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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MCV和RDW对不同方法计数低值血小板的影响
周静，陈建安，陈丽莉，朱学海，周世添，苏辉明

(中山大学附属东华医院检验科，广东 东莞 523110)

【摘要】 目的 探讨红细胞平均体积(MCV)和红细胞分布宽度(RDW)对 XN-3000 血液分析仪电阻抗法

(PLT-I)和核酸染色法(PLT-F)低值血小板计数的影响。方法 采用Sysmex-XN3000血液分析仪对68例低值血小板

患者(分四组：红细胞 MCV≥70 fL、MCV<60 fL、60 fLMCV<70 fL 而 RDW<0.2、60 fLMCV<70 fL 而 RDW>0.2)

EDTA 抗凝血分别用 PLT-I 法和 PLT-F 法进行血小板计数，同时用 Beckman Coulter FC500 流式细胞仪（免疫法）

计数，以免疫法为参考方法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PLT-F 法、PLT-I 法与免疫法的相关系数 r分别为 0.931、

0.808，PLT-F 法的相关性明显优于 PLT-I 法；当红细胞 MCV≥70 fL、60 fL≤MCV<70 fL 而 RDW<0.2 时，PLT-I

法与免疫法比较血小板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当红细胞 MCV<60 fL、60 fL≤MCV<70 fL 而 RDW>

0.2 时，PLT-I 法与免疫法比较血小板计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组在 PLT-F 法与免疫法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PLT-F法与免疫法有良好的相关性，PLT-I法对低值血小板计数的准确性有较

大影响，当MCV<60 fL或者 60 fL≤MCV<70 fL而RDW>0.2时，血小板应该采用流式细胞仪或PLT-F法检测以获

得更为准确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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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mean corpuscular volume (MCV) and red cell distri-

bution width (RDW) on the electrical impedance method, and analyze the accuracy of the two platelet counting methods

of XN-3000 hematology analyzer. Methods The Sysmex-XN3000 hematology analyzer was used to make the platelet

counts for the EDTA anticoagulated blood of 68 low platelet patients (four groups: erythrocyte MCV≥70 fL, MCV<60 fL,

60 fL≤MCV<70 fL and RDW<0.2, 60 fL≤MCV<70 fL and RDW>0.2) by the electrical impedance method (PLT-I)

and the nucleic acid staining method (PLT-F) respectively; meanwhile, the counting by the Beckman Coulter FC500 flow

cytometry (immunoassay) was also taken as a reference method for the analysis. Results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
of PLT-F method and PLT-I method were 0.931,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 of immunoassay was 0.808. The correla-

tion of PLT-F method obviously better than the PLT-I method. The platelet counting results for Group RBC MCV≥70 fL,

and Group 60 fL≤MCV<70 fL with RDW<0.2 by the methods of PLT-I and immunoassay ha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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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部分医院使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进行血
小板计数的主要方法为电阻抗法，其具有较好的重复
性，但却不能将血小板和血小板大小相似的颗粒相鉴
别，如小红细胞、裂片红细胞等，是导致血小板计数偏
高常见的因素；而巨大血小板又不能被计数，造成血
小板计数减低；而且当计数低于20×109/L时重复性和
准确性较差 [1]。除电阻抗法外，现还有核酸染料法和
免疫法等进行血小板计数，本试验中通过比较流式细
胞术(免疫法)和电阻抗法(PLT-I)、核酸染色法(PLT-F)

计数血小板，以免疫法为参考方法，探讨 XN-3000 血
液分析仪两种血小板计数方法准确性，同时分析红细
胞平均体积(MCV)和红细胞分布宽度(RDW)对PLT-I

法和PLT-F法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标本来源 收集2015年9月Sysmex-XN3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电阻抗法)计数的血小板结果小于
50×109/L 的来自本院住院或门诊患者血常规标本
(EDTA-K2抗凝的2 mL静脉血) 68例，男性30例，女性
38 例，平均年龄 26 岁；其中 MCV≥70 fL 组 20 例，
MCV<60 fL组20例，60 fL≤MCV<70 fL、RDW<0.2组
13例，RDW>0.2组15例。

1.2 仪器和试剂 Sysmex公司的XN-3000全自
动血细胞分析仪及其配套的试剂；Beckman Coulter

FC500流式细胞仪及配套试剂；异硫氰酸荧光素标记
的 抗 CD61 单 克 隆 抗 体 试 剂 (CD61-FITC)；日 本
OLYMPUS公司生产的BX-51型光学显微镜。

1.3 校准品和质控品 均为Beckman或Sysmex

公司提供的相关配套产品。
1.4 方法 将上述标本分别在 Sysmex-XN3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和 Beckman Coulter FC500 流式细
胞仪进行核酸染料法(PLT-F)和免疫法检测。核酸染
料法实验操作步骤按仪器说明书进行；免疫法检测：
收集患者的样本，加荧光抗体CD61-FITC 5 μL后加混
匀的患者全血5 μL，再加PBS 95 μL轻轻混匀，室温避
光约 20 min，然后加入PBS缓冲液约 1 mL，充分混匀
后上机进行流式细胞仪检测分析，通过设门分别收集
到血小板(PLT-R)和红细胞(RBC)，统计PLT-R/RBC比
值，同时用血液分析仪计数分析每升血中红细胞的数
量(RBC-C)，按公式计算每升血中血小板的数量，PLT/

L=(RBC-C)×(PLT-R/RBC)。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配对 t检验，以α=0.05为检验水准，线性回归方

法分析PLT-F法、PLT-I法与免疫法血小板计数相关系

数，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PLT-I法和 PLT-F法计数血小板与免疫计数

法相关分析 PLT-F法与免疫法血小板计数直线回归

相关系数 r=0.931，PLT-I法与免疫法血小板计数直线

回归相关系数 r=0.808，PLT-F 法的相关性明显优于

PLT-I法，见图1、图2。

2.2 不同组红细胞 MCV 和 RDW 对 PLT-I 法和

PLT-F 法的影响 当红细胞 MCV≥70 fL、60 fL≤

MCV<70 fL而RDW<0.2时，PLT-I法与免疫法比较血

小板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825、0.540，P>0.05)；

当红细胞 MCV<60 fL、60 fL≤MCV<70 fL 而 RDW>

0.2时，PLT-I法与免疫法比较血小板计数，差异有统计

图1 PLT-F法与免疫法计数直线回归关系图

图2 PLT-I法与免疫法计数直线回归关系图

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platelet counting results for Group RBC MCV<60 fL, and Group 60 fL≤MCV<70 fL

with RDW>0.2 by the methods of PLT-I and immunoassay ha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The platelet

counting results for all Groups by the methods of PLT-F and immunoassay ha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Conclusion The methods of PLT-F and immunoassay had a good correlation and the PLT-I method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accuracy of the low platelet counts. Thus, for the patients with MCV<60 fL or 60 fL≤MCV<70 fL with

RDW>0.2, we recommend that making platelet counts by the flow cytometry or the PLT-F method would be a better

choice to obtain more accurate data.

【Key words】 Low platelet; Flow cytometry; PLT-F; PLT-I; Mean corpuscular volume (MCV); Red cell distribu-

tion width (RDW)

·· 2130



Hainan Med J, Jul. 2016, Vol. 27, No. 13 海南医学2016年7月第27卷第13期

表1 不同组PLT-I法、PLT-F法与免疫法血小板计数比较(x-±s，×109)

组别

MCV≥70 fL

MCV<60 fL

60 fL≤MCV<70 fL

RDW>0.2

RDW<0.2

例数

20

20

15

13

PLT-I法

29.4±11.5

29.1±10.2a

30.5±10.7 a

27.8±8.9

PLT-F法

28.7±10.7

25.5±10.5

25.3±9.3

27.9±9.2

免疫法

28.8±10.2

22.9±8.7

23.5±9.0

27.5±8.3

注：与免疫法比较，aP<0.05。

学意义(t=11.440、8.918，P<0.05)；不同组对PLT-F法和

免疫法比较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3 讨 论

血小板计数是指计数单位体积血液中含有血小板

的数量。当血小板计数值低于20×109/L时，常表现为自

发性出血，临床上认为必须输注血小板给患者，否则，患

者将存在出血危险。近年来，临床上逐渐出现减少预防

性血小板输血的趋势[2]，为了保证作出正确和安全的临

床决策，需存求一种血小板计数不仅要精密度好，而且

准确度高的方法，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Sysmex-XN3000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计数血小板

有PLT-I法和PLT-F法两种检测功能。PLT-I法的检测

功能主要是采用电阻抗原理，可在 2~30 fL 范围内进

行血小板计数和体积大小的检测[3]，通过颗粒大小来

加以识别的，不能区分颗粒性质，对血细胞体积识别

有明显的界限。PLT-F法的检测功能采用了核酸荧光

染色技术对血小板进行荧光染色，利用前向散射光和

侧向荧光对血小板内部的RNA和DNA成分进行鉴别

计数[4-5]，与血细胞体积大小无关。目前血小板计数的

参考方法是国际血液学标准委员会(ICSH)推荐使用抗

CD61抗体或抗CD41抗体的流式细胞术(免疫法)[6-7]作

为血小板计数的参考方法，该法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

异性，尤其适用于低值血小板标本的测定，但须使用

专用抗体，成本较高，不适合临床常规标本测定。本

文使用的为流式血小板计数单平台法，即红细胞与血

小板比值法。本实验中PLT-F法与免疫法对低值血小

板计数的相关系数 r=0.931，与孙朝晖等[8]报道的相关

系数 r=0.959相接近，因此与免疫法有良好的相关性，

而PLT-I法的相关系数 r=0.808，与孙朝晖等[8]报道的相

关系数 r=0.900有一定的差异，这可能与本研究对象选

取红细胞参数 MCV 偏小患者有关。通过比较可见

PLT-F法的相关性明显优于 PLT-I法，从而说明 PLT-F

法具有良好的抗干扰能力，不易受小红细胞、红细胞

碎片等因素的影响。而PLT-I法对血小板计数相关系

数较差，这与电阻抗法的检测原理有关，受裂片红细

胞、小红细胞、白细胞、巨大血小板、细菌等的干扰造

成假性偏高或偏低，从而影响血小板计数的准确性。

本研究同时选取MCV和RDW红细胞参数不同组合

的低值血小板患者静脉血分别进行PLT-I法和免疫法

血小板计数的比较，观察 MCV 和 RDW 对 PLT-I 法的

影响。结果表明，当红细胞MCV<60 fL时，PLT-I法血

小板计数结果明显高于免疫法，说明小红细胞干扰血

小板电阻抗法的计数，且MCV越小，对血小板的干扰

越大；当 60 fL<MCV<70 fL而RDW>0.2时，其结果亦

明显高于免疫法，RDW 反映的是红细胞体积的异质

性，RDW越大，红细胞体积的大小越不均一，存在小

红细胞或红细胞碎片的可能性越大，因此MCV下降

RDW 上升，其小红细胞或红细胞碎片等被认为血小

板颗粒，造成血小板计数的假性偏高。

综上所述，PLT-F 法与免疫法有良好的相关性，

PLT-I 法对低值血小板计数的准确性有较大影响，当

MCV<60 fL 或者 60 fL<MCV<70 fL、RDW>0.2 时，血

小板应该采用流式细胞仪或PLT-F法检测以获得更为

准确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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