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体的铁贮备主要以铁蛋白形式存在。铁蛋白分子是细胞内的一种

由24个亚单位围绕的中空蛋白质外壳，其内包含多达4000-4500个铁原 

子的铁核。在人体内，少量铁蛋白分泌进入血浆。在无炎症的情况下，

血浆（或血清）铁蛋白浓度与体内贮铁总量呈正相关。血清铁蛋白值低

提示贮铁耗竭；但随着铁耗竭的进展，铁蛋白不一定完全反映其严重程度。 

正常的铁蛋白浓度因年龄和性别而异。铁蛋白在出生时较高，在出

生后的前2个月上升，随后在整个婴儿后期下降[1]。在大约1岁时，铁蛋

白浓度重新开始上升，直至成年期均呈上升趋势[2]。不过，由青春期开

始，男性的铁蛋白浓度高于女性；这一趋势一直持续至成年期后。男性

铁蛋白在30-39岁达到峰值，然后在70岁前一直基本保持不变。在女性中， 

血清铁蛋白值在绝经前一直相对较低，然后上升[2]。 

与血红蛋白相比，体内铁蛋白水平不受居住地的海拔高度和吸烟行

为影响。不过，铁蛋白是一种正性的急性期反应蛋白，在人体发生炎症

时其浓度升高；铁蛋白浓度在此时不能反映贮铁量。因此，在感染或炎

症普遍发生的地区，对正常或偏高的血清铁蛋白浓度难以做出判定
[3]。

在没有炎症或肝病的情况下，高血清铁蛋白浓度则提示铁负荷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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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和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信息系统” 

(VMNIS)用户介绍有关利用血清铁蛋白浓度评估人

群铁营养状况的信息。本文件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

有关该专题建议的汇编，并总结了用于描述铁贮备

的界值及其制订的年表。 

铁蛋白的测定及其相应的界值可用于监测铁缺

乏的趋势，评估卫生和营养干预措施的影响。通过

开展此类评估工作，可衡量在实现预防和控制铁缺

乏国际目标方面的进展，并为在易感人群中开展铁

缺乏和贫血预防项目提供依据。 

技术咨询描述 

本文件汇总了当前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主要

来自两篇文献： 

《    缺铁性贫血的评估、预防和控制—规划管理   

者指南》
[3]
于2001年公布，主要基于1993年12月6-10 

日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大学 

在瑞士日内瓦共同召开的咨询会议编写。该咨询会

议的目标是及时向科研人员和各国主管部门提供一

份关于缺铁性贫血的权威性综述，并帮助国家微量

营养素营养不良预防和控制规划管理者，确定应对

缺铁性贫血的有效措施。该咨询会议的结论还补充

了2000 年之前出版的其它科学文献。 

《评估人群铁营养状况》
[4]
是世界卫生组织和美

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于2004年4月6-8日在瑞士日 

内瓦联合召开的技术咨询会议的报告。参加该会议

的有34名专家，其最终目标是制订出对抗铁缺乏和

贫血的有效干预方案。该次咨询会议的目的是审核

现有的评估铁营养状况的指标，选择评估人群铁营

养状况的最佳指标，选择评估干预措施对控制人群

铁缺乏影响的最佳指标，以及确定与评估人群铁

营养状况相关研究的优先重点。在本次咨询会议

召开之前，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

中心在2004年1月召开了工作组会议，审阅了铁营

养状况指标的相关文献，选定了要讨论的指标。 

2004年4月的咨询会议收到4篇关于铁营养状

况指标的文献综述，包括红细胞(RBC)参数、 

铁蛋白、游离红细胞原卟啉、血清和血浆铁、

总铁结合力、运铁蛋白饱和度和血清运铁蛋白受体；

同时，会议还收到一篇有关炎症急性期反应时铁营 

养状况指标解释的综述。这4篇综述已收录于2007年

公布的该文件第二版。 

建议 

1987年，由国际营养性贫血咨询工作组(INACG) 

在厄瓜多尔基多召开的咨询会议的结论认为，无论

在哪个年龄段，血清铁蛋白值低于10-12微克/升就 

表示铁贮量耗竭
[5]
。

 
 

这些界值于1993年修订。表1列出了反映铁贮

量耗竭的血清铁蛋白浓度，并为5岁以下儿童和

5岁以上人群、男性和女性、5岁以下并发感染的

儿童分别制订了界值。 

成人的界值主要源于临床文献，尤其是在小

红细胞性缺铁性贫血患者中测得的最高铁蛋白浓

度；这些患者经铁剂治疗有效，或骨髓中没有可

染色的铁
[6]
。

 
 

婴儿、幼儿和孕妇的血清铁蛋白值通常接近

于提示存在贮铁量耗竭的界值，尽管接近界值并

不意味着必然存在功能性铁缺乏[3]。血清铁蛋白

对诊断孕期铁缺乏的用处不大，因为在妊娠

后期，即便骨髓中有铁，铁蛋白浓度仍会下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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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基于血清铁蛋白浓度的相对铁贮备程度   
 

 

血清铁蛋白(微克/升) 

5岁以下儿童 5岁及5岁以上人群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铁贮备耗竭 <12 <12 <15 <15 

存在感染时铁贮备耗竭 <30 <30 - - 

严重的铁负荷过度风险（成人） - - >200 >150 

 

表2  

在人群调查中对低血清铁蛋白和高运铁蛋白受体浓度的判读 

  
血清铁蛋白值低于界值者 
所占百分比a 

 
 

运铁蛋白受体值高于 
界值者所占百分比b 判读 

  低于20%c 低于10%  铁缺乏不流行 

  低于20%c 10%或更高 铁缺乏流行；炎症流行 
 
  20%或更高d 

 
10%或更高 

 
铁缺乏流行 

 
  20%或更高d 

 
低于10%c 

 
铁缺乏流行 

 a 根据年龄组应用界值（表1） 
b 在国际参考标准出台之前，应用厂家推荐的界值。 
c  孕妇低于30%。 
d  孕妇为30%或更高。 

 

在非炎症流行地区，可利用血清铁蛋白随同可溶性运铁蛋白受体一起衡量人群的铁营养状况，因运铁

蛋白受体不随炎症反应而升高[4]。表2列出了低血清铁蛋白和高运铁蛋白受体浓度的判读标准。不过，表中

提议的分类方法尚有待人群调查来验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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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染或炎症广泛发生的地区，很难通过血清

铁蛋白来判定铁缺乏。如果感染性疾病的发生呈季

节性，则应在传播强度最低的季节开展调查；如果

感染性疾病持续存在，同时测定两种急性期反应

蛋白，C–反应蛋白(CRP)和α1-酸性糖蛋白(AGP) 

将有助于解释血清铁蛋白值。虑及炎症使铁蛋白值

升高而采用的一种方法是提高铁蛋白的界值，通常

提高至30微克/升[4]。另外一种方法是在基于铁蛋

白计算患病率时，排除CRP或AGP浓度升高的个

体。然而，在炎症几乎普遍存在的一些地区和年龄

组人群中，如果采用这种排除法，将会人为地导致

基于血清铁蛋白计算铁缺乏患病率的估算值偏低。

在这种情况下，哪种急性期蛋白可以更好地解释血

清铁蛋白数据，仍是一项悬而未决的任务，而最终

的目标应该是对所收集的数据予以校正而非排除。  

如果对人群中铁缺乏的患病率必须用单个指标

来描述，那么，在所有的规划评估工作中应该使用

血清铁蛋白，并辅以血红蛋白[4]。 

血清或血浆铁蛋白的测定，通常是采取静脉血

样后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或酶免疫法分析。 

不过，为便于现场采样也可用干的血清斑点样本[5]。

表3列出了以铁蛋白测量铁营养状况的特点、优势

和局限性。 
 

表 3 

铁蛋白测量铁营养状况的特点、优势和局限性  
 

用于分析的组织  血清或血浆 

常用的分析方法 免疫比浊测定法 

单位 微克/升 

指标 铁贮量的高低 

优点 可反映铁营养状况和对补铁干预的反应 

缺点 铁蛋白是急性期蛋白，在炎性疾病和亚临床感染时的浓度升高 

在妊娠期用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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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总结  

本总结基于两次专家咨询会议的结论撰写[3,4]。

第一次咨询会议是在1993年12月，由世界卫生组织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其他合作方共同召开的。《缺铁

性贫血的评估、预防和控制——规划管理者指南》 

就是基于该会议撰写的。该文件为确定铁耗竭状况

及铁负荷过度提供了血清铁蛋白界值。如前所述，

铁缺乏的界值主要基于临床研究。第二次专家咨询

会议及由此产生的文件《评估人群铁营养状况》进

一步完善了相关界值，并强调了血清铁蛋白是衡量

人群铁营养状况的有用指标。 

更新计划  

世界卫生组织营养促进与健康发展司微量营养

素处负责审核本文件，并根据新通过的《世界卫生

组织指南制订手册》[7]所规定的程序，在2014年前 

完成本文件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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