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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年约有 1.2 万美国人罹患急性髓系白血

病，即 AML（Acute Myelogenous Leukemia）。  

 

 

 

 

AML 可发生于各个年龄，且患病机率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在儿童中，大约每 5个急性白血病患儿就有 1 个为 AML 患儿。 

这本小册子正是面向 AML 患者及其家人，以帮助大家了解 AML

以及相关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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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将回答：  

• 什么是 AML？  

• 哪些人易患 AML？  

• 医生如何诊断 AML？  

 

第 2 部分 将回答：  

• 白血病如何进行治疗？  

• 治疗的副作用有哪些？  

• 如何获取更多的信息？  

 

 

 

 

小册子里的有些词语对你来说可能

比较陌生，请参考小册子后面的“医学

术语”，或者咨询相关专业人员。     
 

 

美国白血病淋巴瘤协会的免费小册子《急性髓系白血病

（Acute Myelogenous Leukemia）》提供了关于此类疾病及其治疗

的详细信息。  

这本关于 AML 的小册子，源自美国白血病淋巴瘤协会，内容

仅供参考。该协会不提供医疗咨询或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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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了解急性髓系白血病 

 

1．什么是 AML 

白血病是一种恶性肿瘤，可分为 4 个主要类型，其中之一即

为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对于 AML，白血病细胞通常是指原始

细胞。  

AML 起源于骨髓单一细胞的病变。骨髓是骨骼的海棉状中心。  

 

大多数情况下，医生并不知

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正常细胞变成

了白血病细胞。     

 

 

 

 

 

2．哪些人易患 AML 

可能会增加罹患 AML 风险的因素有：  

• 某些化学治疗（简称化疗）  

• 癌症的放射治疗（简称放疗）  

• 吸烟  

• 唐氏综合症  

• 大量苯（苯可用于制造塑料、去污剂、杀虫剂等化学制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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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史。  

AML 不会传染。  

AML 还可细分为不同的类型，称之为亚型。医生会通过检测

患者骨髓或血液中的白血病细胞来鉴别 AML 的亚型，并根据不同

的亚型制定治疗方案。  

                                

 

图 A                            图 B 

图 A 所示为通过显微镜观察到的正常骨髓细胞，这些细胞处

于不同的发育阶段。  

图 B 所示为通过显微镜观察到的 AML 原始细胞，这些细胞已

经停止发育，骨髓中充满了这种未成熟的、无正常功能的原始细

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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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医生如何诊断 AML 

AML 患者可能会出现以下改变：  

• 疲劳或乏力  

AML 的这些症状和体征在许

多其它疾病中也相当常见。 
 

• 体力劳动时气促  

• 皮肤苍白  

• 牙龈肿胀  

• 伤口愈合缓慢  

• 皮肤出现针尖样红点  

• 小伤口出血时间延长  

• 轻度发热  

• 不明原因的淤血斑块（瘀斑）  

• 骨骼疼痛或膝、髋、肩关节疼痛  

 

症状是指患者自己能够看到或者感觉

到的身体变化，而体征是指医生通过体格检

查或者实验室检查发现的患者身体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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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血液和血细胞 
 

骨髓是骨骼的海棉状中心。  

血细胞源自于骨髓中的干细胞。在骨髓中，干细胞分化

发育成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随后三种细胞进入血

液。  

红细胞在体内携带氧气。当红细胞数量低于正常时称为

贫血，这时病人可能会感到乏力、苍白或气促。 

白细胞在体内应对感染，中性粒细胞是应对感染的一种

主要白细胞类型。 

血小板能防止出血，形成损伤后帮助止血的“小塞子”。 

血浆也是血液的组成部分。血浆中大部分是水，同时还

含有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激素和其他天然化学物

质。 

     

 

 

 

 

 

 

 

 

 

 

 

 

 

 

 

 

血液和骨髓检查 

通过血液和骨髓检查寻找白血病细胞来明确是否患了 AML。  

骨髓穿刺涂片和骨髓活检是其中两种检查方法。通过骨髓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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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涂片，医生能够仔细观察骨髓中的细胞，明确细胞类型及何种

异常。而骨髓活检则能告诉我们病变的进展程度。  

骨髓穿刺是利用一根特制的针从骨髓中取得穿刺物——混有

细胞和液体的骨髓样本。医生会先用药物进行穿刺局部的麻醉。

通常选择的穿刺部位为髂骨。然后在显微镜下对骨髓细胞进行观

察。  

骨髓穿刺可用于查找异常细胞，如白血病原始细胞，也可用

于细胞遗传学分析以及其它检查。  

胞遗传学分析是一项检测白血病原始细胞染色体的实验室检

查。某些染色体的改变可提供医生选择治疗方案的信息。 

骨髓活检是从患者身上取出小块充满骨髓细胞的骨组织用于

检查。同样，这是用一根特制的针完成的，通常选择的活检部位

也是患者的髂骨。医生先用药物对活检局部进行麻醉。在显微镜

下观察骨髓标本。  

骨髓穿刺和活检可以在医生的诊所或者医院里进行，大多数

情况下二种检查一次完成。另外，它们还可以用来明确治疗是否

有效破坏了白血病原始细胞。  

医生根据检查结果可以作出以下判断：  

• 患者是否患有白血病  

• 患者需要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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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定 佳治疗方案，医生还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 患者的年龄  

• 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  

• 染色体是否改变以及改变的类型 

 

人体内每个细胞均有携带基因的染色体，

而正是基因调控着细胞的生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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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治疗 

1.白血病如何进行治疗 

AML 的治疗目的是治愈疾病。  

AML 的治疗分为两个阶段：诱导治疗和巩

固治疗。诱导治疗会在下面进行解释，巩固治

疗详见本册第 12 页。     

 

 

 

 

诱导治疗 

诱导治疗是化疗的第一步治疗。 

 
AML 患者需要立刻开始化疗。     

  

诱导治疗的目标是： 

• 尽可能多地杀灭白血病细胞。  

• 在化疗间歇期使血细胞计数恢复至正常水平。 

 

当诱导治疗的目标达到时，我们称之为缓解。  

患者处于缓解期时：  

• 自我感觉病情好转。  

• 血液和骨髓中找不到白血病细胞。 

诱导治疗应在医院内进行。患者通常需要住院 3～4 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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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可能需要更久一些。 

部分 AML 患者可被治愈。其中，儿童患者和急性早幼粒细胞

白血病（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APL,AML 的一种亚型）

患者的治愈率 高。  

化疗是用药物杀伤癌细胞的一种治疗手段。AML 的治疗，常

联合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药物。部分药物可口服，而大多数药物

则是通过置入患者静脉的导管输入体内——导管常置于患者上胸

部。  

这种导管有时也被称为“中心静脉导管”、“内置导管”或

“Hickman®导管”，用于化疗药物、液体、红细胞和血小板的输注，

也用于采集血液标本。  

美国白血病淋巴瘤协会的小册子《认识药物治疗，控制副作

用（Understanding Drug Therapy and Managing Side Effects）》

可为您提供更多关于处理药物副作用的信息。  

杀灭白血病细胞的药物有很多种，每种药物的作用机理不同，

故联合用药可增强疗效。新型的复方药物正在研制中。有关副作

用的内容从第 20 页开始。  

化疗的第一个疗程一般不能清除所有的白血病细胞，大部分患者

需要接受后续治疗。相同的药物常需使用多个疗程才能完成诱导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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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中心得到具有治疗 AML 经验

的医生的医疗护理是相当重要的。所以，

建议您向您的主治医生询问相关事宜。 

 

 

 

 

巩固治疗 

缓解后 AML 患者通常还需要更多的治疗，第二阶段的治疗称

为巩固治疗。这一阶段的治疗之所以必要，是因为 AML 缓解后体

内仍然残留一些白血病细胞，而通过常规的血液或骨髓检查是无

法发现这些细胞的。  

巩固治疗需要住院进行，一般需住院 3～4周，部分患者可能

要住得更久一些。 

巩固治疗主要为化疗，部分治疗方案会包括干细胞移植（有

时也称为骨髓移植）。关于干细胞移植的内容详见第 13～16 页。  

医生在制定一个患者的巩固治疗方案时，需考虑各方面因素，

如： 

• 患者的年龄 

• 患者身体对强烈化疗药物的承受力 

• 血液和骨髓检查结果 

• 是否有合适的干细胞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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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访 

缓解期的患者仍需定期到医生那里进行体检和血液检查，也

需要做骨髓检查。如果患者持续缓解，那么医生可能会建议延长

随访的间隔时间。 

 

难治性白血病和复发性白血病 

部分患者在治疗后骨髓中仍然存有白血病细胞，这被称为难

治性白血病。  

难治性白血病的治疗，可选用第一阶段治疗中未曾使用的药

物，也可选择进行干细胞移植。  

缓解后的 AML 又卷土重来，我们称之为复发。 

对于复发的患者，可选用与原先相同或不同的药物，也可选

择进行干细胞移植。  

复发的老年 AML 患者可选用一种叫吉妥珠单抗奥唑米星

（Mylotarg®）的药物。关于 Mylotarg®的内容详见第 26 页。 

 

造血干细胞移植 

造血干细胞移植（有时也称为骨髓移植），是治疗急性髓细胞

白血病的一种手段。患者化疗后，将供者的干细胞（异基因移植）

或患者自身的干细胞（自体移植）输入血液。输入的干细胞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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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骨髓，并帮助机体重建新的造血系统，提供红细胞、白细

胞和血小板。下面就将介绍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关于自体造

血干细胞移植的内容详见第 16 页。 

美国白血病淋巴瘤协会的免费小册子——《血液和骨髓造血

干细胞移植（Blood and Marrow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可提供更多相关信息。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化疗在杀灭白血病细胞的同时也损伤了骨髓中的健康干细

胞。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即是从供者体内采集干细胞，再输

入化疗结束后的患者血液中。供者可以是患者的兄弟姐妹，他们

的干细胞与患者相合的概率约为 1/4。若无相合的同胞供者，则

供者也可以是无血缘关系但干细胞与患者相合的人。  

 

 

 

 

 

 

 

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有两个原因：  

1、可使用大剂量化疗以杀灭更多的白血病细胞。 

2、输入的供者免疫细胞会攻击残留的白血病细胞。 

供者细胞对患者的 AML 细胞进行攻击的现象，称为“移

植物抗白血病效应”（Graft Versus Leukemia Effect,GVL）

或 G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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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的干细胞，经由患者的血液进入骨髓，帮助机体重建新

的造血系统，提供红细胞、白细胞（包括免疫细胞）和血小板。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可能是一种高风险的治疗过程。所以，

它对某些 AML 患者也许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否进行异

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取决于患者的各方面因素：  

•年龄 

•整体健康状况  

•单用化疗即可治愈 AML 的可能性  

•对移植的利弊充分了解（医生会向患者或患儿的父母说明这部分

内容）  

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一般应具备如下条件：  

•年龄通常在 1到 50 岁之间  

•处于缓解期  

•有相合的供者  

医生们正在研究一种新型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法，称为非清髓

造血干细胞移植（Nonmyeloablative Stem Cell Transplant）。

这对老年患者的治疗会有所帮助。有关非清髓造血干细胞移植的

内容详见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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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若患者无相合的供者，则可于大剂量化疗后进行自体造血干

细胞移植。 

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指用患者自身的干细胞进行移植。大

剂量化疗开始前，从患者的血液或骨髓中采集足够的干细胞并储

存起来。化疗结束后，再将这些干细胞回输到患者的血液中。 

  

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目的就是在

大剂量化疗后恢复患者正常的造血功

能。 

 

 

 

 

儿童患者的治疗 

在美国，每年约新增 3500 例儿童白血病病例。这些患儿的约

五分之一为AML。AML患儿的诱导治疗一开始就需使用2~3种药物。 

缓解期的患儿需更大强度的治疗，这称为强化巩固治疗。那

是因为在诱导治疗后，患儿体内仍会有一些白血病细胞的残留，

且这些细胞并不能通过常规的血液和骨髓检查检测出来。儿童患

者的巩固治疗包括多种化疗药物。 

大约五分之四的 AML 患儿可进入缓解期，约有一半的患儿可

无病生存五年。大多数这类患儿可被认为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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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情况时，AML 患儿达到缓解或治愈的可能性较小 

• 起病时白细胞计数很高 

• 年龄<1 岁 

• 伴有某些异常的染色体 

大剂量化疗后仍未缓解或复发的 AML 患儿，可选择异基因造

血干细胞移植。医生会与患儿父母及年长患儿讨论该治疗的益处

和风险。 

 

儿童白血病治疗的长期和晚期效应 

移植和其他治疗

可对患儿的生长发

育、激素分泌、心脏

及身体其他部分造成

不良影响。对白血病

的治疗也可能导致患

儿学习障碍。不过，

目前有专门课程可以

帮助这些儿童学习，早期发现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所以，请

向医生咨询您的孩子何时需要对学习能力方面进行检查。  

美国白血病淋巴瘤协会的两本免费小册子，《血液肿瘤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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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和晚期效应（Long-Term and Late Effects of Treatment for 

Blood Cancers）》以及《与瘤共存的学习和生活（Learning & 

Living with Cancer）》，可提供更多相关信息。  

 

老年 AML 患者的治疗 

AML 在老年患者中更常见，至少有半数 AML 患者在初诊时已

超过 65 岁了。 

部分既往体健的老年患者可用与年轻患者同样剂量的化疗；

有其他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如心脏病、肾病、肺病或糖尿病等，

医生在选择药物和确定剂量时会考虑这些因素。 

医生还会考虑： 

• AML 的分型 

• 患者承受治疗的体能 

• 患者对治疗方案的切身感受 

身体状况好的老年患者可予化疗，对于合并其他

疾患的老年患者可能需调整药物的种类和剂量。 

 

 

 

 

AML 的特殊亚型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和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A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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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cytic Leukemia）是 AML 的两个亚型，其治疗方法与其他亚

型不同。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 

APL 是用一种来自维生素 A 的制剂——全反式维甲酸

（all-trans retinoic acid,ATRA）来进行治疗的。化疗可配合

进行。多数患者都能成功进入缓解期。  

另 一 种 治 疗 APL 的 药 物 是 三 氧 化 二 砷 （ Arsenic 

Trioxide,ATO），可在白血病复发或 ATRA 联合化疗不能达到缓解

的情况下使用。APL 是 可能治愈的一种 AML。   

 

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的治疗  

一种称为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的 AML 亚型，白血病细胞更可

能侵犯中枢神经系统。 

为治疗这些难以企及部位的白血病，可把化疗药物直接注入

患者的椎管内。把一根细针刺入椎管，放出少量脑脊液，再注入

等体积的化疗药物。这种方法称为鞘内注射。 

若椎管或颅脑内存在大量白血病细胞，也可考虑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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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疾病与 AML 治疗的副作用 

美国白血病淋巴瘤协会的免费小册子《了解药物治疗和处理

副作用（ Understanding Drug Therapy and Managing Side 

Effects）》提供了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副作用的信息。  

 

副作用是指治疗对正常细胞的影 

 

下面列举了一些 AML 治疗时常见的副作用，但并不是说所有

患者都会产生这些副作用。  

• 红细胞数量下降（即贫血）。这时通常需要输注红细胞悬液（指

把健康人捐献的红细胞输给患者）来增加红细胞数量。 

• 血小板数量下降。假如患者的血小板计数过低，通常需要输注

血小板以防治出血。  

• 长期严重的白细胞数量下降可能会导致感染。这时需用抗生素，

直到白细胞计数恢复正常且感染清除。 

 
发热、畏寒可能是感染的唯一症状或体

 

感染的患者还可能有以下症状：  

• 咳嗽  

• 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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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痛  

• 频繁腹泻  

 

以下几点可降低细菌、病毒和真菌感染的风险： 

• 患者、探访者和医务人员均需认真洗手 

• 患者的中心静脉导管必须保持清洁 

• 患者须听从医生的建议，注意保护牙齿和牙龈 
     

 

 

 

 

 

其他副作用：  

• 口腔溃疡 • 皮疹 • 口干 

• 腹泻 • 恶心 • 便秘 

• 脱发 • 呕吐 • 味觉异常 

其中，恶心、呕吐可用药物防治。 

化疗可能会引起部分 AML 患者血液中尿酸浓度升高（白血病

本身也会使部分患者尿酸积聚）。尿酸是体内产生的一种化学物

质，尿酸过高可引起肾结石。  

高尿酸患者可口服别嘌呤醇(Aloprim®, Zyloprim®)，也可静

脉滴注拉布立酶(Elitek®)。  

 

 



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及家属指南          
 

 
译·爱项目——白血病患者服务手册翻译公益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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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血细胞计数 

化疗和放疗常常会影响患者的血细胞计数，故在治疗过程中

常常需行全套的血细胞计数检查，医生可通过该检查结果来确定

是否需要调整方案。若红细胞或者血小板计数过低，则可能需要

输血治疗。 

升高白细胞数有时可用生长因子。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Neupogen®)和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Leukine®)即是其中两

种。医生可能会和你谈到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即中性粒细胞数量低

于正常)和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或 ANC 等名词，这里所说的中性粒

细胞是一种在体内有抗感染作用的白细胞。  

美国白血病淋巴瘤协会的免费小册子《了解血细胞计数

（Understanding Blood Cell Counts）》可提供更多关于这方面的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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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血细胞计数是多少呢？  
正常血细胞计数是有一个范围的。下表列出了成人血细胞计数的正常

范围。每个实验室之间，儿童、青少年和成人之间略微有所不同。 
-----------------------------------------------------------------------------------------------------------------

红细胞(RBC)计数 

男性：(4.5-6)×109/L     女性：(4-5)×109/L 
-----------------------------------------------------------------------------------------------------------------

血细胞比容（红细胞在血液中所占容积的百分比） 

男性：42%~50%   女性：36%~45% 
-----------------------------------------------------------------------------------------------------------------

血红蛋白（红细胞中携带氧气的部分） 

男性：140~170g/L  女性：120~150g/L 
-----------------------------------------------------------------------------------------------------------------

血小板计数 

(150-450)×109/L 
-----------------------------------------------------------------------------------------------------------------

白细胞(WBC)计数 
(4.5-11)×109/L 
-----------------------------------------------------------------------------------------------------------------

白细胞分类计数是指对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嗜酸性粒

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五类白细胞进行分类计数。中性粒细胞约为 60%，

淋巴细胞约为 30%，单核细胞 5%，嗜酸性粒细胞 4%，嗜碱性粒细胞

小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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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L 患者的前景 

AML 是很难治愈的血液肿瘤。不过可喜的是，近年来该病的

治疗结果已取得很大进展。  

患者的年龄会影响其治愈率。儿童患者的治愈率 高，几近

半数的 AML 患儿可被治愈。总的来说，治愈的可能会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降低。  

AML 的某些亚型，如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有比较高的治

愈可能。  

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则也可能会治愈。 

 

3. 获取更多信息 

 

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旨在对新药、新疗法和已认可的药物或治疗的新用

法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已促成越来越多的 AML 患者进入缓解期，

或维持缓解数年甚至治愈。 

美国白血病淋巴瘤协会的免费小册子《了解血液肿瘤的临床

试验（Understanding Clinical Trials for Blood Cancers）》

将提供更多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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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进行中的一些试验类型： 

药物治疗：科学家一直尝试研制新药或从天然物质中提取出

有效药物成分，同时也在研究把已投入使用的药物合成新药的方

法。 

免疫治疗：科学家也正在研究增强机体天然防御能力的方法，

即免疫治疗，其目的是杀灭白血病细胞或预防其生长。 

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目前，医生们正在研究一种称为“非

清髓造血干细胞移植”（又称“迷你移植”）的技术，较清髓移

植更为缓和。一些特殊的药物使患者的免疫系统不会对植如伟大

免疫细胞产生排斥，经过一段时间，供者干细胞将取代患者的造

血和免疫系统细胞。同时，供者的细胞也会攻击 AML 细胞。   

细胞因子：医生们目前也在对细胞的天然产物细胞因子进行

研究。这些细胞因子也可以在实验室合成。有助于恢复正常的血

细胞计数，或者增强机体的免疫系统，从而更有力地攻击白血病

细胞。 

白血病特异性治疗：这是基于患者的白血病特殊亚型（如染

色体改变类型）而进行的针对性治疗，目前也尚在研究中。 

细胞耐药：有些患者的 AML 细胞并不像其他患者的那样容易

被杀灭，这种现象称为耐药。科学家正在研究为什么有些 AML 细

胞会对化疗药物产生耐药性，这将有助于制订出更好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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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治疗：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导致正常细胞变成 AML 细胞的

确切的遗传改变。这将推动新疗法的诞生，阻断癌基因的效应。 

旧药新用：吉妥珠单抗奥佐米星（Mylotarg®）是用于治疗老

年复发性 AML 的一种药物，目前正在研究该药与其他药物结合来

治疗复发的 AML。同时也在研究用该药联合全反式维甲酸（ATRA）

和三氧化二砷（ATO）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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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医生的交流 
 

 

向医生咨询 AML 的相关问题及治疗计划，这将帮助你更多

地了解疾病和治疗过程，使你得以参与其中并作出决定。 

你需要向医生咨询的问题有：  

• 我的血液和骨髓的检验单说明了什么？这些结果和正常的比

起来有什么不同？  

• （医生）您认为我需要什么样的治疗？  

• 这家医院对于 AML 的治疗经验如何？  

• 我的治疗费用可以由我现有的医疗保险承担吗？  

• 我（或者我的孩子）需多久再来医院治疗或随访？  

•（医生）您能把我 新的病情转告给我的家庭医生吗？  

• 我（或者我的孩子）将采用某个肿瘤研究计划治疗吗？肿瘤

研究计划指国家卫生组织为研究肿瘤治疗而进行的临床试验。

（通常可提供 新和免费的治疗，但患者同时也承担一定的治

疗风险）。  

• 我接受的治疗可能会有哪些副作用？  

• 如何应对这些副作用？  

• 我（或者我的孩子）需要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规律或者能不

能进行某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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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医生的交流（续） 

你可以把这些答案写下来，以后拿出来看会很方便。或者，

你也许想家人或朋友陪你一起去见医生，他（她）可以一起听、

作些笔记并在旁边支持你。有的患者选择把这些录下来带回家听，

这样可能更方便。   

患者应和家人、朋友说说自己的感受，分享有关疾病的知识，

好让亲朋好友了解这种疾病，并一起面对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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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AML 患者或者患儿的父母来说，以下几点很重要：  

• 遵守与医生的所有约定  

• 遵照医嘱按时按量服药  

• 遵照医嘱预防感染，如避免人多的场所及经常洗手  

• 每天吃健康食品，对患者来说，可用每天四五顿的少食多餐来

代替一日三餐 

• 对食欲不佳的患者，可向医疗小组寻求有益的建议  

• 拜访家庭医生（或社区医生）以满足其他相关的卫生保健需求 

 

如何应对 AML 

您本人、配偶、孩子或者其他至亲患上白血病的消息都会让

人唏嘘不已。AML 患者会面临很多未知的东西。您与家人可以就

所关心的问题同医疗小组讨论一下。首先，您也许要重点了解有

关 AML 的知识及其治疗，这样您就可以在自我照料、病情缓解和

康复方面做到心中有数。 

选择治疗方案可能会带来很大压力，治疗也可能会给家庭带

来额外的人力财力负担。因此，向医疗小组寻求帮助和指导就很

有必要。而且，医疗小组还会给予情感上的支持和其他的帮助途

径。 

家人及朋友可以帮助你应付所要面对的困难。朋友或家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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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您前去治疗。同样的，患者也可以试着去认识其他的病友，这

种友谊也是很有帮助的。 

美国白血病淋巴瘤协会的免费小册子《继续新的一天（Each 

New Day and Coping）》在这方面有更详细的内容，可为患有白血

病、淋巴瘤或骨髓瘤的患者在获得医疗支持及医疗费用方面提供

帮助。 

 

帮助孩子应对疾病 

孩子患上恶性肿瘤时可能会感到惊恐无助，然而他们年纪太

小，可能还不理解他们所患的疾病和将要进行的治疗。 

孩子患上 AML 后，可能不得不休学一段时间，不能跟好朋友

在一起，不能参加所喜爱的活动。他们可能会迁怒于医生和护士，

觉得这些人“伤害了他们”。他们也可能会迁怒于父母——认为

是父母让他们生了病，甚或会因为父母带他们去做检查和治疗而

大发脾气。 

要让孩子接受这些生活中的变化， 好办法就是，一经主治

医生许可，立即让他们回到日常活动中来。 

AML 患者家庭中的孩子同样需要特别的关注。他们可能会害

怕得病，或者由于自己的兄弟姊妹得病而情绪低落。他们也可能

会对父母没有常在身边而感到伤心或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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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血病淋巴瘤协会的免费小册子《血液肿瘤患儿的情感

问题（Emotional Aspects of Childhood Blood Cancers）》，在

如何帮助儿童应对疾病方面提供了更为详细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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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术语 

急性白血病   一种发展迅速的白血病，受累细胞多为尚未发展成

熟的幼稚细胞。  

抗生素   用于治疗感染的药物，青霉素就是一种抗生素。  

抗体   机体内可对抗感染的蛋白质  

中心静脉导管  医生在患者胸腔上部大静脉中置入的特殊导管称

为中心静脉道管，为化疗做准备。通过此导管向患者输入化

疗药物和血细胞，采集血样。也称为中心静脉留置导管。 

化疗   使用化学药物杀伤白血病细胞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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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症缓解后，给予患者的补充治疗。通常使用诱导缓

解治疗中未用过的化疗药物。  

细胞因子   是细胞生成的天然物质，亦可在实验室中合成。现今

在治疗中，生长因子可帮助正常血细胞恢复。在未来，“免疫

细胞因子”可用于治疗急性髓细胞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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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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淋巴细胞”的其他免

疫细胞通常与供者干细胞混合在一起。而后，患者便开始生

成供者型的血细胞和免疫细胞。  

输入的供者免疫细胞和患者生成的供者型免疫细胞（淋

巴细胞）导致两个结果：“移植物抗宿主病”和“移植物抗白血

病效应”。 “移植物抗白血病效应”强，“移植物抗宿主病”弱，

对患者通常是一个较好的结果。 

免疫系统    指保护人体抵抗感染的细胞及蛋白。 

白血病    发生在骨髓和血液中的恶性肿瘤。  

放射治疗   使用 X 射线或其他高能量射线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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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脑脊液   取出少量的脑与脊髓周围液体并进行检查的一种医

学操作。也称为腰椎穿刺。  

干细胞     生成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的一种骨髓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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