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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所提供的信息仅供参考，其并不旨在取代专业注册医生的建议

针对可能患有血友病
的新生儿，需采取哪些
预防措施？
接种疫苗
您的孩子仍需接种在马来西亚国家免疫计划
2
表下所建议的疫苗。
惟这些疫苗将会进行皮下注射（而不是肌肉
1,2
注射），以减少注射部位发生并发症。

割包皮
为患有血友病男孩进行包皮环切术不可视为
一项小手术，必须由外科医生与血液学专家
合 作，并在有充分 预防措施的情况下才能
2
进行。
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发展部（JAKIM）意识到
血友病患者进行割礼仪式或会会危及生命，
2,5
因此对血友病患者，这并非是强制性。

注意事项:

告知您的医生/护士，孩子患有血友病
以进行皮下注射疫苗。
如果您希望让患有血友病的儿子进行
包皮切除，请与您的医生进行讨论。

为何在怀孕时，向医生透露
我的携带者身份是很重要的？
让医生了解您的血友病携带者身份，可以让你的医生及时
采取预防措施，以降低您和宝宝的出血风险。

鉴定您宝宝的性别
您的宝宝性别预计可在怀孕周期的18至
20周通过超声波扫描进行鉴定。2 如果您怀的是
男孩，您的宝宝将会被视为是血友病患者，直到
2
出生后再进行检测证实。
您的医生将会避免采用侵入性监测技术和器械
1,4
分娩方式，并尽可能以温和方式为您进行分娩。
此外，当男婴出生时，您的医生将会处方口服
2
维生素K及进行皮下注射疫苗（而非肌肉注射）
。

检查您的凝血因子水平
在怀孕期间，VIII 因子水平一般会上升到
正常范围，因此应在水平最高的时候，即于怀孕
的第三期进行测量，以便医生能在您分娩的时候
决定凝血因子的覆盖处方。1,2,4

谨记!

请告知您的医生您的血友病携带者身份，
以便医生可以及早计划并采取必要的
预防措施。
与您的医生商讨分 娩 医院的选 择，
1
最好是有提供VIII凝血因子的中心。

身为一名血友病携带者，
我的出血风险是否会提高？
1
大多数携带者并不会出现出血症状。
然而，估计约有三
分之一的携带者因凝血因子水平是低于正常值的60%，
4
这或导致出现异常出血状况。

!

凝血因子的水平越低，出血症状
1
就越严重。

1,4
携带者或会有以下的出血症状经历：

较容易出现瘀伤或流鼻血

手术后会出现长时间出血，如拔牙或进行
扁桃体手术切除（扁桃体切除术）

发生意外或受伤后严重出血
经期出血较多且时间较长（月经不调），
经痛（痛经），和/或月经周期中期时段
出现腹痛（经间痛）
分娩后的产后出血

注意事项:

若您是血友病携带者，且凝血因子水平
较低（低于正常值的60%），请在寻求
治疗时告知您的医生/牙医。
若您的出血症状持续困扰着你，请咨询
您的医生讨论此问题。
避免使用非甾类抗炎药（NSAIDS）
。
若有需要，请向医生咨询其他止痛方法。1
NSAIDs: 非甾体类抗炎药。

我有多大的机率是
血友病携带者？
血友病是属于一种X染色体连锁的先天性出血性疾病，
是因缺乏凝血因子VIII（血友病A）或缺乏凝血因子IX
（血 友 病 B ）所致。此 病症影响男性为主，女 性则为
1
携带者。
血友病是家族遗传疾病（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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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父亲患有血友病，母亲正常（A），父亲正常，母亲是血友病携带者（B），
父亲患有血友病，母亲是血友病携带者（C）的家谱

摘自马来西亚卫生部。2018年；格鲁吉亚的血友病，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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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的家庭成员中有血友病患者（如父亲、
兄弟、叔叔或侄子），请检测您的携带者
身份。1,4

?

我如何确认我的
携带者身份?

与您的医生讨论，并通过
实验室进行检测以确认您
的携带者身份。

即使因子检测可测量您血液中的
凝血因子水平，但一部分的携带者
凝血因子水平是正常的。因此，携带者
4
应进行基因检测加以确认身份。

了解您的

携带者身份

作出更明智选择

请永远不要低估告知医生您是血友病
携带者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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