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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血及相關血液學檢查

Dr Peter Lau  劉天驥醫生

DFM, MFM (CUHK), MBBS (HK)

坊間界定貧血的準則

•一般而言，男性紅血球數少於450萬，女性少於380萬；血
紅素男性少於 13.5 g/dL，女性少於 11.5 g/dL；紅血球壓積
量男性少於 40%，女性少於 35% 時就是貧血了。

•貧血是指血液中的紅血球細胞濃度減少、血色素降低或血
液稀薄的狀態。一般情況下，男性的紅血球細胞濃度低於
410萬個、女性低於380萬個或男性血素低於13.5、女性低
於12，即表示有貧血的傾向

貧血の定義

• 血中ヘモグロビン濃度低下状態

• 具体的にWHOの基準では

– 成人男性 13 g / dl 未満

– 成人女性 12 g / dl 未満である

• Anemia is defined by the WHO as a hemoglobin 
concentration 血色素 / 血紅蛋白濃度
– below 13 g/dL in men 
– below 12 g/dL in women
– these figures are based on data from young persons, but are 

also appropriate for persons aged 85 years and older. 

Definition of Anemia by Hemoglobin 
Value 

Hemoglobin level 血色素水平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Infants 0.5 to 4.9 years - < 11 g per dL (110 g per L)

Children 5.0 to 11.9 years - < 11.5 g per dL (115 g per L)

Menstruating women < 12 g per dL -

Pregnant women in first or 
third trimester

< 11 g per dL < 11 g per dL

Pregnant women in second 
trimester < 11 g per dL < 10.5 g per dL (105 g per L)

Men < 13 g per dL -

Copyright ©2006 American Society of Hematology.  Copyright restrictions may apply.

Beutler, E. et al. Blood 2006;107:1747-1750

A reproduction of the page of the WHO report that has been used as a standard for anemia in 
epidemiologic studies From Nutritional Anaemias. Report of a WHO Scientific Group. WHO 
Tech Rep Ser. 1968;405:1-40

• The casual treatment of 
the lower level of normal, 
given in whole numbers 
without decimal points in 
this 40-page document 
dealing with nutritional 
anemia, clearly suggests 
that the authors never 
intended for these values 
to become a hallowed 
international standard. 

血色素(或血紅蛋白) Hemoglobin

• 血色素內含於紅血
細胞的一種紅色蛋
白質，能攜帶氧氣
(和小量二氧化碳)，
而紅血球的功能就
是輸送氣體。

• 血色素水平如果低
於正常，就是貧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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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血的分類

• 按平均血球容積 MCV 可區分為：
小血球性、正血球性、大血球性。

• 按貧血原因可區分為：
1. 造血不良：紅血球生成減少，主要有：再生不良性貧

血、骨髓浸潤型貧血及巨芽胞球性貧血；若是血色素
合成減少，主要有：缺鐵性貧血及地中海(海洋性)型
貧血。

2. 溶血破壞：先天遺傳的有：球型細胞增多症、丙酮酸
激脢缺乏症及蠶豆症；後天類型有：免疫型溶血性貧
血及脾機能亢進。

3. 因失血過多造成的急性失血貧血

Decreased or Faulty RBC 
Production 紅血球的製造失衡

• The body may produce too few blood cells or the blood 
cells may not work properly. 

• Red blood cells may be faulty or decreased due to 
abnormal red blood cells or the a lack of minerals and 
vitamins needed for red blood cells to work properly. 

1. Iron deficiency anemia 缺乏鐵質
2. Vitamin deficiency 缺乏維生素B12、葉酸
3. Sickle cell anemia 
4. Bone marrow and stem cell problems 骨髓造血功能降

低，血球母細胞不健全，或造血組織有缺陷

Destruction of Red Blood Cells
紅血球破壞過多過快

When red blood cells are fragile and cannot withstand the routine 
stress of the circulatory system, they may rupture prematurely, 
causing hemolytic anemia. 紅血球因先天缺陷而遭急速破壞

• Inherited conditions, such as sickle cell anemia and thalassemia 
• Stressors such as infections, drugs, snake or spider venom, or 

certain foods 
• Toxins from advanced liver or kidney disease 
• Inappropriate attack by the immune system 
• Vascular grafts, prosthetic heart valves, tumors, severe burns, 

chemical exposure, severe hypertension, and clotting disorders 
• An enlarged spleen can trap red blood cells and destroy them 

before their circulating time is up 

Blood Loss 失血性貧血

1. Gastrointestinal conditions such as 
ulcers, hemorrhoids, gastritis and cancer 
消化道潰瘍、胃癌、腸癌、痔瘡

2. Use of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NSAIDS) 服用消炎止痛藥

3. Menstruation and childbirth in women 女
性經血過多，懷孕及分娩

常見的貧血病症

1. 缺鐵性貧血 Iron Deficiency Anemia
2. 地中海貧血 Thalassemia
3. 再生不良性貧血

Myelodysplasia 
5. 紅細胞 G6PD 缺陷
6. 溶血性貧血
7. 惡性貧血
8. 慢性疾病貧血

Anemia of chronic disease

貧血的症狀

1. 頭暈目眩

2. 面色蒼白

3. 氣喘

4. 心悸

5. 嗜睡

6. 食慾不振

7. 心臟擴大、心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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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toms and signs occur when the oxygen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blood is unable to 
meet the oxygen requirements of body tissues. 

貧血的症狀

• 皮膚：臉色蒼白，表面乾燥、泛黃、失去光澤。

• 眼晴結膜：下眼瞼呈白色

• 舌頭：舌面光滑、舌炎或舌痛

• 指甲： 失去光澤、泛白且變薄、

斷裂、指甲前端向外彎曲

• 心臟：心悸、氣喘、心跳加快

• 頭髮：乾燥、脫落

• 腦部：頭暈、記憶力減退、注意力不集中

血虛、欠血不一定就是貧血

• 貧血與傳統中醫的「欠血」、「血虛」，
其實是有差別的，中醫常是由目測唇、舌
的血色與眼瞼的血色是否蒼白，經把脈發
現患者的脈象細弱尤絲，通常屬於陰虛的
體質，需要氣血雙補

• 但在西醫的立場，光靠主觀的症狀不足以
斷定是否是真正的貧血，還是須經過抽血
檢驗得知確實的科學數據。

貧血的檢查

• 末梢血検査 Peripheral blood test：赤血球数red 
blood cell count，ヘモグロビン濃度hemoglobin 
concentration，ヘマトクリットhematocrit，白血球数
white blood cell count，白血球分画white blood cell 
fraction，血小板数platelet count，網状赤血球
reticulocytes 数

• 生化学的検査 Biochemical test：血清総タンパクtotal 
serum protein，肝機能liver function (GOT，GPT，
ALP，γGTP)，LDH，腎機能renal function (BUN，
Cr)，ビリルビンbilirubin，CRP，電解質electrolyte，
総コレステロール値total cholesterol level，血清鉄
serum iron (Fe)，総鉄結合能total iron binding 
capacity (TIBC)

貧血的檢查

• 検尿一般 urinalysis
• その他 ： 症状が強い時または一見して

著しく顔面蒼白の時

– 血液型 Blood type，輸血クロスマッチ用の
採血 出血症状を伴う時 cross match for 
blood transfusion if symptomatic 
hemorrhage

– 凝固系検査 coagulation (PT, APTT, FDP, フ
ィブリノーゲン fibrinogen)

血全像 Complete Blood Picture
•『血全像』，亦稱『全血

計數』 ，是最基本和最普

遍的血液學檢驗，因此亦

被稱為『血常規』檢查。

•血全像主要針對血液中的

有形細胞部分 - 紅血球、

白血球、血小板 - 進行檢測

與分析

•包括紅血球計數、血色素

測定、紅血球指標、白血

球計數、白血球細胞分類，

血小板計數等主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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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血球指標 Red Cell Indices

•紅血球壓積量（Hct），又稱紅細胞比積
(PCV）：是指在一定容積的血液中紅血球
與血漿體積的比值。貧血則會使Hct減低，
有學者認為 Hct 比血色素更能反映貧血的程
度

•紅細胞體積分佈寬度（RDW）：變化程度
可反映不同類型的貧血

Hemoglobin and 
Hematocrit

• Anemia may be defined 
as a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circulating red 
blood cells, the 
hemoglobin concentration, 
or the volume of packed 
red cells (hematocrit) in 
the blood. 

• In the laboratory, anemia 
is identified when a 
patient’s hemoglobin 
(Hb)/hematocrit (Hct) 
values fall below the 
lower end of a normal 
range of values for age-
and sex-matched subjects. 

紅血球指標 Red Cell Indices

紅血球平均容量（MCV）：

1. MCV值過低稱為小細胞，原因可能是
缺鐵性貧血或地中海貧血等

2. MCV值過高為大細胞，多見於維生素
B12缺乏、葉酸缺乏或惡性貧血

3. 某些貧血則不會影響MCV值，稱為正
細胞，例如溶血性貧血、骨髓衰竭性
貧血、急性出血等

貧血的診斷

貧血的診斷 貧血的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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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 Investigation of a Patient 
with Anemia 

大便隱血

+ -

Reference Values at HK Health Check
(Jan 2023)

Male Female

Hemoglobin 13.5 – 17.0 11.5 – 15.5

Hematocrit 40 – 50 35 – 46

MCV 80 – 98 80 – 98

RBC Count 4.5 – 6.0 3.7 – 5.2

缺鐵性貧血

• 缺乏鐵質，造成血紅素的合成有缺陷，血液中紅
血球內的血色素減少。

• 在血液常規檢查中可發現紅血球容積(MCV)、
平均紅血球血紅素(MCH)、血球容積比(HCT)
均降低，而血液抹片亦呈現小球性低色性之紅血
球。

• 身體內部鐵的儲存逐漸耗竭，會出現『血清鐵蛋
白』ferritin 濃度下降，『總鐵質結合容量』
TIBC 會上升，『血色素』濃度降到正常範圍以
下。

Iron kinetics from iron stores to 
developing red blood cell

The Impact of Iron Deficiency Anemia The Impact of Iron Deficiency An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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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缺鐵性貧血原因

1. 血液的流失：血液可以從胃腸道、泌尿道、生殖
道等地方流失，血液的流失可以是看得到的如血
便、黑便、血尿等，也可以是看不到的，必須以
試劑來檢測如大小便中的潛血反應。

• 一般因血液流失而引起的缺鐵性貧血原因中，最
常見是女性經血過多症或因潰瘍、結核、寄生蟲
感染等引起的胃腸道出血。

• 男性或停經後的婦女如果發生缺鐵性貧血症，務
必要作詳細檢查，因此類病人的出血常常是因胃
腸或泌尿道的腫瘤所致。

造成缺鐵性貧血原因

2. 鐵質吸收的減少：長期吃素者或因胃切除、
乳糜瀉或胃酸缺乏等病人，由於食物中含
鐵質不足或鐵質吸收減少而引起缺鐵性貧
血症。

3. 鐵質需求量增加：懷孕授乳時及發育中的
小孩，若無適當的補充鐵質亦會造成缺鐵
性貧血症。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of 
Iron Deficiency Anemia

內窺鏡檢查

食物中的鐵質

• 一般含豐富之食物包括下列：動物性食品的鐵質
利用率較高，最佳鐵質來源是肝臟，其次是牡蠣、
貝類、內臟類、瘦肉，而肉類中以紅色越深，含
鐵量也愈多。

• 乾豆及蔬菜是植物中鐵質最佳來源，其次如葡萄
乾、紅棗、黑棗、全穀類。

• 一般食物含鐵量很多，但食物中的鐵質吸收率差
別很大，可低到３％或高達40％，要視乎許多
因素而定。

影響鐵質的吸收率的因素

1. 鐵在食物中的型態：動物肌肉中之鐵以血基質鐵(heme 
iron) 型態存在，吸收率比非血基質鐵 (non-heme 
iron) 如蛋、穀和其他植物中之鐵高出二倍。

2. 維生素Ｃ：維生素Ｃ可增加非血基質鐵的吸收

3. 酸性物質：非血基質鐵在胃酸作用下進入人體，若是胃
酸分泌不足或因服用制酸劑減少胃酸作用則會使鐵質吸
收大受影響。

4. 身體對鐵的需要：體內缺鐵時或身體需要大量紅血球時，
如失血、高海拔、懷孕等，鐵質吸收率可倍增。

5. 蔬菜中的草酸和穀糠中之植酸，單寧酸(茶、咖啡中含
有)，會與非血基質鐵結合，而降低其溶解度而使吸收率
降低。

地中海貧血 Thalassemia

•地中海貧血是本港常見的遺傳性貧血病

–可分為甲型及乙型

–亦有輕性及重性之區別

•這病主要流行於地中海及其他熱帶和亞熱
帶地區，例如中東和東南亞等國家，故稱
為『地中海』或『海洋性』貧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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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貧血 Thalassemia 地中海貧血的影響

•一般在成年以後，因例行檢查而發現的個案，多
屬輕性。

•輕度的地中海貧血，通常不會對患者的健康造成
任何影響，無須治療，事實上亦沒有甚麼藥物適
合治療輕度地中海貧血。

•不過，如果患者想生育，而夫婦雙方都患上同一
型的地中海貧血，則子女有可能患上重性地中海
貧血，嚴重影響健康，甚至胎死腹中，所以計劃
生育前，夫婦兩人都必須接受貧血檢查。

輕性地中海貧血

•患者的身體帶有地貧的基因，亦稱為地貧基因攜
帶者。

•大部份是沒有任何病徵及不需要接受治療。只有
少部份人有輕微貧血。若非經過驗血，大多數地
貧基因攜帶者都不會知道自己帶有這種遺傳基因。

•估計香港現時有55萬人是地貧基因攜帶者，約佔
總人口8~9%，其中約有4.5%帶有甲型地貧的
基因，及約3~6%帶有乙型地貧基因。

重症地中海貧血

重性地中海貧血是一種非常嚴重的血病，一
般於出生或幼童期間會被發現。

•甲型重症患者，一般都是胎死腹中或很快
夭折，很少得以存活

•乙型重症患者，需要終生接受定期的輸血
和藥物治療。

重症地中海貧血

•重型地中海貧血是由遺傳所致，不會傳染。
輕性地貧的人日後亦絕不會變為重型

•每年，世界上有十萬個患有重症地中海貧
血症的兒童出生

•香港現時則有約四百名病患者

•出現這種情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夫婦生
育前疏忽了必須的檢查

地中海貧血是怎樣遺傳的？

•兩個同屬一型的地中海貧血患者結合，便
有機會誕下患重症地貧血的嬰兒。

–例如同屬輕性甲型地貧的父母，有可能生下甲
型重症貧血病童。

•夫婦如果只有一方是輕度地貧，每次懷孕，
子女有一半機會因遺傳而成為地貧基因攜
帶者 (即輕度貧血)，但不會誕下患重症的
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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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貧血是怎樣遺傳的？

• 若夫婦只有一方是地貧基因
攜帶者，每次懷孕，他們的
子女有 50% 機會因遺傳而
成為地貧基因攜帶者

• 若夫婦二人都是地貧基因攜
帶者，每次懷孕他們的孩子
會有25% 的機會是『正
常』，50%的機會成為地
貧基因攜帶者，而有 25% 
的機會患上重型地貧

如何避免誕下重症地中海貧血的嬰兒？

• 首先，夫婦雙方必須先確定自己是否有輕
度地中海貧血，方法是通過抽取血液樣本
化驗

• 憑基本的血全像檢查 CBP，便可知悉是否
有地中海貧血的跡象

• 至於要確認是甲型或乙型地貧，則要進一
步作血紅蛋白電詠分析 hemoglobin 
pattern，甚至基因檢查 DNA test

產前診斷

•同屬甲或乙型輕度地貧患者的夫婦有相當機會誕
下重症貧血的子女，如果懷孕，胎兒應接受產前
診斷檢查，以確定是否患有重症貧血。

•於懷孕初期 (11~14週)，可以作絨毛膜取樣，懷
孕中期 (16~21週) 則可進行羊膜穿刺術，所取
得的樣本，經聚合酶鏈反應 (PCR) 分析，能準確
鑑定是否帶有地中海貧血基因

•倘若証實胎兒不幸是重症的地中海貧血患者，夫
婦需抉擇是否繼續妊娠。

重症地中海貧血的治療

•傳統的治療包括定期輸血，及長期注射除鐵藥物
(長期輸血會令大量鐵質在體內積聚，對多組器官
造成破壞，故必須注射除鐵藥，防止鐵質積聚)

•較新的療法，包括用藥物刺激紅血球生長，以及
骨髓移植。從同父同母的兄弟姊妹抽取骨髓，臍
帶血或血液中的幹細胞，移植到患者的身上，令
患者的骨髓回復正常的造血功能，得以痊癒，近
年本港已有不少成功的例子



16/1/2023

9

白細胞 / 白血球 WBC

•白血球水平略低 < 4.0，可能
是近期過濾性病毒感染影響，
或正常週期性偏差

•白血球數量偏高 > 11，可能
是近期細菌感染影響，亦可能
是正常偏差

Differential Count

• 中性粒細胞 neutrophil - 細菌性感染、急
性病毒性感染時升高。

• 淋巴細胞 lymphocyte - 腺熱之類的病毒
性感染時較高，CLL 也增高。HIV 感染時
可降低。

• 單核細胞 monocyte - 增高可見於細菌性
感染、結核病、瘧疾、蜱熱、單核細胞白
血病、慢性潰瘍性結腸炎及局限性腸炎。

Differential Count

•嗜酸性白細胞 eosinophil - 增高
可見於寄生蟲感染、哮喘或過敏反
應。

•嗜鹼性白細胞 basophil - 增高可
見於白血病或淋巴瘤之類的骨髓相
關疾病

分析血全像異常

• 地中海貧血基因攜帶者跡象，不礙自身健
康，如計劃生育，可考慮作血色素成份分
析來進一步評估。

• 紅血球指數稍微超出參考值 ↑ RBC, ↓
MCV，可能是正常偏差，但不能完全排除
地中海貧血基因攜帶者的可能，如計劃生
育，可考慮作血色素成份分析來進一步評
估。

分析血全像異常

• 血色素邊緣偏低，可能是輕度貧血，或正常週期性
偏差，或青春期急速成長效應，建議定期監察。

• 輕度貧血，可能是地中海貧血基因攜帶者跡象，但
亦不能排除為其他原因之貧血，宜緊密監察，3 至
6 個月後覆驗，亦可考慮作進一步檢查以確定貧血
之原因。

• 輕度至中度貧血，可能是月經失調或腸胃疾病引起
，宜先作進一步檢查以確定貧血原因，緊密監察血
色素之變化，並按病情需要接受治療。

分析血全像異常

• 中度貧血，原因不明者，宜盡快安排進一
步檢查以確定貧血原因，再接受適當治療
，並緊密監察血色素之變化。

• 鐵質偏低，血色素正常，可能是月經失調
或腸胃疾病導致鐵質流失，雖然目前並未
有貧血跡象，但不能排除將來可能出現隱
性/輕度貧血，要注意健康飲食，並定期監
察血色素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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