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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铅测试：谁应该去检查，什么时候该去检查，如何对

待不同的测试结果 

By Elizabeth O’Brien, Global Lead Advice and Support Service (GLASS), August 2009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Emma XU, Septemb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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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三

种情况下，儿童在以下三种情况下每年血铅测试的词说应该更加频繁：  血铅大于或等于 2 µg/dL、居住的房子

建于 1997 年以前、喜欢把玩具或其他不是食品的东西放在嘴里、患有缺铁性贫血。 

如果孩子有学习障碍、自闭症、注意力不集中、多动症或攻击性很强的现象，应该马上接受血铅测试。 

对于在澳大利亚出生于 2002 年以前的人和在中国出生在 2001 年以前的人（也就是 6 岁以上的澳大利亚人和

7 岁以上的中国人）应该坚持每五年检查一次血铅浓度，一旦血铅浓度大于 2 µg/dL 应该增加检查的频率。因

为在 2002 年以前澳大利亚没有限制使用含铅汽油，中国 2001 年以前没有限制使用含铅汽油。 

如果你在即将搬进澳大利亚建于 1997 年以前的房子，在入住新家之前，一定要做一次血铅测试。如果你还要

对新家进行装修，那么你一定要在开始装修之前作一次血铅测试，然后在装修开始两周以后再做一次血铅测

试。对比两次测试结果，判断你的装修过程是否”铅安全”。 如果装修的过程中，家人住在家中，家人都应该进

行血铅测试。 

如果你的邻居或者房东开始重建，翻修房子或者用高压水冲洗外墙，在这个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到医生那

里去做血铅测试。请保存好血铅测试的报告，以防万一将来有法律纠纷的时候使用。 

如果你的工作或业余爱好与铅有关（例如，灯饰行业，珠宝制造，陶瓷术，油画，水彩画，钓鱼锤，子弹制

造，潜水等。这些行业都要用大大量的铅），在工作或爱好开始，你应该尽可能的多进行血铅测试，以保持较

低的血铅浓度。你应该在从事上述事项之前就做血铅测试。但是，至少一年进行一次血铅测试，尽量让测试结

果保持在 2 µg/dL 以下。一旦你的检查结果超过了 2 µg/dL，建议你换行业或者暂停你的爱好。 

手枪射击手尤其应该在开始从事射击工作之前（最好在第一次拿起抢之前，或者在开始接受训练的时候）进行

一次血铅测试。这一点对于那些在室内进行实际工作的人更为重要。定期的血铅测试可以让你的医生知道你是

否有基因问题而不宜使用抢。或者由于你使用枪太频繁造成血铅浓度增加，你不宜继续使用枪。 

如果你曾经被抢射中并且子弹依然留在身体里面，那么你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血铅测试。如果血铅浓度大于 2 

µg/dL ，那么你每年应该增加测试的次数。如果子弹的碎片留在了关节液体里面，你要有特别关注你的血铅浓

度。你的医生应该不只是关注你的血铅浓度，还将给你营养方面的建议，并且定期的分析给你做手术取出子弹

碎片得风险。 

准备怀孕的夫妇应该尽全力把血铅浓度保持越低越好，绝对不能超过 5 µg/dL。对于父亲来讲，一定要在受孕

之前至少三个月保持血铅浓度低于 5 µg/dL。 

对于即将要去从事“高铅风险”行业的人，应该携同全家去进行血铅测试。“高铅风险”指，例如铅矿、熔

炼、工厂、回收等。 

如果你正在从事“高铅风险”行业，与此同时你还有汞填充物在你的牙齿里面，那么你应该每两年进行一次血

铅检查。 因为铅和汞综合起来会对你的身体很大的不良影响。如果一点检查结果超过了 2 µg/dL， 那么你应该

考虑把牙齿里的填充物替换掉，用另外的填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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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2 µg/dL 的血铅浓度对胎儿和幼儿的大脑发育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我们强烈建议孕妇在怀孕初期和孩子出

生时都要进行血铅测试。怀孕一般会使血铅浓度增加（不同孕妇程度不一样）。如果要了解婴儿的血铅情况，

那么怀孕初期的血铅测试结果和胎儿出生时脐带血的血铅测试结果都是很重要的参考值。（最好在孩子出生前

就做好脐带血铅测试的准备）。胎盘是不会过滤铅的，所以母体中的铅是可以通过胎盘到达胎儿的。每一个孕

妇血铅浓度的峰值都不一样（一般会在孩子出生时到达峰值），这个峰值取决于孕妇接触前的程度，这个参考

值也非常重要。 

如果你的“头发铅测试”浓度很高，那么你应该去进行一次血铅测试。你可以了解自己是否存在铅超标的问

题，另外也可以把你的血铅报告提供给卫生部门。 

（“头发铅测试”：铅进入人体以后会进入头发里面，所以通常我们可以通过测试头发的铅含量在初步判断人

体的铅浓度，这种方法较血铅测试简单，但不够准确） 

无论铅污染多么的隐蔽，血铅测试报告还是可以给我们提供铅中毒的现状和程度。另外，通过血铅测试还可以

告诉我们从骨头里转移回血液中的铅浓度。铅在人体里面从骨头里转移回血液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至于这种

转移的诱因，目前医学界还不太明确。 

儿童体内和 75%铅都沉积在骨头里，成人体内有 95%的铅沉积在骨头里。如果没有历史的血铅数据，那么进

行 X 射线荧光测试可以知道多年以前你的血铅浓度。可惜目前为止 X 射线荧光光谱仪还没有在澳大利亚广为

使用。 

血铅测试结果可以告诉们很多信息，例如，血液里的铅多年前吸入体内然后从骨头里转移回来的？还是近期从

外界吸入的呢，并且正通过血流遍及我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和组织？这种变化的形式可以将铅从骨头里面转移出

来，但是不仅仅限于：铅中毒的治疗（例如，桑拿浴，螯合疗法等，包括大剂量的维生素 C，最为自然的螯合

疗法），一些治疗其他疾病的药物（例如可的松），骨折，突然的剧烈运动（例如没有准备活动的马拉松长跑

训练，或者突然间被锁定在医院），在妊娠期，哺乳期，绝经期和苍老期的去矿疗法,以及暴晒太阳等。 

接受激素取代疗的女性，或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的人需要每半年做一次血铅测试，监控治疗对身体的铅浓度是

否有影响。 

所有正在遭受着健康影响或有行为问题的人都应该去做血铅检查。（在“血铅浓度大于 2 µg/dL 小于 10 µg/dL

的危” 和“铅，死亡的中介”提到过） 

对于不同的检查结果，个体和政府的建议， 

首先，如果你知道血铅浓度大于 2 µg/dL 会对健康不利，那么当你血铅浓度大于 2 µg/dL 时，最重要的事情就

是寻找你周围环境铅的来源，然后去除铅源并补充相应的营养取出体内的铅。专科医生可以帮助你完成上述步

骤。 

在澳大利亚，政府的卫生部会帮助你寻找“铅源”（例如测试你家里面铅污染的情况）。同时，你可以从铅小

组购买自助铅测试仪器，从而很简单地测试你周围环境的铅污染情况，这一点非常重要。 

“可接受”血铅浓度 

2009 年 8 月 6 日澳大利亚国家卫生部和医疗研究委员会发布了一个声明：澳大利亚的目标是所有公民的血铅

浓度不得高于 10 µg/dL。这个标准 1991 年就在美国已经认可了，1992 年世界卫生组织也认可了这个标准，

1993 年被澳大利亚国家卫生部和医疗研究委员会认可。 

根据研究—“血铅浓度在 2 µg/dL 和 10 µg/dL 之间给孩子和成人带来的危险” (参考） 

铅小组认为”可接受的铅浓度”应该是 2 µg/dL。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可接收的铅浓度”是指, 

说到目标，我们认为对于所有澳大利亚人的血铅浓度应该保持在 5 µg/dL 以下。 

http://www.lead.org.au/fs/Dangers_of_BPb_Level_Above_2ug_dL_and_Below_10ug_dL_20090922.pdf
http://www.lead.org.au/fs/Dangers_of_BPb_Level_Above_2ug_dL_and_Below_10ug_dL_20090922.pdf
http://www.lead.org.au/fs/LID_9496.pdf
http://www.lead.org.au/fs/Dangers_of_BPb_Level_Above_2ug_dL_and_Below_10ug_dL_20090922.pdf
（www.lead.org.au/fs/Dangers_of_BPb_Level_Above_2ug_dL_and_Below_10ug_dL_20090922.pdf


Blood lead testing: who to test, when, and how to respond to the result August 2009 Page 3 of 3 

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我们希望所有的澳大利亚人和中国人 的血铅浓度能够在 2012 年之前达到低于 10 

µg/dL。我们认为现在的职业人群的血铅标准（50 µg/dL）是可接受的（从事铅职业的人血铅浓度超过这个标

准就应该定之相应的工作）。职业人群是指那些被付相对高工资但是不足以弥补可能早死亡的那些工人，尤其

是这些工人可能没有被告知这个工作很危险。中国的职业人群血铅标准是 60 µg/dL。 

 “需申报”的血铅浓度 

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昆士兰州或塔斯马尼亚州，如果非从事铅职业的人的血铅浓度大于等于 15 µg/dL

（病理实验室结果），这个病理实验室必须向州政府的卫生部申报。一旦被申报，当地的公共卫生机构将会对

此个人居住的房子进行“铅评估”。 

澳大利亚的其他州或地区没有严格的规定对一个非从事铅职业的人的血铅浓度大于等于 15 µg/dL 必须申报。

所以如果你的血铅浓度超过了 15 µg/dL，建议你或你的私人医生或产科医生打电话与一下机构联系，要求当地

的公共卫生机构将会对此个人居住的房子进行“铅评估”。 

 维多利亚省：1300761874 

 南澳：0882266000 

 西澳：0893884999 
 首都地区：0262051700 

 北澳：0889227152. 

对于血铅浓度低于 15 µg/dL 的人澳大利亚政府建议采取的行动 

西澳大利卫生部已经历下新政策，对血铅浓度为超过 5 µg/dL 的人进行铅测试。西澳大利亚和昆士兰州正将对

铅矿和熔铸城市的人们中血铅浓度超过 10 µg/dL 的人进行铅测试。 

如果你的家庭成员中有人的血铅浓度在 2 µg/dL 和 15 µg/dL 之间，那么你应该对你的住房进行铅评估，或者

思考一下是否有铅暴露的情况在工作和爱好中，尽量找到铅的来源并终止这样的铅污染。你也可以打电话给当

地的卫生部门要求他们来为你做铅评估。 

参考上面段落的电话和一下补充： 

 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门，0293919000 

 昆士兰州卫生部门：0732340111 
 塔斯玛丽亚州卫生部门：1300135513 

在英国，医生被建议要对被诊断有学习障碍和自闭症的孩子进行血铅测试。 

2000年美国国家政府卫生部门立下的国民健康目标，在2010年以前不再有任何1-6岁的孩子血铅浓度大于10 

µg/dL。2009年八月七日，美国所有州及其政府卫生部被推荐增加对六岁以下危险中的孩子血铅筛查的比例。

这是为了达到上述健康目标多个策略中的一个。 

部分美国的政府部门，铅评估标准已经设置为5 µg/dL。 例如俄亥俄州提倡父母“了解你孩子的血铅浓度”，

指父母应该有步骤地寻找孩子生活环境周围的铅污染源以防止进一步的铅中毒发生在孩子身上(如果孩子的得

血铅浓度大于或等于5 µg/dL) 

2008年11月，美国福赛斯县卫生局通过了规定，他们将对于血铅浓度大于过等于8 µg/dL的孩子的居住环境进

行铅测试。同时，在此项规定下，对于血铅浓度大于等于5 µg/dL的儿童，他们的父母有权利有求该局对该儿

童的居住环境铅测试 

免责声明： 

此文的观点不代表澳大利亚政府的观点，澳大利亚政府将不会对此文的人和信息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