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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血液由血漿和血球細胞組成  

•  血漿是血液的液體成分，包含蛋白質
和可溶	 性的有機分子，以及一些離子
。血液內的細胞種類包括紅血球、白
血球和血小板。血型是指紅血	 球細胞
表面的	 ABO 和	 Rh 抗原。血液凝血的
能力與血小板和血漿內的凝血因子功
能有關。 



•  圖	 10.1　血液的組成。將全部血液離心後，血球細胞會
沉積於試管底部，試管上層的液體為血漿。紅血球細胞
是血液中含量最多的血球細胞，離心後白血球和血小板
於血漿和紅血球交界處形成顏色較淺的一層薄棕黃層。	  



血液的組成

•  血漿	 
– 血液的液體部分。	 
– 包含可溶性離子和有機分子。	 
– 血漿蛋白，以懸浮膠體存在於血漿內。	 	 	 	 

•  血清	 
– 血液凝塊的液體部分。	 
– 缺乏凝血因子。	 

•  血球	 	 



•  表10.1   正常的血液數據。	 



•  圖	 10.2　血球細胞和血小板。白血球為顆粒性白血
球細	 胞；淋巴細胞和單核細胞為非顆粒性白血球
細胞。 



紅血球-1 

•  是兩面凹陷、盤形狀的細胞。 
•  紅血球生成發生在骨髓或骨髓組織。	 
•  骨髓每天產生並釋放大約2,000 億個紅
血球細胞來替代損失的量。腎臟分泌
的紅血球生成素會刺激骨髓產生紅
血球。	  



紅血球-2 

•  紅血球能夠運送氧的原因在於細胞內有
血紅素，是一種紅色、含鐵的色素蛋
白。	 

•  當血液經過不同器官時，與肺臟內的氧
結合，然後將氧釋放出去；每個紅血球
含有約	 2.8 億個血紅素蛋白。	 

•  貧血是指不正常低量的紅血球、血紅素
濃	 度以及血球容積比。 



白血球-1 

•  顆粒性白血球	 
– 嗜中性白血球	 
– 嗜酸性白血球	 
– 嗜鹼性白血球	 	 

•  非顆粒性白血球	 
– 淋巴球細胞	 
– 單核白血球	 	 

•  淋巴球細胞	 



白血球-2 

•  在骨髓內產生。 
•  作用於免疫系統。	 
•  功能	 

– 嗜中性白血球，是吞噬性細胞，此種類型
的細胞可以離開血液，進入結締組織。	 

– 單核白血	 球也是吞噬性細胞，能進入結
締組織，並且轉型成巨噬細胞。	 	  



白血球-3 

– 嗜酸性白血球含有組織胺，和其他在發炎
反應扮演重要	 作用的化學物質。	 

– 嗜鹼性白血球是較罕見的白血球細胞，會
產生抗凝血因子肝素。	 

– 淋巴球細胞是第二普遍的白血球類型，會
參與專一性免疫，免疫直接作用在特定分子
〔即抗原〕上。 



血小板-1 

•  是骨髓內巨核細胞的細胞碎片。	 
•  在脾臟和肝臟代謝前，血小板在血液
內存活天數大約是	 5 到	 9 天。	 

•  當血管損傷且內皮層破裂時，血小板
將暴露在血液內的結締組織膠原蛋白
，而和其他分子凝結形成血液凝塊，
形成血小板栓塞。	 	 	  



•  圖	 10.3　	 血小板的聚集作用形成血凝
塊。（a）在沒有損傷的血管中，血小
板不會黏附於血管壁。（b）當內皮細
胞受到損傷，血小板黏附於暴露的膠
原蛋白，並釋放化學物質，包括腺嘌
呤核苷二磷酸（ADP）和血栓素
A2（TxA2）。這些都會促進血小板的
黏著性。（c）血小板的聚	 集和黏附
能力會形成血小板栓塞，進而形成血
凝塊，隨後	 增加凝血纖維蛋白。 



血小板-2 

•  血小板栓塞的強化需要依靠一種不可
溶凝血纖維蛋白形成的強力纖維。 

•  血漿纖維蛋白原轉換成凝血纖維蛋白
是經過精密調控的。將血漿纖維蛋白
原轉換成凝血纖維蛋白是靠凝血酶的
作用。	 	 

•  兩條路徑	 
– 內在路徑	 
– 外在路徑 



•  圖	 10.5　凝血因子產生凝血纖維蛋白。兩種途徑誘導凝血
	 纖維蛋白生成。外在途徑是受傷組織釋放活化因子。內
在途徑是血小板黏附於膠原蛋白或玻璃體，而刺激凝血
因子的活化。兩種途徑都會引發	 X 因子的活化，造成凝
血酶的形成。凝血酶將纖維蛋白原轉化成凝血纖維蛋白
，進而強化血凝塊內血小板栓塞。 



血型

•  紅血球細胞的表面分子有抗原作用，
可以被淋巴球細胞辨識並受攻擊，是
專一性免疫反應的一部分。	 

•  兩種類型的紅血球細胞抗原分別是	 ABO
 系統和Rh因子（抗原）。	  



ABO 系統 

•  抗原A：A血型（AA基因型或AO基因型
	 ）	 

•  抗原B：B血型（	 BB基因型或BO基因型
	 ）	 

•  帶有抗原A和抗原B：AB血型（AB基因
型）	 

•  既不帶抗原A也不帶抗原B：O 血型（OO
基因型）	  



ABO 抗原和輸血-1 

•  當紅血球細胞在血液內循環時，抗原	 A
 和抗原	 B 不會造成問題，因為人體不
會產生抗體（由	 一種淋巴球細胞分泌
）抵禦自己的血型抗原。	 

•  然而，每個人可以產生抵抗其他血型
抗原的抗體，而且這些抗體可以在血
漿內循環。	  



ABO 抗原和輸血-2 

•  A血型：有抗B抗原的抗體	 
•  B血型：有抗A抗原的抗體	 
•  AB血型：不會有辨識任何一種抗原的抗	 
體	 

•  O 血型：有抗A抗原和抗B抗原的抗體 



•  圖	 10.6　血型。當
帶有	 A 型抗原血球
細胞與	 A 抗原的抗
體混合時，以及帶有	 
B 型抗原的血球細
胞遇到	 B 抗原的抗
體時，	 會發生血液
凝集反應。但是當與	 
O 型血液混合時，
就不會發生凝血
反應。 



Rh因子

•  Rh 因子是紅血球細胞上的另一種可能抗原。
	 表現此抗原的人稱為	 Rh 陽性；沒有表現的
稱為	 Rh 陰性。	 
– 例如，血	 型為「A+」是指紅血球細胞上有	 A 抗
原和	 Rh 抗	 原表現，所以符合帶有這兩種抗原的
血液才可用來輸血。對一個是	 Rh 陰性的婦女
而言，Rh 因子特別重要。如果她懷孕，而且孩子
父親是	 Rh 陽性，胎兒可能是	 Rh 陽性。如果是
這樣，當孩子	 出生時，母親可能會接觸到	 Rh 
抗原。因為對她而	 言，Rh 因子是外來物，她的
免疫系統會產生Rh抗原的抗體。 



10.2 心臟經由循環系統推動血液 

•  心臟有兩個心房接收靜脈血，有兩個
心室將血液打到動脈。右心室把血液
推到肺循環，左心室把血液打入體
循環。心臟週期包含心房和心室的收
縮和舒張，而且心室的週期和心臟瓣
膜的開啟和關閉有關。房室結和半月
瓣的關閉產生心	 音。 



心房與心室

•  接收靜脈血的兩個心臟腔室是心房。	 
•  自心房流出的血液接著到心臟內的兩
個心室，將血液打進動脈。	 

•  右心房和右心室透過肌肉壁或是隔膜
與左心房和左心室分開。	 

•  兩個心房形成單一功能的心肌組織，
並且一起收縮。類似地，兩個心室形
成單一心肌組織並且一起收縮。	  



心藏瓣膜 

•  房室瓣	 
– 或稱AV瓣膜，把心房跟心室分開。這是
單向瓣膜，允許血液從心	 房進到心室。	 

– 把右心房與右心室分開的AV瓣膜是三
尖瓣；分開左心房和左心室的瓣膜是二
尖瓣。	 

•  半月瓣	 
– 位於血	 液離開每個心室進入動脈系統的
開始處。	 

– 在右心室出口的半月瓣是脈瓣；左心室出
口的半月瓣是主動瓣。 



•  圖	 10.7　心臟瓣
膜。（a）心臟瓣
膜的上側觀。
（b）心臟的矢狀
切面，顯示房室瓣
和肺動脈半月瓣
（此圖並未顯示主
動脈半月瓣）。 



肺循環 

•  右心室把血液打入短肺動脈幹，短肺動脈幹
會再分支成左右肺動脈。這些動脈運送血液
到肺部，進行氣體交換。	 

•  肺部進行的氣體交換期間，血液順著濃度梯度
	 透過擴散獲得氧，並丟掉二氧化碳。	 

•  充氧的血液	 經由四條肺靜脈（每個肺有兩條
）把血液送回右心房而離開肺。	 

•  這種循環（從心臟右心室到肺部再回到心臟
左心房）即為肺循環。	  



體循環

•  充氧血液從左心房經過二尖瓣到左心室。左
心室把血液打入身體最大的動脈，即為主
動脈。主動脈往心臟上面一點，再轉弧形，
然後往下斜經過胸腔和腹腔。沿著這條路徑
，動脈從主動脈分支出來，並且運送充氧血
液到身體的每個器官。	 

•  這種自心臟左心室到所有身體系統，然後回
到心臟右心房的循環即為體循環。 



•  圖	 10.8　循環系統圖。體循環包括主動脈和腔靜脈
；肺循環包括肺動脈及肺靜脈。 



心搏週期-1 

•  是心臟腔室的收縮
期和舒張期的循
環。	 
– 兩個心房在心房收
縮期一起收縮，而
在心房舒張期一起
舒張。	 

– 兩個心室同時進行
收縮和舒	 張。	 	  



心搏週期-2 

•  心房收縮會加入一些血液到將在舒張
末期心室內的總血量，稱為心室舒張
末期容積。	 	 

•  當心室收縮時，噴出的血量是心搏量。	 
•  一些血量保留在心室未被打出，即為心
	 室收縮末期容積。	 	  



心搏週期-3 

•  等容收縮	 
– 當心室	 開始在收縮期收縮時，心室壓力
急速增高，逐漸大於心房壓力，並快速關閉	 
AV 瓣膜。	 

•  射出	 
– 當心室壓力變得大於心房時，半月瓣打開
，射出期開始。	 	  



心搏週期-4 

•  等容舒張	 
– 當心室壓力低於心房壓力時，這個壓力差使半月
瓣關閉，防止血液回流。	 	 

•  快速充血	 
– 當心室壓力低於心房壓力時，AV 瓣膜打開，此
時進入心室快速充血期。	 	 

•  心房收縮	 
– 動脈收縮排空最後的血量到心室，以便在下一次
的心室收縮期之前，完成心室舒張末期容積。	  



•  圖	 10.10　心音和心室內血壓之間的關係。圖中的
數字對應於內文敘述的事件。 



心音

•  第一心音	 
– 在心室收	 縮期的開始，關閉	 AV 瓣膜，
產生第一心音。	 

•  第二心音。	 
– 在心室舒張期的開始，半月瓣關閉，產生
第二心音。	 

•  心音的產生是因為關閉，而不是開啟
心臟瓣膜。	 	  



•  圖	 10.11　聽診心音時的常規位置。第一心音為房室
瓣關閉時發出的聲音；第二心音為半月瓣關閉發出
的聲音。	  



10.3  心臟動作電位刺激收縮並產 
生ECG 

•  竇房結是心臟的心律調節器區域，由
一種自動性去極化產生動作電位。動
作電位透過心房內的間隙連結傳播，
然後經由特化組織傳遞到心室。去極
化產生收縮；再極化產生舒張。心臟
內電活性的循環模式產生體表電流，
可以記錄成心	 電圖。 



心臟動作電位 

•  心臟正常的心律調節器區域稱為竇房
結，位於右心房靠近上腔靜脈的開啟
點。	 

•  心室的心肌組織比心房厚，並且需要有
傳導性質的特化組織負責傳遞動作電
位。這種傳導性的特化組織包括房室
結、房室束和普金奇氏纖維。	 	  



•  圖	 10.12　心臟的傳導系統。傳導系統由特化心肌組成，	 可
以迅速地自心房將脈搏傳遞到心室。電位是自發性的去極
化。當達到臨界值時，便誘發動作電位。 



心臟節律電位-1  

•  竇房結接受一種自動、自發性的去極化。 
•  自發性的去極化發生在心室舒張期，稱為
心臟節律電位。	 
– 當去極化達到臨界值，會刺激動作電位產
生。在動作電位再極化之後，竇房結的心律
調節器細胞幾乎是立刻地開始再次自發性去
極化，為下一個週期做準備。	  



•  圖	 10.13　竇房結的心臟節律電位和動作電位。心臟節
律電位是自發性的去極化。當達到臨界值，便誘發動
作電位。	 



心臟節律電位-2 

•  心肌動作電位開始於受電壓調控之	 Na2+ 通
道的開啟，產生一種快速的去極化。	 

•  不同於其他動作電位，再極化之前有非常長
的高原期，持續	 200 至	 300 毫秒。這種高原
期源自於透過慢速	 Ca2+ 通道造成的Ca2+向內
擴散，來平衡緩慢的	 K+ 向外擴散。	 

•  慢速	 Ca2+通道關閉且受電壓調控的	 K+ 通道
開啟，允許	 K+ 快速擴散到細胞外，使再極
化產生。	  



•  圖	 10.14　心室心肌細胞的動作電位。動作電位高原
期是因為緩慢的	 Ca2+往內擴散。結果，心肌的動作
電位比在神	 經軸突的波峰動作電位延長	 100 倍。 



心臟節律電位-3 

•  冗長的不反應期對應於收縮	 的時間，
要等到心肌細胞完成收縮之後，不反
應期才會結束。因此，心肌細胞不會
被刺激而再一次收縮，直到有機會
舒張。	  



•  圖	 10.15　心肌動作電位和心肌收縮的關聯性。圖中顯示	 
心肌動作電位的發生時間和收縮停滯的對比。可以注意到
	 冗長動作電位導致相應性的冗長絕對不反應期和相對不反
	 應期。只要收縮，這些不反應期會維持，所以心肌細胞不
	 能受第二次的刺激，直到第一次刺激的收縮已經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