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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心臟
心臟主要由肌肉組成，位於兩邊肺部之

間略為偏左的位置。雖然它只有約一個拳頭

的大小，但於系統中卻有著重要的功用。

心血管系統包括心臟、血液和血

管。血液沿血管流遍全身，持續地把

氧氣、營養輸送到身體各組織，以及

帶走各組織製造的廢物，使我們的身

體得以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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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的同學，每

年都在社區舉辦健康展覽，向市民大

眾推廣健康資訊，這是他們一貫服務

社會的傳統。今年的「心血來瞧」展覽，

以心血管病為主題，目的是讓市民多

了解心血管病的成因、預防方法和治

療方法，讓市民對位列香港第二號殺

手的心臟病多加認識（見另文報導）。

《生命力》會由今期起，一連四期轉載

展覽會的同名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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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的動脈

肺動脈

大動脈

從肺部換取氧氣，放下
二氧化碳

把血液帶到身體各部分

作用

右心室

左心室

血種類 連接的靜脈 血液來源

右心房 缺氧血
大靜脈

（上腔靜脈及
下腔靜脈）

上腔靜脈︰
頭和手
下腔靜脈︰
腹和腿

左心房 帶氧血 肺靜脈 肺

Y 結構
心臟分為四個部分：左、右心房及左、

右心室。左右心房和左右心室由中隔隔開，

以防止含氧血和缺氧血混合。

心房
心房接收來自靜脈的血液。

心室
心室接收來自心房的血液。

左心室的肌肉又較右心室的厚，因為左

心室需要把血液泵到全身。

瓣膜
心臟有四塊瓣膜，協助防止血液倒流。

位置

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間

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間

大動脈和肺動脈的底部

防止血液倒

流到心房

防止血液回
流心室

功能

三尖瓣

二尖瓣

半月瓣

Y 功能
心血管系統利用血液運送各種物質，而

心臟則是一台血泵，不停地收縮和放鬆，把

血液泵到身體各部分，以供應人體各細胞所

需。

Y 心跳
心率

指心臟跳動的頻率，正常成年人靜止時

的心率為每分鐘60至100次。心率會因年齡、

性別、體質及其他生理情況而有所不同，例

如於靜態時心率較慢，運動時心率則加快。

心律
指心臟跳動的節奏，正常人的心跳是有

規律的，心跳間隔大致一樣。

Y 心跳的動力來源
心跳的動力源自自發性產生的電脈衝，

從而引起一系列的心肌收縮運動。

1）竇房結（Sinoatrial node/SA node）

 位於上腔靜脈和右心房的連接處的一組

 特殊心肌細胞，能自發性的產生電脈

 衝，故亦被稱為心臟起搏點

2）房室結（Atrialventricular node/AV node）

 心房和心室交界的另一組心肌細胞

3）希氏束（Bundle of His）

 沿心室中隔分佈的一組細長肌肉纖維分

 支系統

4）希氏束分開，成為左及右束支

5）蒲金耶氏纖維（Purkinje fibers）

 左及右束支的細小分支，遍佈整個心室

 壁竇房結產生的脈衝經由以上的途徑傳

 遍心臟，使心臟收縮。

Y 心搏週期
心臟每個完整的跳動週期(即心肌收縮和

放鬆各一次)稱為心搏週期。靜態時，一次心

搏週期需時約0.8秒。

收縮期
1）心室於充血後收縮，泵出的血液經由半

 月瓣進入大動脈和肺動脈。

 二尖瓣和三尖瓣會關閉，以防止血液倒

 流回心房。

舒張期
2）心室隨後放鬆；此時半月瓣會關閉。

3）心室繼續放鬆，心室的血壓亦隨之降低，

 此時二尖瓣和三尖瓣會打開，血液會經

 由肺靜脈和大靜脈流進心房及心室。

4）舒張期的後期，心房會收縮，將血液注

 入心室，心房隨後放鬆。

當心室充血後，心室再次收縮，開始另

一個心摶週期。

心搏階段 收縮期 舒張期

心臟

血液流動
心室收縮，血
液流出心室 心室隨後放鬆

心室繼續放鬆，
血液流進
心房及心室

心房收縮，
血液流入心室

心房 放鬆 收縮

心室 收縮 放鬆

二尖瓣和
三尖瓣 關閉 打開

半月瓣 打開 關閉

圖片來源
http://www.ccsf.edu/Resources/Faculty/jllim/images/Torso2_Thorax_frontal_partial.JPG
http://www.aic.cuhk.edu.hk/web8/Hi%20res/Heart.jpg
http://en.academic.ru/pictures/enwiki/82/Reizleitungssystem_1.png
http://www.heart-valve-surgery.com/heart-surgery-blog/?p=236



血液血液血液 血壓血壓血壓

血液就像一輛小巴，在身體內循

環地行走，運送各種營養和組織產生

的廢物。

血管血管

Y 血液循環
血液循環系統是一個閉鎖系統，沒有入口和出口，其中又可分為：

‧體循環

 帶氧血由心臟泵到身體組織，釋出氧氣後，缺氧血會由身體組織流返

 心臟。

‧肺循環

 心臟把缺氧血泵到肺部充氧，帶氧血隨後由肺部流返心臟。

1）左心收縮，把帶氧血泵到大動脈。

2）大動脈分成很多動脈，連接不同器官，再流到不同身體組織的微血管

 網。

3）缺氧血離開微血管網進入靜脈。

4）缺氧血由靜脈帶到右心。

5）右心收縮，把缺氧血泵到肺動脈，進入肺部。肺部負責為缺氧血重新

 注入氧氣。

6）帶氧血經肺靜脈返回左心。

上述步驟為一次完整的血液循環。

血管是輸送血液的管道。血液由心

臟經動脈送到遍佈全身的微血管網，

然後經靜脈返回心臟。

動脈、靜脈和微血管網各有不同

的功能，故此它們的結構也不一樣。

Y 動脈
動脈負責輸送含有豐富氧氣和營養的血

液。這些血液由心臟直接泵出，經動脈送到

身體組織的微血管網。

心臟以十分高的壓力泵出血液；為了抵

受高壓，所以動脈的管壁比靜脈和微血管網

都要厚。

Y 微血管網
動脈伸延到身體組織時，會分拆成口徑

細、管壁薄的血管，成為微血管網。在微血

管網裡，氧份、營養以及其他物質會由血液

中釋放至組織；同時，組織產生的二氧化碳

和其他廢物會被血液帶走。

微血管的血管壁很薄，使物質可以輕易

進出，促進物質交換。

Y 靜脈
充滿着二氧化碳和其他廢物的血液離開

微血管網後，會經由靜脈帶返心臟。由於靜

脈的血壓佷低，故此需要瓣膜防止血液倒流

。而靜脈旁的肌肉收縮時所產生的壓力，能

幫助推動血液返回心臟。

靜脈血管壁不用抵受太大的壓力，所以

比較薄。

資料來源
Ref: Costanzo，L.S. Physiology，3rd Edition
圖片來源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a/a0/Illu_lymph_capillary-ja.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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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壓是指血流施加於血管壁的壓

力。量度的數值分為上壓和下壓，分

別反映心臟收縮及舒張時所產生的壓

力；數值以毫米水銀柱(mmHg)表示。

Y 決定血壓的因素
血壓受心輸出量及血管外週阻力影響，

所有能影響它們的因素都會影響血壓。

‧心輸出量 - 每分鐘心臟泵出的血液量

 心輸出量主要影響上壓，而它取決於心率

 及每搏輸出量。心室容量大、心室充血充

 足和心肌收縮能力強都能增加每搏輸出量，

 血壓因而提升。

‧血管外週阻力 - 動脈中血流所受的阻力

 血管外週阻力對下壓的影響相對較大；主

 要受血黏度、血管直徑大小及血管彈性影

 響。例如外週阻力大時，血流會減慢，血

 壓便會提升。

Y 血壓的控制
血壓會隨著我們的活動量、姿勢、情緒

以至飲食改變，而身體有多個調節機制控制

血壓，減少血壓波動。

‧動脈壓力感受器反射

 壓力感受器主要集中在頸動脈及主動脈弓。

 當感受器感應到血壓改變時會發送訊息至

 腦幹，控制心肌和血管收縮的力度及心率，

 以影響血管外週阻力。

‧腎素（Renin）―血管緊張素（Angiotensin）―

 醛固酮（aldosterone）調節機制

 這個機制會通過控制尿量來維持血量在一

 定水平，保持血壓在正常範圍。  

圖片來源
http://www.uaf.edu/pair/physics/images/circulation.gif
http://tech.snmjournals.org/content/vol35/issue2/images/large/55fig1.jpeg

血

液

成份 功用

血球
(45%)

紅血球 運送氧氣

白血球
屬於免疫細胞，用來抵抗
外來（如細菌）的物質

血小板 凝結血液

血漿
(55%)

血漿蛋白
用途廣泛，包括維持血液
和組織液間的滲透平衡

激素 用途廣泛，包括控制新陳代謝和組織生長

酶 催化身體的化學反應

抗體 免疫系統用以識別入侵外物的物質

細胞代謝物 細胞產生的廢物，如二氧化碳



脈搏脈搏 檢查方法檢查方法脈搏 檢查方法

脈搏是指身體表面可觸摸到的動

脈搏動。

Y 為什麼要量度脈搏？
脈搏可反映心臟活動的情況，正常的脈

搏節奏是有規律的，每一下跳動的相距都差

不多。一些心臟疾病會令脈搏跳動異常，所

以醫生診脈時，會留意脈搏的：

‧速率

‧節奏

‧流量

‧形象與動態

脈搏的速率通常等於心率。醫生會數算

病人15或20秒內的脈搏次數，再計算病人1分

鐘內的心率。

比如15秒內有20次脈動：

心率＝20次/ 0.25分鐘= 每分鐘80次。

 

脈搏指標：

速率（每分鐘） 狀態

< 60次 心率過慢

60 - 100次 正常

> 100次 心率過快

測量位置
身體有多個地方的脈搏是觸摸到的，包括：

腕部的橈動脈

手肘內側的臂動脈

喉嚨兩旁的頸動脈

腹股溝的股內動脈

膝蓋後的膎動脈

腳踝內側的脛後動脈

足背的足背動脈

（radial artery）

（brachial artery）

（carotid artery）

（femoral artery）

（popliteal artery）

（posterior tibial artery）

（doralis pedis artery）

醫護人員會根據不同的
需要，選擇不同的位置
來測量脈搏。其中最常
用的測量位置包括：

3）頸動脈位於喉嚨兩旁

2）臂動脈位於手肘內側

1）橈動脈即中醫把脈的
位置，位於手腕外側
（姆指的一側）

常見的心血管疾病如冠心病，高

血壓等，一般是歷時頗長的病變過程。

定期檢查心血管功能有助預防與診治

心血管疾病。

以下將介紹常用的檢查方法，包

括：血壓測量、心電圖及心導管檢查。

Y 血壓測量
血壓是重要的維生指數，一般的測量方

法是用電子或錶式血壓計量度手臂動脈的血

壓。

血壓可反映心臟及血管的功能，同時亦

跟腎臟功能息息相關，如發現血壓持續偏離

正常水平，並出現其他心血管疾病的徵狀（如

頭痛、頭暈、心悸等），應及早就醫。

血壓水平與其臨床意義：

低血壓

正常

高血壓前期

第一階段高血壓

第二階段高血壓

類別 上壓水平（mmHg） 下壓水平（mmHg）

< 90

< 120

120 - 139

140

≧160

< 60

< 80

80 - 89

90 - 99

≧100

電子血壓計

錶式血壓計

Y 心電圖
(Electrocardiogram 
/ECG)

心肌會隨心搏週期產生有規律的電波活

動，這些電波能從皮膚表面記錄。測量儀器

會將電波轉化為曲綫圖，組成心電圖。

心電圖主要用作評估心臟功能及輔助診

斷心肌病變及心律不正等疾病。

不過即使沒有心臟問題的人，其心電圖

亦有可能出現不正常的電波，亦並非所有心

血管疾病的患者均會呈現異常的心電圖。

因此並不能單憑心電圖檢查的結果而定

下結論，醫生會綜合病人的病歷及其他檢查

結果作出診斷。

Y 心導管檢查
心導管檢查是一種用於血管的X光檢查。

檢查期間，醫生會將一條有彈性的幼細導管

經手腕的橈動脈或腹股溝的股內動脈進入心

臟。

心導管檢查可以測量各心室及心房內的

壓力，有助評估心瓣功能。另外，醫生亦可

透過心導管抽取血液樣本及注射顯影劑以顯

示血液流蹤，這類血管造影檢查一般會配合

胸部X光攝影，透過觀察拍攝影像，檢查心

臟的冠狀動脈是否狹窄或有阻塞。

有時候醫生會建議病人做運動負荷心電圖檢查，以評

估於運動量增加的情況下心臟功能是否正常。運動負荷心

電圖適用於診斷冠心病或評估冠心病治療的功效。

資料來源
http://www.lwhk.com/lwhk/products/bmpmeter/bmpelectricmain.htm
http://www.mdconsult.com/das/patient/body/192889472-2/0/10041/9405.html
http://hcd2.bupa.co.uk/fact_sheets/html/electrocardiogram.html
http://www.nhs.uk/conditions/CoronaryAngiography/Pages/Introduction.aspx
Douglas，G.，Nicol，F. & Robertson，C. (eds.) MacLeod´s Clinical Examination. 
11th ed. Edinburgh：Churchill Livingston，2005.
World Health Organizaton (WHO) /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Hypertension (ISH) 
statement on Management of Hypertension. J Hypertension 2003; 21(11);1983-1992
羅鷹瑞，楊清源。心臟疾病資料庫。中文大學出版社，香港，2006。

圖片來源
https://www.medicaldevicedepot.com/v/vspfiles/assets/images/cpsp-un-uc-d.jpg
http://www.lwhk.com/lwhk/products/bmpmeter/bmpelectricmain.htm
http://www.mdconsult.com/das/patient/body/192889472-2/0/10041/9405.html
http://www.nhs.uk/conditions/CoronaryAngiography/Pages/Introduct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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