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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手册是为所有关心白血病的人士编写。书中讲解了白

血病的四种主要类型，并叙述了白血病的诊断、常规治疗方

法以及怎样从白血病和淋巴瘤协会获得更多帮助。  

白血病治疗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带给患者和照料者比过

去更多的希望。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单克隆抗体治疗、干细

胞移植以及针对某些患者的放射治疗。  

更多关于各种类型白血病及特定治疗方法的信息,参见

本协会的以下免费手册：  

《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患者和家属指南》 

《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和家属指南》 

《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患者和家属指南》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患者和家属指南》 

本手册由美国白血病和淋巴瘤协会制作，仅提供了有关

白血病的基本信息。其他关于疾病和治疗的具体信息参见协

会的其他免费刊物，协会不提供治疗意见或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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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白血病?  

白血病是四种不同恶性血液疾病的总称：  

 ALL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急淋)  

 AML 急性髓系白血病(急非淋)  

 CLL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慢淋)  

 CML 慢性髓细胞白血病(慢粒)  

了解不同类型白血病在病因和治疗上的差异非常重要。

这四种类型的白血病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来源于单个骨

髓细胞。当这个细胞发生癌变，便产生了一种特定类型的白

血病细胞。  

   

骨髓存在于骨骼的海棉状中心部位，是制造血细胞和淋巴

细胞的场所。血细胞起源于干细胞。骨髓产生的细胞包括

红细胞、血小板、淋巴细胞和其他类型的白细胞。这些细

胞一旦形成便离开骨髓，进入血液。 

 

骨髓实际上是一个“二合一”器官。它首先是生成血细

胞的器官，髓细胞白血病即由此发源；同时也是生成淋巴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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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的器官，属于免疫系统的一部分，是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发

源地。  

若癌变发生在形成淋巴细胞的骨髓细胞中，该白血病则

称为“淋巴细胞白血病”；若癌变发生在正常情况下形成红

细胞、某些类型的白细胞或血小板的骨髓细胞中，这种白血

病便称为髓细胞白血病。  

不同类型的白血病在患者的受累情况和治疗方面各有

差异。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急性髓系白血病分别由不同的

幼稚细胞，即成淋巴细胞和成髓细胞组成，这些细胞有时称

为母细胞。急性白血病如不接受治疗则会迅速恶化。  

与急性白血病相比，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慢性髓系白

血病的进程通常较为缓慢，因为慢性白血病少有或几乎没有

母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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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白血病如何发展  

大多数白血病的病因还在研究。医生们明确的是，一旦骨髓

细胞发生了“白血病性”变化，就会增殖出很多细胞。这些

白血病细胞比正常的细胞有更强的生长和存活能力，随着时

间的推移，他们会排挤正常细胞。  

骨髓中正常的干细胞产生三种主要细胞类型：红细胞，携

带氧气到全身所有组织，比如心脏、肺和脑；血小板，防

止出血，并在肌体受伤后形成"栓子"帮助止血；白细胞，

抵御机体感染。 

  白细胞有两种主要类型：吞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

胞）及淋巴细胞，它们为机体提供抗感染免疫。 

在白血病发展速度和白血病细胞取代正常血细胞、骨髓

细胞的方式上，不同类型的白血病各有差异。  

在急性髓系白血病（急非淋）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急

淋）中，初始的急性白血病细胞增殖形成万亿以上的白血病

细胞。这些细胞不能行使正常细胞的功能，因此被称为“无

功能细胞”。它们还排挤骨髓中的正常细胞，而使骨髓中生

成的新生正常细胞数量减少。这进一步导致红细胞计数降低

（即贫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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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慢粒）中，起病的白血病细胞能

产生功能近乎正常的血细胞（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

红细胞的数量一般比正常少而引起贫血；白细胞和血小板数

量却产生较多。虽然白细胞的功能接近正常，但其数量较多

并持续增长。未接受治疗的患者将会出现严重问题。如果不

进行治疗，白细胞数量会居高不下以至于使血液流速变缓，

并加重贫血。  

红细胞数目过少称为"贫血"，可表现为面色苍白，疲劳及

气短。 

 

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慢淋）中，起病的白血病细胞

产生大量无功能的淋巴细胞。这些细胞取代了骨髓和淋巴结

中的正常细胞，干扰正常淋巴细胞的功能， 减弱病人的免

疫反应。骨髓中过多的的白血病细胞会排挤正常造血细胞，

从而导致红细胞计数降低（即贫血）。骨髓中过多的白血病

细胞也会降低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和血小板计数。  

与其他三种白血病不同，部分慢淋患者的病情可能在长

时间内不会发展。一些慢淋患者病情可以保持良好的健康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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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并且在长时间内不需要治疗。而大多数病人在确诊时或确

诊后需要接受治疗。  

    美国每年确诊的患者例数估计为：       

     急非淋 约 12,000              慢淋 约 10,000  

     慢粒 约 4,500                 急淋 约 4,000 

     美国有大约 208,000 个患有白血病的生存者。 

  

3. 哪些人容易得白血病？ 

任何年龄的人都可能患白血病,大于六十岁的患者 常

见。成人 常见的白血病类型是急性髓系白血病和慢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每年大约有 3500 位儿童患上白血病。儿童白

血病 常见的类型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危险因素是指可能增加个体患白血病机率的因素。 

对于大多数类型的白血病,其危险因素和可能病因并不

清楚。对于急性髓系白血病,研究已发现一些特定的危险因

素, 但多数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并不具备这些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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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具备这些危险因素的人未患白血病，而多数白血病患者

并不具备这些危险因素。 

 

急性髓系白血病的一些危险因素包括:  

 治疗淋巴瘤或其他癌症所用的某些化学治疗  

 唐氏综合症和其他某些遗传性疾病  

 长期暴露于浓度超过安全限度的苯（如在工作场所）  

 用于治疗其他癌症的放疗  

 吸烟  

接受大剂量放射疗法也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慢性

粒细胞白血病的危险因素。导致这四种类型白血病的其他可

能危险因素还在不断研究中。  

白血病不是传染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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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体征和症状  

白血病的某些体征和症状类似于一些不太严重的常见

疾病。因此，白血病的确诊需要进行专门的抽血化验和骨髓

检测。  

不同类型的白血病有不同的体征和症状。急性白血病的

特征包括：  

 感到疲劳无力  

 体力活动时呼吸短促  

 肤色苍白  

 低烧或盗汗  

 伤口愈合缓慢且出血量过多  

 不明原因的青瘢（瘀伤）  

 皮肤上有针尖大小的红点  

 骨骼或关节有疼痛感（例如，膝盖，臀部或肩膀）  

 白细胞，尤其是单核细胞或中性粒细胞，数量偏低  

患有慢淋或慢粒的人可能看不出任何症状。有些病患者

是在例行体检的血液检测之后，才知道自己患了慢淋或慢

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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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慢淋患者会注意到自己颈部、腋下或腹股沟等部

位肿大的淋巴结，然后去医院进行检查。如果慢淋较严重的

话，他会感觉到疲倦、呼吸短促（因贫血导致），或者经常

发生感染。如果出现以上情况，血液检查就会发现淋巴细胞

数的增加。  

慢粒的体征和症状发展得比较缓慢。在进行日常活动的

时候，慢粒患者会感觉到疲倦和呼吸短促。除此之外，他们

还会出现脾肿大（导致在左上腹部有一种“被牵拉”的感

觉）、盗汗和体重减轻的症状。  

每种类型的白血病都可能会产生一些其他症状或体征，

这些也会促使人们去进行体检。  

持续的低烧、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易疲倦或呼吸急促，

如果你具有这些症状的话，建议你 好去医院进行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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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诊断  

CBC (全血细胞计数)常用于白血病的诊断，同样也用于

诊断其他疾病。这项检测可显示血液中的白细胞水平的高低

及白血病细胞的有无。有时候,CBC 检测出的血小 板计数和

红细胞计数会偏低。骨髓检查(穿刺和活组织检查)常用于进

一步的确诊及寻找异常染色体。以上这些测试可以确定出白

血病的具体细胞类型。  

 染色体是每个细胞中携带基因的那部分，而基因则指导着

细胞的各种生命活动。 

全面的血细胞检查和其他的一些检查方法常用于诊断

白血病的类型。为了评估治疗的效果，这些检查方法在治疗

开始后还会被重复使用。  

每种白血病大类还可分为不同的亚型，即同一大类的白

血病患者可能有不同的疾病形式。患者的年龄、平时健康状

况、所患白血病的具体亚型──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 佳

治疗方案的制订。血液和骨髓检查可用来确定急非淋、急淋、

慢粒和慢淋的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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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治疗  

治疗及其结果取决于白血病的类型和亚型。请参见协会免

费提供的针对急淋、急非淋、慢淋和慢粒的疾病与治疗手

册。 

获得有白血病治疗丰富经验的医护是非常重要的。白血

病治疗以“完全康复”为目标，这意味着经过治疗后白血病

的症状将消失，病人恢复健康。如今，在接受治疗至少五年

后，越来越多的白血病患者得到康复。  

急性白血病患者需立即开始治疗。一般来说，他们在入

院后首先接受化疗。治疗的第一部分称作诱导治疗。一段时

间后当病人处于缓解期，仍需要更多的住院治疗，这叫做巩

固或诱导后疗程。这部分包括伴随干细胞移植（有时也称作

骨髓移植）的化疗，或者没有干细胞移植的化疗。 

慢性髓细胞白血病（慢粒）患者一旦确诊就需要开始治

疗。起初他们通常用口服药甲磺酸伊马替尼（Gleevec®），

该药不能治愈慢粒，但多数患者可以在服药期间控制慢粒。

其他药物有达沙替尼（Sprycel®），为特定患者替代 Gleevec®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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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前唯一可以治愈慢粒的疗

法，在年轻患者中尤有成效。但 60 岁以下的患者如有匹配

捐献也可考虑此疗法。异基因移植是一种高风险的疗法。药

物疗法和移植疗法对于慢粒患者的长期效果正在研究中。  

一些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在确诊后较长时间内并

不急需治疗。需要治疗的患者可单独或合并使用化疗和单克

隆抗体疗法。异体干细胞移植是针对特定患者的一种治疗方

法。  

急淋、急非淋、慢淋和慢粒患者在缓解期需要定期找医

生做检查和验血，间或做骨髓检查。如果患者持续保持健康，

医生会建议其随访间隔延长。  

患者及照料着应该与医生沟通恶性血液疾病治疗的长

期影响和迟发影响。由恶性血液疾病引发的疲劳即是一种常

见的长期影响。  

协会免费提供的《恶性血液疾病治疗的长期和迟发效

应》有更多相关信息。此外，协会的免费手册《在病症中学

习与生活》为患病儿童的照料者提供更多信息。  

新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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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白血病治疗方法正在临床试验中，这将帮助更多白

血病患者缓解病痛、完全康复。白血病临床试验旨在研究更

好和更新的疗法以实现：  

 诊断与治疗白血病和其他病症  

 预防和缓解治疗副作用  

 防止疾病复发  

 提高生活质量和舒适程度  

更多临床方面的相关信息，请参见协会免费手册《恶性

血液疾病临床试验基础知识》。  

 

7. 白血病对社会交往和个人情绪的影响  

当听到“你患上了白血病”这种话,一个人可能觉得生

活在瞬间彻底改变。有一点让您欣慰的是，许多白血病患者

在诊断后，不仅活了下来，而且还过上了优质的生活。  

虽然起初难以接受这个事实，但是许多白血病患者还是

能够去面对。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更多了解白血病及其治疗

方法会使这个过程不那么困难。 患者首先去了解所患的白

血病类型和相应治疗方法，然后便能展望缓解和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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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可以向医护团队寻求帮助和指导，不仅是医学方

面，而且与疾病和治疗有关的情感问题，包括患病儿童、家

人或者朋友的特殊需求。  

选择治疗方式、安排治疗时间和筹措治疗费用会给患者

带来许多压力。您可以联系（美国）白血病淋巴瘤协会，或

求助于医护团队以得到指导和其它渠道以得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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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术语 

临床试验   使用志愿者研究新药、新疗法或者已经认可的

药物、疗法的新用途的试验。  

巩固治疗 （在诱导治疗之后）  急性白血病缓解后，给与

患者的补充治疗。  

细胞遗传学分析   检测白血病细胞的染色体，为医生提供

治疗患者的线索。细胞样本可以从血液或骨髓中获得。  

细胞因子   一种既可由细胞分泌，亦可在实验室中合成的

天然物质。在治疗中“生长因子”帮助正常血细胞恢复。将来

可能使用“免疫细胞因子” 治疗白血病。  

供者免疫细胞   患者由干细胞移植得到的捐赠干细胞可以

帮助患者生成新的血细胞和免疫细胞。  

耐药性   药物不起作用或停止起作用  

FDA   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观察药物的效果，研究和判

定药物是否安全有效。 

FISH 检测   用荧光原位杂交技术进行的检测，可以检测染

色体的异常。 

http://pro.yeeyan.com/wiki/Drug_resistance
http://pro.yeeyan.com/wiki/Drug_resistance
http://pro.yeeyan.com/wiki/Drug_resistance
http://pro.yeeyan.com/wiki/Drug_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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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病医生   专门从事血细胞疾病治疗的医生。  

血红蛋白   一种在红细胞中携带氧的物质。  

免疫系统   指保护人体抵抗传染的细胞及蛋白。淋巴细胞、

淋巴结和脾脏都是机体免疫系统的组成部分。  

免疫   人体抵御感染的能力。  

免疫球蛋白   具有防御感染功能的蛋白。  

免疫表型   一种用于区分患者的淋巴细胞白血病为 B 细胞

型还是 T 细胞型的实验室检查。  

免疫治疗   免疫治疗指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的治疗，

例如单克隆抗体治疗。其他的关于白血病的免疫治疗正在研

究中，例如疫苗，但这种疫苗将用于帮助免疫系统攻击白血

病细胞，而不是用于预防白血病。  

诱导缓解   急性白血病化疗的第一个阶段。  

白细胞单采   一种通过机器除去多余的白细胞的方法。  

腰椎穿刺  腰椎穿刺是一种医疗操作。通过腰椎穿刺，可获

得少量的脑和脊髓周围循环流动的液体并进行检测。腰椎穿

刺也称为放脑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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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结   小豆状器官，分布全身，是人体免疫系统的组成

部分。  

淋巴细胞   白细胞的一种。淋巴细胞能够帮助抵御感染。  

单克隆抗体   一种针对肿瘤细胞的靶向治疗药物。  

肿瘤科医生   治疗肿瘤病人的医生。  

病理学医生    在显微镜下研究组织切片从而识别疾病的

医生 。 

放射治疗    使用 X 射线或其他高能量射线的治疗。  

难治性的疾病   治疗无效的疾病。  

复发   成功治疗后疾病的复燃。  

缓解   无疾病征兆或很长一段时间疾病没有引起患者的任

何健康问题。  

脾脏   在身体的左侧，临近胃部的器官。它包含有淋巴细

胞，清除血液中的破损细胞。  

 

http://pro.yeeyan.com/wiki/Lumbar_pun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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