with mild to moderate hypertension, the application of lercanidipine and amlodipine can achieve 
good clinical effect, but the safety of lercanidipine treatment is higher,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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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作为心脑血管病死因的第一大危险因素，临床上高

血压患者的数量非常庞大，不管是何种类型的高血压，

通过有效的药物治疗方案、做好其血压控制工作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轻中度高血压患者的治疗中，氨氯

地平与乐卡地平是常用的两种治疗药物[1,2]。本研究就

主要对这两种药物在轻中度高血压患者治疗中的有效

性与安全性予以简单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2014年2月-2015年9月间我门

诊部收治的轻中度高血压患者40例，将其随机均分为

对照组与观察组，各20例。对照组中，女性9例，男

性11例，年龄42岁-65岁，平均（53.6±2.4）岁；观察

组中， 女性8例，男性12例，年龄43岁-66岁，平均年

龄（54.1±1.8）岁。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

二者之间的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

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氨氯地平开展治疗，患者

在清晨口服5 mg的氨氯地平，每天1次；观察组患者

应用乐卡地平开展治疗，患者在清晨空腹的情况下口

服10 mg乐卡地平，每天1次。

1.3  观察指标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及临床治疗总有效率。其中临床疗效的判定标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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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患者的血压及临床症状没有改善，甚至是有

加重趋势；有效：患者的临床症状有一定的改善，

并且舒张压（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DBP）下

降幅度超出10 mmHg，但是还未下降至正常值；

显效：患者的DBP下降幅度超出10 mmHg，下降

至正常值，或者是虽然没有达到正常值，但是下降

幅度超出20 mmHg。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8.0统计软件处理本次研

究中的相关数据，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Mean
±SD）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   两组患者在开展

治 疗 后 的 临 床 治 疗 总 有 效 率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  对照组患者的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5.0%，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5.0%，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所出现的不良

反应主要表现为下肢浮肿，均不存在严重的不良反

应。

3    讨论

氨氯地平与乐卡地平均为第三代二氢吡啶类拮

抗剂[3]，将其应用于轻中度高血压患者的治疗中，能

够取得良好的临床治疗效果[4]。其中乐卡地平不仅能

够发挥良好的降压作用，其血浆的半衰期非常短，再

加上其具有非常好的亲脂性，在药物渗透入细胞膜中

后，能够在脂质双层中聚集，从而接近钙离子通道受

体，发挥持续平缓的钙离子拮抗作用，这也能够促使

患者血压逐渐下降的同时，心率不会出现明显的改

变，从而保证其在患者治疗中的治疗安全性[5,6]。

严重的高血压患者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

严重影响患者的健康，比如很多脑出血患者、脑溢血

患者，大都是因为高血压所致[7]。有效控制和治疗高

血压对于高血压患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8]。曾有研

究[9-11]用硝苯地平缓释剂治疗高血压患者，结果显示

采用硝苯地平缓释剂治疗高血压稳定性更好，总的有

效率为97.8%，发生不良反应的情况相对较少。高血

压在老年人中具有较高的发病率，也是导致心脑血管

疾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具有较大的危害性[12]。在治疗

的同时，医务工作者需耐心给患者及家属讲解高血压

相关知识，使患者对疾病的认知能力提高，能够增强

患者的自我保健意识，对预防并发症和改善预后有着

极其重要的意义[13,14]。使患者了解到治疗和护理的重

要性，使患者自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减少危险因

素，使血压降低，从而达到治疗目的[15]。可见，对于

高血压患者而言，不仅需要药物治疗，还需要良好的

护理和保健意识。

我们的研究旨在探讨乐卡地平与氨氯地平在轻中

度高血压治疗中的有效性与安全性，结果发现，两组

患者分别采用乐卡地平与氨氯地平，在降压效果方面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观察组的水肿等

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由此可见，在为轻中度高血压患者开

展治疗的过程中，应用乐卡地平与氨氯地平都能够取

得良好的临床治疗效果，但是乐卡地平的治疗安全性

更高，值得在临床应用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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