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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病是一类造血干细胞异常克隆的恶性疾病。其克隆中的白血病细胞失去进一步分化

成熟的能力而停滞在细胞发育的不同阶段。在骨髓和其他造血组织中白血病细胞大量增生积

聚并浸润其他器官和组织，同时使正常造血受抑制，临床表现为贫血、出血、感染及各器官

浸润症状。

漫谈白血病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认识白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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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病的起因：潜在的威胁

Sydney 线

病毒

遗传因素

早已证实 C型 RNA 肿瘤病毒或称逆转录病

毒是哺乳类动物如小鼠、猫、牛、绵羊和灵

长类动物自发性白血病的病因。这种病毒能

通过内生的逆转录酶按照 RNA 顺序合成 DNA

的复制品，即前病毒，当其插入宿主的染色

体 DNA 中后可诱发恶变。

肿瘤病毒携带有病毒源瘤基因 (v-onc)，

大多数脊椎动物 ( 包括人的细胞 ) 基因体内

有与 v-onc 同源的基因称源瘤基因。v-onc

被整合入宿主细胞的基因体内后可使邻近的

基因发生恶变。逆转录病毒的感染也可致源

瘤基因激活，成为恶性转变的基因，导致靶

细胞恶变。进入体内的病毒基因即使不含有

v-onc，如果改变了基因的正常功能，也有

可能引起白血病。

人类白血病的病毒病因研究已有数十年

历史，但至今只有成人 T 细胞白血病肯定是

由病毒引起的。

遗传因素和某些白血病发病有关。白血病

患者中有白血病家族史者占 8.1%，而对照组

仅 0.5%。近亲结婚人群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的发病率比期望值30倍。某些染色体有畸变、

断裂的遗传性疾患常伴有较高的白血病发病

率，如 Down 综合征、先天性血管扩张红斑

症 (Bloom 综合征 )和 Fanconi 贫血等。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 50% 有一

种特殊掌纹，称为 Sydney 线。白血病和 HLA

抗原型别有某种联系，如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常伴 HLA-A2 和 A9 等。都说明遗传因素和

白血病的发病有某种联系，但对大多数白血

病而言，白血病毕竟不是遗传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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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因素

电离辐射有致白血病作用，其作用与放

射剂量大小及辐射部位有关。一次较大剂量

(1～9Gy)或多次小剂量均有致白血病作用。

全身和放射野较大的照射，特别是骨髓

受到照射，可导致骨髓抑制和免疫抑制，

照射后数月仍可观察到染色体的断裂和重

组。放射线能导致双股 DNA 可逆性断裂，从

而使细胞内致瘤病毒复制和排出。放射可诱

发急、慢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和慢性粒细胞

白血病，但未见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并且

发病前常有一段骨髓抑制期，其潜伏期约为

2～ 16 年。

化学因素

苯的致白血病作用比较收到肯定。苯致急

性白血病以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和红白血病为

主。烷化剂和细胞毒药物可致继发性白血病

也较肯定，多数继发性白血病是发生在原有

淋巴系统恶性肿瘤和易产生免疫缺陷的恶性

肿瘤经长期烷化剂治疗后发生，乳腺癌、卵

巢癌和肺癌化疗后也易发生继发性白血病。
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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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病引起的症状

骨髓造血功能破坏引起的症状

(1) 容易发生青肿，点状出血：制造血小

板的巨核细胞减少，以致血小板缺乏 ;

(2) 贫血：制造红血球的母细胞减少，导

致红血球的缺乏。容易在走动，或运动时发

生气喘和晕眩 ;

(3) 持续发烧，感染经久不愈：大部分的

白血球都是血癌细胞，无正常功能，导致免

疫力下降，容易受到感染。

血癌细胞穿渗组织引起的症状

(1) 淋巴结肿大 ;

(2) 骨痛或关节痛 :血癌细胞在骨髓内大

量增生造成。轻敲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病

人的胸骨，常会引起剧烈疼痛 ;

(3) 牙龈肿胀 ;

(4) 肝脾肿大 ;

(5) 头痛和呕吐：血癌细胞穿渗进入中枢

神经系统的表现 ;

(6) 皮肤出现硬块：因为为看起来呈微绿

色，又称绿色瘤 ;

(7) 心包膜或是肋膜腔积水。

(1) 急性前骨髓性白血病：弥漫性出血 ;

(2)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大部分病人血小

板数目上升，脾脏肿大 ;

(3) 慢性淋巴性白血病：很少发生在中国

人身上，好发的年纪主要是在中年以後，尤

其是老年人 ;

(4) 急性淋巴性白血病：若是导致胸中膈

淋巴腺肿大，往往压迫气管，导致呼吸急促、

咳嗽 ;

(5) 成人 T 细胞淋巴性白血病：因为血中

钙离子过高，导致脱水，意识不清，昏迷。

	各类白血病的特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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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持治疗

（1）利尿和纠正电解质平衡：维持

适当的尿量是预防由于细胞崩解而导致

肾功衰竭的重要手段。

(2) 预防尿酸性肾病。

(3) 血制品的正确使用：许多急性

白血病的患者均伴有骨髓功能障碍，因

此必须纠正症状性贫血及血小板减少。

(4) 发热及感染的防治。

2、化学治疗

(1) 诱导化疗 是开始阶段的高强度

化疗，其目的是清除白血病细胞克隆而

取得完全缓解（CR）。

(2) 巩固治疗 重复使用与诱导治疗

时相同或相似的剂量的化疗方案，并在

缓解后不久即给予。

(3) 强化治疗 增加药物的剂量（如

白血病的治疗方法：

不同阶段不同治疗方法

HD-Arc-C）或选用非交叉性耐药的方案，

一般在取得缓解后马上给予。

3、骨髓移植（BMT）

(1) 异基因骨髓移植

(2) 自体骨髓移植

4、靶向治疗

(1) 针对发病机制的分子靶向治疗

(2) 针对表面分子的靶向治疗

抗癌健康网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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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 白血病的预防方法

(1) 避免接触过多的 X 射线及其他有

害的放射线。对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需

做好个人防护。孕妇及婴幼儿尤其应注

意避免接触放射线。

(2)防治各种感染，特别是病毒感染。

如 C型 RNA 病毒。

(3) 慎重使用某些药物。如氯霉素、

保泰松、某些抗病毒药物、某些抗肿瘤

药物及免疫抑制剂等，应避免长期使用

或滥用。

(4) 避免接触某些致癌物质，做好职

业防护及监测工作。如在生产酚、氯苯、

硝基苯、香料、药品、农药、合成纤维、

合成橡胶、塑料、染料等的过程中，注

意避免接触有害、有毒物质。

(5) 对白血病高危人群应做好定期普

查工作，特别注意白血病警号及早期症

状。有条件者可服用天仙活力源做预防

性治疗。

(6) 多吃天然食物及经过卫生检验的

正规生产食品。如新鲜蔬菜、五谷杂粮等。

抗癌健康网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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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病的术后护理

1、使用化疗药物时应注意 掌握化疗方案、给药途径、密切观察化疗药物的毒性反应。

鞘内注射时，药物浓度不宜过大，药液量不宜过多，应缓慢推入，术后需平卧 4 ～ 6 小时以

减少不良反应。建议在化疗同时服用现代中药含量为 16.2% 左右的人参皂苷 Rh2（护命素）

作为辅助，减轻化疗药物毒性，增强治疗效果。

2、输血的护理 骨髓暂时再生低下是有效化疗的必然结果。白血病在治疗过程中往往需

输血液成分或输血进行支持治疗。输注时应严格输血制度。一般先慢速滴注观察 15 分钟，

若无不良反应，再按患儿年龄、心肺功能、急慢性贫血及贫血程度调整滴速。输血过程中应

密切观察输血引起的不良反应。 

3、增加营养 注意饮食卫生，给予高蛋白、高维生素、高热量饮食。鼓励患儿进食。食

品食具应消毒，水果应洗净、去皮。

4、消除心理障碍

抗癌健康网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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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蛋白

白血病是

血细胞发生了

病 理 改 变 所

致，这类病人

机体内蛋白质

的消耗量远远

大于正常人，

只有补充量多质优的蛋白质，才能维持各组

织器官的功能。蛋白质另一功能是构成抗体，

具有保护机体免受细菌和病毒的侵害，提高

机体抵抗力的作用。

(2) 多进食含维生素丰富的食物

临 床

资 料 证

明，恶性

肿 瘤 患

者中约有

70 ～ 90%

的人体内有不同程度的维生素缺乏。国外医

学研究证明多吃富含维生素C的蔬菜与水果，

能阻止癌细胞生成扩散。摄人大量维生素C，

还能增强机体的局部基质抵抗力和全身免疫

白血病的饮食禁忌 功能，从而达到控制和治疗癌症的目的。含

维生素 C 丰富的食物有油菜、雪里蕻、西红

柿、小白莱、韭莱、荠莱、山楂、柑桔、鲜枣、

猕猴桃、沙棘及柠檬等。

维生素 A 可刺激机体免疫系统，调动机

体抗癌的积极性、抵抗致病物侵人机体。含

维生素 A丰富的食物有胡萝卜、南瓜、苜蓿、

柿子椒以及菠莱等。

(3) 多摄入含铁质丰富的食物

白 血

病 的 主

要 表 现

之 一 是

贫 血，

所 以 在

药 物 治

疗的同时，鼓励病人经常食用一些富含铁的

食物，如动豌豆、黑豆、绿色蔬菜、大枣、

红糖、黑木耳、芝麻酱、蛋黄等。

抗癌健康网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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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病的诊断方法

白血病的诊断依据主要有肝功能、血糖、蛋白质、脂类以及电解质钾、钠、氯等。生化

检验的各项参考值，均是以健康人的空腹血所测得的数值经统计学处理后获得的。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主要依靠血常规、骨髓穿刺活检来诊断的；表现为外周血白细胞异常

升高和骨髓大量的白血病细胞堆积。

1. 白细胞增多 ( 一般 >50 × 109/L, 范围 20 to >500 × 109/L))。

2. 外周血碱性粒细胞增多。

3. 外周血及骨髓原始细胞 <5%，可见大量中晚幼粒细胞。

慢性期

1. 外周血及骨髓原始细胞 10–19% 。

2. 外周血碱性粒细胞≥ 20% 。

3. 持续血小板减少。

4. 出现白血病细胞克隆进化的细胞遗传学。

加速期

急变期

1. 外周血及骨髓原始细胞≥ 20%。

2. 骨髓外原始细胞侵犯。

抗癌健康网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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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病常见问题：

健康从抗癌健康网开始

骨髓移植术后多久恢复

骨髓移植术后的情况是这样的，骨髓移植的病人要在无

菌仓里最少待上 20 到一个月的时间。刚开始他可能吃不了

饭，只能输高蛋白，并且吃的所有饭都会在进仓之前进行

消毒。骨髓输入后的 3 个星期左右，他要在体内长新的骨

髓，这个时候很危险的，很怕出现感染或者其他的症状，

因为病人没有抵抗力，他的白细胞还没有生长起来。只有

过了将近一个月左右，当然有的人可能 20 天，等白细胞长

到1000左右才可以从仓里出来转到普通病房。再进行观察，

如果病人情况好的话很快就可以出院了，出院后还要长期

白血病疼痛怎么办

在白血病尚未得到有效控

制以及晚期无法控制时出现

的疼痛，应采取止痛措施。

主要依靠镇痛药物。镇痛药

的作用强度不一，应根据病

人疼痛的不同程度加以选

择。对于轻至中度疼痛者，

可选用索米痛、撒烈痛或颅

痛定等药。在化疗的治疗期

间会有一些副作用的产生，

在化疗期间可以配合中药的

治疗，减少化疗的副作用，

提高治疗的效果，中药如含

量为 16.2% 左右的人参皂苷

Rh2（护命素）能提高机体的

免疫力，提高抗病能力，和化疗药物的联合使用是有增效

减毒的效果，它能抑制癌细胞的增殖，诱导凋亡与分化。

白血病晚期疼痛怎么缓解，可以使用一些止痛的药物。对

于疼痛较剧烈者，可选用吗啡、强痛定、安侬痛以及杜冷

丁等药肌肉注射，止痛效果较好，但其主要副作用是有成

瘾性，因此使用时要严格把握分寸。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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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排异药。排异反应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等

排异期过了一会要增强患者免疫力，比如吃

些中药含量为16.2%左右的人参皂苷Rh2（护

命素）可以调理人体内环境，避免复发。

白血病骨髓移植是怎样的

所谓的骨髓移植往往采用直接抽取健康

者的骨髓，做适当处理后转植入患者体内，

因此这种治疗方法被称为骨髓移植，目前为

保证移植成功，都会让成年患者辅助现代中

药含量为 16.2% 左右的人参皂苷 Rh2（护命

素）进行手术前辅助治疗，增强患者体质，

缓解病情。随着医疗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先进

医学设备的应用，医学家在人类骨髓中发现

了造血干细胞，并发现不止是骨髓中含有造

血干细胞，血液中也同样含有，只是含量远

不及骨髓！因为直接从骨髓中抽取的方法会

给捐献者带来巨大的痛苦，所以开始使用从

血液中分离造血细胞的方法，这样，对捐献

者的痛苦就降到了最低。分离后的血液会重

新输入到捐献者的血管中，而干细胞则留在

了另外的容器中等待进行移植。分离机当然

是经过严格消毒，无须担心血液在受到病菌

侵害。人的骨髓是能够生产造血干细胞的，

不用对失去的那部分而担心，不出 10 天，

捐献者身体中的干细胞就会恢复原先的水

平。

白血病病人如何止血

第一，颅内出血时，应该平卧位，高流

量吸氧，保持呼吸道通畅，按医嘱应用止血

药物及降低颅内压药物，输注成分血，这是

急性白血病出血的护理措施之一。头部可给

予冰袋或冰帽，严密观察病情，及时记录。

第二，鼻出血，鼻部冷敷，用 1：1000 肾

上腺素棉球填塞压迫止血，严重时用油纱条

止血粉作后鼻道填塞止血，这是急性白血病

出血的护理措施。

第三，头面部出血，患者有眼眶周围瘀斑，

眼底出血时应卧床休息，减少活动，这是急

性白血病出血的护理措施，按医嘱给予及时

治疗。

第四，消化道出血，可有呕血、黑便，患

者出现头晕、心悸、脉细速、出冷汗、血压

下降时应及时抢救，给予止血和补充血容量，

这也是急性白血病出血的护理措施。

第五，急性白血病出血的护理措施还有

就是牙龈出血时，保持口腔卫生，饭后漱口，

或口腔护理，避免刷牙损伤粘膜。局部可用

明胶海绵止血剂贴敷止血。

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九节	白血病常见问题

http://www.ca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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