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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血铅测试：谁应该去检查，什么时候，如何对待

不同的测试结果 

由伊丽莎白，奥博良， 全球铅咨询和支持的服务机构（GLASS)编写 2009 年 8 月 

由徐滔翻译成中文, 2009 年 9 月 

谁应该去做血铅测试，什么时候去？ 

每一个六岁以下的儿童都应该每年至少做一次血铅测试。这样的测试应该从孩子会趴的时候就开始，和更加频繁

地，如果 血铅水平大于 2 微克/分升（µg/dL），如果居住的房子建于 1997 年以前或如果他们患异食癖（吃非实

物的东西）或患有缺铁性贫血。 

所有的儿童如带有学习困难、自闭症、注意力集中障碍、注意缺陷多动症或侵略性行为的现象，应该接受血铅测

试。 

对于每个出生于含铅汽油被禁止使用的 2002 年之前的澳大利亚人和 2001 年之前的中国人，在 6 岁以后的一生

中，应该每 5 年检查一次血铅浓度。如果血铅浓度大于 2 微克/分升（µg/dL） 检查应该更加频繁。 

任何人正计划搬进和特别是如果你正计划装修一间 1997 之前建于澳大利亚的房子，应该在装修之前先做个血铅

检查，并再在装修开始的两三周以内（特别是准备油漆用于再漆和任何拆卸）确定装修方法确实是安全的。如果

装修的过程中家人必须住在家中，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进行血铅测试。 

如果你的邻居或者房东开始拆除，或者干打磨，或者喷水清理脱下他们的旧建筑的油漆，或者你的。带每一个人

到医生那里去做一个血铅测试。取得一份检查结果的副本。以防它的结果需要法庭听证会。 

人们从事与铅有关的工作或者牵涉到业余爱好（铅框的玻璃窗，陶瓷，珠宝制造，钓鱼的铅坠，潜水压铅，子弹

制造，艺术家的油画涂料，等等。）这些都要用到铅，应该在开始工作和业余爱好之前去做血铅测试，然后，在

几周以后 再做。要根据检查结果来决定频繁次数。要做出改变以达到实际能够降低血铅水平。但是，至少每年进

行一次血铅测试，以保证血铅水平不会超过 2 微克/分升（2 μg/dL）。如果你的检查结果超过了 2 微克/分升，要

考虑换到其他的非铅的工作或者业余爱好。 

射击手特别应该被要求在开始拿起枪（或者申请执照）之前作一次血铅测试（最好在第一次拿起抢之前，或者在

开始接受训练的时候）和在他开始训练不久以后，特别是如果他们在室内射击范围内的训练。定期的血铅观察可

以让你的医生知道你是否有基因型问题，或者射击频率来证明你使用枪是真正不安全的。 

任何人，如果受过一次滞留的铅弹射击或弹头留在体内，他应该至少每 6 个月进行一次血铅测试，或者更频繁地

如果血铅浓度大于 2 微克/分升 。这种情况特别能够发生在如果滞留的铅物质或碎片移动进入关节的关节液里，

你的医生应该知道你已经被打伤，并留有含铅的弹药。这样他们就能够更好的观察不仅是你的血铅水平，而且还

有你的营养状况和定期的衡量外科取出铅弹的风险对比铅中毒的风险。 

http://www.lead.org.au/cu.html
http://www.lead.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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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怀孕的夫妇应该致力于把血铅浓度保持越低越好，但肯定要低于 5 微克/分升。对于父亲来讲，这个水平要在

精子被制造之前达到。（即至少在受孕之前三个月达到）。 

对于即将要搬去一个已知的高铅风险的地区的人，例如铅矿山，冶炼厂，制造厂，再回收设施的周围社区，应该

测试每个家庭成员， 和他们自己。特别是如果他们即将开始在铅设施工作。 

由于铅和汞的协同作用，在上述类别的任何人如果他的牙齿也有汞合金填充物，他的一生中应该至少每 2-3 年作

一次血铅测试，并考虑更换他们的汞合金填充物如果他们血铅水平超过 2 微克/分升。 

因为血铅水平超过 2 微克/分升已经被发现对胎儿和幼儿的大脑发育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我们建议妇女在妊娠早期

和孩子出生时都要进行血铅测试。怀孕一般会使血铅浓度增加（某些妊娠比其他人更严重）。早期妊娠的血铅水

平和最终脐带的血铅水平是了解婴儿的良好基线水平，（要事先准备好在孩子出生时进行测试）。胎盘是不会过

滤铅的，所以测试结果可以被考虑为婴儿的第一次血铅测试。高峰血铅浓度对于一个孕妇来说（典型的在分娩时

到达峰值）将取决于孕妇一生中接触铅的程度，因此是需要掌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 

任何人如果得到高的毛发铅测试的结果，就应该做血铅测试，来确定是否有问题，和得到一个测试结果（血铅检

测试结果），卫生部门将用这个结果来随访观察。 

血铅的测试结果能够显示出，尽管没有明显的铅中毒的来源和途径，铅在当前确实正在被吸收。附加上，血铅测

试能够显示储藏的铅正从骨质里转移回到血液中来。铅从骨质里转移出来，并回到血液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

且不是所有导致这种运动原因的被完全的了解。 

75%的儿童的铅化学负荷，和 95%的成人的铅化学负荷，是储藏在骨质内。因为这个原因，如果没有历史的血铅

检测结果，作好的方法来评估长久以前的铅中毒，是用骨质 X 射线荧光分析机。可惜目前为止 X 射线荧光分析机

还没有在澳大利亚被使用。 

血铅检测能够回答关键的问题：铅正从骨质中转移出来或正从环境中被吸收入。并且正通过血液循环，散布到所

有器官和组织？ 能够使铅移出骨质的这一类型变化包括，但不一定限制于：铅中毒的治疗（如桑拿，螯合疗法

等，包括大剂量维生素 C，它就是所谓的“天然螯合剂”） ，一些药物治疗其他的情况（如可的松），骨折，在

运动水平的急剧变化（如突然训练马拉松赛跑而没有以前的赛跑经验，或者突然被限制在医院一段时间），骨脱

矿物质与妊娠，哺乳，经绝期，衰老有关，并可能与过度的阳光曝晒有关。 

正在接受激素替代疗法的女性和任何接受可的松治疗的人需要至少每 6 个月做一次血铅测试，以确定是否治疗或

者医学上的疾病与血铅升高有关系。 

任何遭受健康影响或行为问题的人如文章“血铅水平高于 2 微克/分升和低于 10 微克/分升对成人和儿童的危险”

见网址：www.lead.org.au/fs/Dangers_of_BPb_Level_Above_2µg_dL_and_Below_10µg_dL_20090813.pdf 

和“铅，衰老和死亡” 见网址：www.lead.org.au/fs/LID_9496.pdf  提到的都应该去找他们的家庭医生或专科医

生做血铅检查 。 

各种不同的个体和政府对血铅水平的反映 

对于个人知道血铅浓度大于 2 微克/分升 对健康危险，最重要的步骤来对应血铅浓度大于 2 微克/分升，就是确定

铅的来源和除去他（或是这个人脱离铅源），以及以及实施营养干预。一位知情的医生能够极大地帮助这两个重

要的反应。 

http://www.lead.org.au/fs/Dangers_of_BPb_Level_Above_2ug_dL_and_Below_10ug_dL_20090813.pdf
http://www.lead.org.au/fs/LID_949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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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卫生机构应该能够对铅源识别过程中提供帮助（家庭铅的评估等），但如果有必要，你可以找到详细的铅小

组的优秀自助采样为实验室提供血铅测试（在澳大利亚）的成套工具包在以下网址：

www.lead.org.au/fs/DIY_sampling_lead_analysis_kits_flyer_20090715.pdf 

 “可接受”血铅浓度 

2009 年 8 月 6 日澳大利亚国家卫生部和医学研究委员会发布了一个声明：目标是所有澳大利亚人的血铅浓度要保

持在 10 微克每 100 毫升血以下（10 ug/dL）。这个水平被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 1991 年和世界卫生组织在

1992 年推荐使用。他也是澳大利亚国家卫生部和医学研究委员会在 1993 年推荐的水平。 

铅小组认为，“可以接受”的血铅水平应该是 2 微克每分升血（100 毫升），这是根据参考下文“ 血铅水平高

于 2 微克/分升和低于 10 微克/分升对成人和儿童的危险”的研究报告。 

网址：www.lead.org.au/fs/Dangers_of_BPb_Level_Above_2µg_dL_and_Below_10µg_dL_20090813.pdf 

所谓“可接受”，政府是指低于该水平的铅的有害影响是可以接受的，这是考虑到铅开采，冶炼和出口给国家带

来的那麽大的经济推动。作为一个“目标”，即所有澳大利亚人或中国人都应该在这个水平以下。我们提议 5 微

克每 100 毫升血液（5 微克/分升）。作为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上的标记。我们提议 10 微克/分升以下作为

“靶子”水平。所有澳大利亚人和中国人-要在 2012 年达到这个水平。我们不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目前调动一个

工人离开铅工作岗位的职业行动水平为 50 微克/分升是根据澳大利亚标准。工人也是人，额外多支付一点工资不

能补偿过早死亡，特别是如果你没有被告知你正在冒这个风险。在中国，调动一个工人离开铅工作岗位的职业行

动水平为 60 微克/分升。 

 “需申报”的血铅浓度 

在新南威尔士州，昆士兰州或塔斯玛尼亚州，如果非职业性铅暴露的人被病理实验室检出血铅浓度等于或大于 15 

微克/分升，这个病理实验室必须向州政府的卫生部申报。然后，当地的公共卫生机构将会对他的房屋进行铅的评

估。 

在其他的州和领地，公共卫生规章没有要求通知卫生部如果你的血铅浓度超过了 15 微克/分升，因此，我们建议

你或你的家庭医生或产科医生要求有关的州的公共卫生机构做房屋铅的评估。这可以通过电话联系。 

 环境卫生单位，人民服务部，维多利亚省：1300761874 

 卫生部，南澳大利亚：0882266000 

 卫生部，西澳大利亚：0893884999 
 澳大利亚首都领地， 健康保护服务部：0262051700 

 北领地， 环境卫生部，领地健康服务处：0889227152. 

对于儿童血铅水平升高在中国需要采取的行动 

以下各段取自中国卫生部公布的文件（2006 年 2 月 9 日） 一、诊断与分级 

儿童的高铅血症和铅中毒，儿童的高血铅水平应该作为诊断的基础。 

高铅血症：连续两次静脉血铅水平为 10 ~ 19.9 µg/dL； 

铅中毒：连续两次静脉血铅水平等于或高于 20 µg/dL ；并依据血铅水平分为轻、中、重度铅中毒。 

轻度铅中毒：血铅水平为 20～24.9 µg/dL； 

中度铅中毒：血铅水平为 25～44.9 µg/dL； 

重度铅中毒：血铅水平等于或高于 45 µg/dL 

 

http://www.lead.org.au/fs/DIY_sampling_lead_analysis_kits_flyer_20090715.pdf
http://www.lead.org.au/fs/Dangers_of_BPb_Level_Above_2ug_dL_and_Below_10ug_dL_200908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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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儿童铅中毒的处理原则 

儿童高铅血症及铅中毒的处理应在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中进行。医务人员应在处理过程中遵循环境干预、健康
教育和驱铅治疗的基本原则，帮助寻找铅污染源，并告知儿童监护人尽快脱离铅污染源；应针对不同情况进行卫
生指导，提出营养干预意见；对铅中毒儿童应及时予以恰当治疗。 

（A）铅污染源 

当儿童血铅水平在 10 µg/dL 以上时，应仔细询问生活环境污染状况，家庭成员及同伴有否长期铅接触史和铅中毒
病史。血铅水平在 10 ～19.9 µg/dL 时，往往很难发现明确的铅污染来源，但仍应积极寻找，力求切断铅污染的
来源和途径；血铅水平在 20 µg/dL 以上时，往往可以寻找到比较明确的铅污染来源，应积极帮助寻找特定的铅污
染源，并尽快脱离。 

在血铅浓度低于 15 微克/分升，澳大利亚政府建议采取的行动 

西澳大利亚州卫生部现正在随访血铅水平高于 5 微克每分升的人在埃斯佩兰斯，西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卫生部正

在随访血铅水平高于 10 微克每分升的人在芒特艾萨铅开采和冶炼厂镇。 

如果你的家庭成员中有人的血铅浓度低于 15 微克每分升，但是 高于 2 微克每分升，那么你将是明智的在住家做

一些测试。或者思考一下在工作和爱好中任何潜在的铅暴露的情况，以便识别和消除任何铅的来源。你也可以试

打电话给你的州的卫生部要求他们根据别的地方的政策对你房屋进行铅的评估， 

见上面的名单和另外补充： 

 卫生部，新南威尔士州，0293919000 

 昆士兰州卫生部：0732340111 
 健康和人民服务部，塔斯玛尼亚州：1300135513 

在英国，医生被建议要对被诊断有学习困难和自闭症的孩子进行血铅测试。 

2009年8月7日，美国的所有州和地方卫生部门，被建议对于有风险的6岁以下的儿童增加血铅筛选率，正好是许多

战略之一，要达到在2000年定下的美国国家健康人目标，就是到2010年，在美国， 年龄在1到6岁之间的儿童不应

该有血铅水平高于10 微克/分升。 

在美国一些政府部门，随访(寻找来源）血铅水平已经被定为5 微克/分升。 例如俄勒冈州人民服务部编的“了解

你的孩子的血铅测试”，描述：“父母应该采取步骤来查明，在他们的孩子的环境里可能的铅来源。以便防止任

何进一步的暴露”。(如果孩子的血铅浓度是5 微克/分升或者更高) 

2008年11月，美国福赛斯县卫生局通过的规定，要求对于血铅浓度等于8 微克/分升或更高的孩子的居住环境进行

调查。同时允许血铅浓度在5微克/分升或更高的儿童的父母亲要求检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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