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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論文

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是利用多頻率 BIA（bioelectric impedance analysis） 之無脂質量指
標，即瘦體組織質量（lean tissue mass, LTM） 和瘦體組織指數（lean tissue index, LTI），
探討與血液透析病人常用之蛋白質 （含肌肉與臟器蛋白質） 營養指標之相關性。本
研究招募 98 位血液透析病人於透析前收集血壓、體位、生化營養指標及主觀性整
體評估（subjective global assessment, SGA），並使用多頻率生物電阻測量（bioelectrical 
Impedance, BIA） 進行身體組成之測量。結果顯示，上臂肌肉環圍 （midarm muscle 
circumference，MAMC）、手部肌肉握力（handgrip strength）、SGA 分數和白蛋白
（albumin） 平均值與 LTM低中高三組間呈現正相關趨勢（p <0.05）。MAMC、三頭肌
皮脂厚度（triceps skinfold, TSF）、handgrip strength 與 LTI 低、中和高三組之分佈及
相關趨勢結果與 LTM 類似。利用複線性迴歸分析，探討各種營養指標與 LTM、LTI 
之獨立相關性，在調整性別、年齡和透析月數後，MAMC（β=0.88，p=0.001） 以
及 handgrip strength（β=0.52，p <0.001） 與 LTM 具獨立相關性；而 MAC （β=0.38，
p=0.065） 及 SGA 分數（β=3.21，p=0.064） 與 LTM 雖未達統計學之顯著意義，仍具
邊緣相關性，但 albumin與 LTM 則無相關。同樣的，MAMC 以及 handgrip strength 與 
LTI （kg/m2） 具獨立相關性，而與 albumin 亦無顯著相關。本研究結果顯示，以多頻
率 BIA 所測量瘦體組織相關指標（LTM、LTI） 與 MAMC 及 handgrip 具獨立且顯著之
相關性，而 LTM 與 SGA 呈邊緣性正相關，故多頻率 BIA 所測量之 LTM、LTI 較可反
映血液透析病人之肌肉蛋白質指標。

關鍵字：血液透析、多頻率生物電阻、瘦體組織質量、蛋白質營養指標

TJD 2010;2（1）:19-26　Taiwan Journal of Dietetics



吳玉茹 等

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20 .

前言

根據美國腎臟病資料登錄系統（1） 年
報，台灣地區在 20-44 歲族群其末期腎
臟疾病盛行率為全球第二名。在 45-64 
歲、65-74 歲及 75 歲以上的三個族群其
盛行率皆為世界第一名。根據腎臟醫學

會 2001 年統計（2），國內末期腎臟疾病定

期透析病人人數為 31876 人，僅次於美
國，位居世界第二位。

研究指出，開始接受血液透析的病

人有較高的營養不良之盛行率（3）。Ikizler 
等學者（4）報告指出在慢性腎臟衰竭病人

其肌肉蛋白質合成的速率比健康族群顯

著較低。另外，接受血液透析亦會促使

全身蛋白質分解速率增加。針對透析病

人的研究也顯示，蛋白質熱量消耗會增

加死亡率和住院天數。中度到嚴重營養

不良亦會導致體重的流失和身體組成的

改變，主要是減少脂肪質量和肌肉質量

且增加細胞外水分。故對於長期血液透

析患者而言，一個好的肌肉蛋白質狀態

可能可以做為預測臨床結果的指標（3,4）。

一般常使用的營養評估方法有：體

位測量、生化測量法、臨床評估與飲

食評估。測量身體組成是一種體位測

量的方法，生物電阻測量（bioelectrical 
impedance, BIA） 是測量身體組成的工具
之一。單一頻率 BIA ，一般而言無法測
定出細胞內液水分（extracellular cell water 
） 或細胞外液水分（intracellular cell water 
）；而多頻率 BIA 具有數十個不同頻率同
步進行身體組成之測量，可提供身體質

量參數和身體水量分佈的評估，並且在

低頻率下可以測定出細胞外液水分，高

頻率下可以測定出細胞內液水分，而精

確測定細胞內外液水分後更能精準的測

定出瘦體組織（5）。Donadio（6）等學者研究

利用多頻率 BIA 與單一頻率 BIA 所測量
的非脂肪質量 （fat - free mass） 進行比較，

結果發現多頻率 BIA 與肌酸酐指數有較
好的相關性，顯示多頻率 BIA 比單一頻
率 BIA 其所測量之瘦體質量有較強的相
關性。

目前有關多頻率 BIA 測量瘦體組
織和臨床常用營養狀態指標的相關性研

究甚少，故本研究之目的是利用多頻率

BIA測量之無脂質量，即瘦體組織質量
（lean tissue mass, LTM）和瘦體組織指數
（lean tissue index, LTI），探討與血液透
析病患常用之主觀性整體評估（subjective 
global assessment ,SGA）、體位以及蛋白
質（含肌肉與臟器蛋白質）營養指標之相

關性。

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一橫斷面研究，於 97 年 8-9 
月間，招募臺灣南部醫學中心透析室一週

三次常規透析之病人，於醫院進行常規透

析時，進行體位以及血液生化 之測量分

析。排除條件為透析個案懷孕、未滿 12 
歲、嚴重惡性疾病（如：腫瘤）、裝有心

臟搏動器或電擊器、裝有金屬義體（如義

肢、假牙） 或足部手腕有截肢的病人，參
與此研究之病人共 98 人。病人主要致病
原因分類主要包含糖尿病及慢性腎絲球腎

炎，其它原因尚包含痛風性腎病變、惡性

高血壓、慢性腎間質性腎炎、局部腎絲球

硬化症、多囊腎以及止痛劑性腎病變等。

本研究經個案同意後簽署受試者同意書並

獲得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之人

體試驗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

二、資料收集與定義

本研究收集血液透析病人於透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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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當日空腹 8 小時以上之血液檢體，
血液樣本由醫院檢驗部之生化檢驗室分

析基本臨床生化值，由專業營養師進行

體位測量，再由 1-2 位受過訓練之固定透
析室護理人員測量血壓後，使用多頻率 
BIA 進行身體組成之測量。完成多頻率 
BIA 測量後，由一位固定之營養師執行
主觀整體評估。

在身體組成中的無脂質量，即 
LTM 和 LTI 是利用多頻率 BIA（body 
composition monitor, fresenius medical care, 
bad homburg, Germany）所測得。LTM 為
身體質量減去脂肪組織質量以及扣除可

能出現的任何過多水分，多頻率 BIA 裝
置會使用生理模型來計算 LTM；而 LTI 
是 LTM 和身高平方的商數（kg/m2），也

可作為評估病人的瘦體組織狀態（7）。

LTM、LTI之低中高三組為 33.3%、66% 
及 >66% 百分位之分佈（LTM三組範圍
為 16.0-27.5、27.6-37.5、38.2-62.2；LTI
三 組 範 圍 為 7.1-11.1、11.2-14.3、14.5-
23.8）。體位測量項目包括：病人身高、
體重、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腰圍（waist）、上臂中點環圍（mid 
arm circumference, MAC）、上臂肌肉環圍
（mid muscle arm circumference （MAMC）, 

MAMC（cm）＝ MAC（cm）-3.14×TSF（cm）、
三頭肌皮脂厚度（triceps skinfold ,TSF）
（lange skinfold caliper , Cambridge scientific 
industries Inc., Cambridge , Maryland , 
USA） 和手部肌肉握力（handgrip strength）
（T.K.K.5401,Takei scientific instrument 

Co.,LTD, Niigata, Japan）測量。營養不良
評估工具是以 2004 年（8）慢性腎臟疾病

之 SGA 進行修訂，進而評估病人營養狀
態， SGA 內容收集七個項目之醫療史做
評估，含 6 個月體重變化、腸胃系統症
狀、飲食攝取狀況、疾病狀態、活動力

及身體檢查 （皮下脂肪流失、肌肉消耗及
水腫），SGA評分標準分三個等級，6 分

或 7 分定義為非常輕微的營養不良到營
養良好、3 分至 5 分定義為輕度或中度
營養不良以及 1 分、2 分為重度營養不
良。血液生化值（分析方法）：前白蛋白

（prealbumin; immunoturbidimetry）、白蛋白
（albumin ; bromcresol green , BCG）以及運
鐵蛋白（transferrin; immunoturbidimetry）、
膽固醇（cholesterol; enzymatic method）、三
酸 甘 油 酯（triglyceride; enzymatic method 
）、尿液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 BUN ; 
尿素酶 - GLDH ✽法測定尿素氮）、肌

酸 酐（creatinine ; Jaffe kinetic method） 
以 及 餐 前 血 糖 （fasting plasma glucose; 
enzymatic method ） 測 量 皆 使 用 Roche 
Integra 400（德 國） 全 自 動 多 功 能 生
化分析儀。和蛋白質代謝率 （protein 
catabolic rate, nPCR） 為使用以下公式計
算： （0.22+0.036×interdialytic in blood urea 
nitrogen×24/interdialytic interval in hours）
（Hope透析軟體，台灣腎臟醫學會，台
北）。（✽L-gluamic dehydrogenase, GLDH ）

三、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 ANOVA 分析病人體位以及
營養評估狀況在 LTM、LTI 依低中高三
組之分佈有無差異，並以簡單線性迴歸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分析體位測量及
營養狀態在 LTM 與 LTI 三組之分佈趨勢，
若以簡單線性迴歸方法檢定趨勢後達邊緣

顯著（p <0.2），再進一步利用複線性迴歸
分析（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調整干擾
因子（年齡、性別、透析月數） 後，探討
病人蛋白質營養指標與 LTM、LTI 之獨立
相關性。本研究使用 SPSS 11.5 統計軟體
進行資料統計分析，以 p <0.05 定義為具
統計上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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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本研究共 98 位透析病人，女性佔
50.0%（n=49），男性佔 50.0%（n=49），受
試者之平均年齡為 60 歲，平均透析時間為 
67 個月（表一）。

營養狀態在低中高三組瘦體組織指

標（LTM、LTI） 之分佈及相關性列於表
二。 結 果 顯 示，MAMC、TSF、handgrip 
strength 和 albumin 在 LTM 三組間之平均
值呈現顯著差異（p <0.05）。進一步利用
簡單線性迴歸分析（p for trend分析）發現
MAMC（20.29±2.42、20.78±2.78、24.07± 
2.23cm）、handgrip strength（15.00±5.80、
23.90±6.35、34.85±6.90 kg），SGA 分 數

（5.86±0.57、6.00±0.30、6.09±0.29分） 
生 化 值 albumin （3.94±0.39、4.22±0.28、
4.21±0.24 mg/dL）之平均值與低、中、高 
LTM 三組呈現正相關趨勢（p <0.05），而 
TSF（23.19±6.33、20.57±5.85、16.87±4.74 
mm）平均值在 LTM 三組間則呈現負相關
趨勢（p <0.05）。體位測量 （MAMC、TSF）、
handgrip strength 與 LTI 低、中和高三組之
分佈及相關趨勢結果與 LTM 類似。而 waist 
以及 transferrin 在 LTM 及 LTI 三組中之平
均值分佈並無顯著差異。

更進一步利用複線性迴歸分析，探

討營養指標與 LTM、LTI 之獨立相關
性，在調整性別、年齡和透析月數後，

MAMC（β=0.88，p=0.005）以 及 handgrip 
strength（β=0.52，p <0.001） 與 LTM具獨
立相關性；而 MAC（β=0.38，p=0.065）
與 SGA 分 數（β=3.21，p=0.064）， 雖

然未達顯著意義，但與 LTM 具邊緣相
關 性。 同 樣 地，MAMC 以 及 handgrip 
strength 也 與 LTI（kg/m2）具 獨 立 相 關

性， 而 MAC（β=0.13，p=0.091）、TSF
（β=-0.09，p=0.067）和 albumin（ β＝ 1.61，

p =0.062） 與 LTI 則具邊緣相關性（表三）。

討論

在透析病人有較高的蛋白質 -熱量營
養不良之盛行率，瘦體組織質量除了可

以反映蛋白質熱量營養不良狀態，可預

測透析病人之臨床進展（3）。本研究利用複

線性迴歸分析發現，MAMC 以及 handgrip 
strength 與多頻率 BIA 所測量之瘦體組織
指標（LTM、LTI ） 具顯著且獨立之相關
性，顯示多頻率 BIA 所測量出之瘦體組
織可正確反應透析病人肌肉蛋白質之營

表一、血液透析病人之基本資料1

變項 透析病人 ( n=98 )
男性 ( n % ) 49 (50%)
年齡 (歲) 60.57 (32-87)±11.67
透析月數 (月) 67.91 (2-257)±54.19
收縮壓 (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BP ) (mmHg) 135.70 (76-200)±21.89
舒張壓 (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DBP )(mmHg) 76.39 (40-105)±9.93
禁食血糖 ( fasting plasma glucose ) ( mg/dL) 97.98 (50-208)±30.31
膽固醇 ( cholesterol ) ( mg/dL) 181.57 (100-275)±37.56
三酸甘油酯 ( triglyceride ) ( mg/dL) 154.72 (24-404)±85.02
血液尿素氮 ( blood urea nitrogen ) (ml/dL) 75.20 (20-131)±18.83
肌酸酐 ( creatinine) (mg/d) 10.08 (5.7-17.7)±2.20
蛋白質代謝率 ( protein catabolic rate, nPCR ) (g/kg/d) 1.13 (0.5-1.6)±0.24
糖尿病 ( n % )   29 (29.6%)

1Data was expressed as mean ± SD （range）or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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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狀態。Heimburger 等學者（9）針對進行腹

膜透析前或僅進行腹膜透析 10 天的病人
（126 位男性、80 位女性），針對其營養狀
態進行研究。結果顯示，handgrip strength 
與男性瘦體質量（lean body mass） 有顯著
的正相關性，但在女性患者中則無此發

現。Heimburger et al（9）的研究對象是剛

開始接受腹膜透析的患者，而本研究之

對象（49 位男性，49 位女性），其接受血

液透析月數範圍則差距甚大（2 個月 - 257 
個月）。而 Heimburger et al（9）指出其研究

中，僅在男性中發現 handgrip strength與
瘦體質量之顯著相關，可能因為病人才

剛進入透析，透析年數對瘦體質量之影

響有限，男性病人在使用 handgrip 時之動
力較強以及測試握力時在男性個人差異

範圍較女性為大。而本研究若進一 以男

性或女性分別進行複線性迴歸分析，發

表二、血液透析病人體位測量以及營養相關指標在低中高 LTI 以及 LTM 分組之差異1,2,5

變項 低 (n=30) 中 (n=36) 高 (n=32) P3 P4

瘦體組織質量 ( lean tissue mass, LTM)2

身體質量指數
 (body mass index, BMI) (kg/m2) 24.43±3.79 23.20±4.03 24.89±3.51 0.167 0.160

腰圍 (waist) (cm) 85.00±8.03 82.43±11.45 86.72±13.05 0.427 0.590
上臂中點環圍
 (midarm circumference, MAC )(cm) 27.57±3.31 27.24±3.91 29.39±2.60 0.069 0.070

上臂肌肉環圍 (midarm muscle 
circumference, MAMC) (cm) 20.29±2.42 20.78±2.78 24.09±2.23 <0.001✽ <0.001✽

三頭肌皮脂厚度 
 (triceps skinfold, TSF)(mm) 23.19±6.33 20.57±5.85 16.87±4.74 0.002✽ 0.001✽

手部肌肉握力 (handgrip strength) (kg) 15.00±5.80 23.90±6.35 34.85±6.90 <0.001✽ <0.001✽

主觀性整體評估 
(subjective global assessment, SGA) 5.86±0.57 6.00±0.30 6.09±0.29 0.172 0.004✽

白蛋白 (albumin) (mg/dL) 3.94±0.39 4.22±0.28 4.21±0.24 0.001✽ 0.001✽

運鐵蛋白 (transferrin)(mg/dL) 196.52±53.74 200.30±43.95 194.43±41.92 0.881 0.862
前白蛋白 (prealbumin) (mg/dL) 0.34±0.09 0.35±0.09 0.61±1.41 0.309 0.173

瘦體組織指數 ( lean tissue index, LTI )2

身體質量指數 
(body mass index, BMI) (kg/m2) 24.20±3.54 23.23±3.73 25.11±4.04 0.128 0.128

腰圍 (waist) (cm) 85.45±7.52 82.29±12.87 86.15±12.24 0.479 0.812
上臂中點環圍  
(midarm circumference, MAC ) (cm) 27.55±3.25 27.29±3.03 29.27±3.65 0.098 0.080

上臂肌肉環圍 (midarm muscle 
circumference, MAMC) (cm) 20.14±2.49 21.13±2.19 23.82±2.91 <0.001✽ <0.001✽

三頭肌皮脂厚度 
(triceps skinfold, TSF) (mm) 23.59±5.75 19.62±5.48 17.38±5.70 0.002✽ 0.004✽

手部肌肉握力 (handgrip strength) (kg) 15.61±6.20 24.34±6.53 33.82±8.05 <0.001✽ <0.001✽

主觀性整體評估 
 (subjective global assessment, SGA) 5.86±0.56 6.00±0.32 6.08±0.28 0.187 0.018✽

白蛋白 (albumin) (mg/dL) 3.96±0.34 4.16±0.32 4.25±0.27 0.001✽ 0.004✽

運鐵蛋白 ( transferrin ) (mg/dL) 206.50±62.45 191.17±25.84 195.48±46.06 0.395 0.360
前白蛋白 ( prealbumin ) (mg/dL) 0.32±0.09 0.35±0.09 0.64±1.43 0.238 <0.001✽

1data is expressed as mean ± SD and p <0.05 is consider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2 LTM and LTI are classified as low , mid and high according to 33.3,66.6 and >66.6 percentile of  distribution.
3ANOVA test was used to test differences among 3 groups and p <0.05 is consider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4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was used to test th linear trend against low,mid and high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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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handgrip strength 與 LTM 及 LTI 之相關
性在男性與女性仍然存在。故推測本研究

與 Heimburger 等學者（9）在性別差異之結

果不同，有可能因為本研究病人接受透

析年數較高（透析年數 <1 年之病人僅有 9 
人（<10%），透析年數為 2-4 年約有 30%，
透析年數為 4 年以上約有 60%，而且男女
生分佈十分平均，透析時間對男女生瘦

體質量流失或分解之影響較平均。此外，

針對透析病人之研究結果發現，handgrip 
strength 與 SGA 評估之營養不良狀態分
級亦具顯著相關性（10），故提出 handgrip 
strength 可能是一個直接反應 ESRD（end 
stage renal disease） 病人的瘦體質量的指
標。此外，在其他的研究族群中也發現，

handgrip strength 與老年人平時活動程度

與身體質量成正相關（11），也可以預測外

科病人（12）之死亡率和併發症。因為在透

析病人普遍有不正常的液體狀態，故無

論由 DEXA 或單一頻率 BIA 所測量之
身體組成在目前評估上仍然有許多爭議
（13）。雖然如此，本研究結果顯示，在血

液透析前使用多頻率 BIA 所測得之瘦體
組織相關指標（LTM、LTI），仍與許多肌
肉蛋白質營養指標（如 MAMC、handgrip 
strength） 具高度之相關性，可為透析病人
測量肌肉蛋白質狀態的一個有效工具。

此外，SGA 之營養評估結果，除了
用來評估蛋白質 -熱量營養不良外（14,15），

在許多研究中亦指出，SGA 評估結果
與發病率、住院治療和死亡率有顯著相

關性（15）。本研究結果發現， SGA 分數與

表三、利用多變量線性迴歸分析血液透析病人傳統營養狀態指標與 LTI 以及 LTM 之獨立相關性
簡單線性迴歸 複線性回歸

未調整β係數 p 調整β係數 1 p 
瘦體組織質量 ( lean tissue mass, LTM)

上臂中點環圍 
(midarm circumference,MAC ) (cm) 0.760 0.015✽ 0.38 0.065

上臂肌肉環圍(midarm muscle 
circumference,MAMC) (cm) 1.77 <0.001✽ 0.88 0.001✽

三頭肌皮脂厚度 
(triceps skinfold,TSF)(mm) -0.59 0.001✽ -0.19 0.127

手部肌肉握力(handgrip strength) (kg) 0.72 <0.001✽ 0.52 <0.001✽

主觀性整體評估分數 
(subjective global assessment,SGA) 5.50 0.037 3.21 0.064

白蛋白 (albumin) (mg/dL) 6.59 0.029✽ 3.15 0.169
前白蛋白 (prealbumin) (mg/dL) 2.32 0.056 1.11 0.115

瘦體組織指數 ( lean tissue index, LTI )
上臂中點環圍 
(midarm circumference,MAC )(cm) 0.24 0.017✽ 0.13 0.091

上臂肌肉環圍(midarm muscle 
circumference,MAMC) (cm) 0.55 <0.001✽ 0.33 <0.001✽

三頭肌皮脂厚度(triceps skinfold,TSF) (mm) -0.18 0.001✽ -0.09 0.067
手部肌肉握力 (handgrip strength) (kg) 0.21 <0.001✽ 0.17 <0.001✽

主觀性整體評估分數 
(subjective global assessment,SGA) 1.71 0.044 0.96 0.147

白蛋白 (albumin) (mg/dL) 2.58 0.007✽ 1.61 0.062
前白蛋白 (prealbumin) (mg/dL) 0.69 0.074 0.35 0.196

1Modle是調整性別、年齡和透析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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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頻率 BIA 之 LTM 呈現邊緣性正相關 
（p=0.064），顯示 SGA 分數越好者，則瘦
體質量亦較高。然而，自 2000 年（16）國際

腎臟基金會對於腎臟疾病及透析指標是利

用 SGA 分數來評估病人營養狀態。且本
研究亦發現 SGA 與 LTM 呈邊緣性相關，
故利用多頻率 BIA 所代表瘦體質量在臨
床上之營養評估，應有其應用性。

在單變量分析中，我們除了發現

到 MAMC、handgrip strength、SGA 與 
LTM、LTI 有相關外，也觀察到臟器蛋白
質 （albumin） 與 LTM低中高三組呈線性
正相關，而 albumin、prealbumin 也與 LTI 
呈線性正相關。而 albumin、prealbumin 
與 LTI 呈線性正相關，但在調整干擾因子
後，臟器蛋白質與 LTM、LTI 之獨立相關
性不存在。顯示，LTM、LTI 較能反映透
析病人體內肌肉蛋白儲存狀態，可能較無

法即時反映臟器蛋白質之變化。在透析以

及慢性腎臟疾病（17）末期病人（9）之研究中

指出，血清 albumin 與瘦體組織相關之營
養狀態無關，可能因為病人本身之共病

（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整體發炎狀

態）對血清 albumin 之影響較鉅，若共病
或發炎狀態沒有獲得適當之治療及改善，

則 albumin 可能持續低下，較無法觀察到
與瘦體組織之相關性。

結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MAMC 及 handgrip 
strength 與多頻率 BIA 所測量瘦體組織相
關指標（LTM、LTI） 具獨立且顯著之相關
性，而 SGA 與 LTM 呈邊緣性正相關，故
多頻率 BIA 所測之 LTM、LTI 為反映血
液透析病人肌肉蛋白質之有效指標。因為

本研究為一橫斷面研究，並無法全面了解

病人長期之營養狀況變化及臨床進展，未

來研究需要擴大樣本數並持續追蹤個案，

進一步探討以多頻率 BIA 所測得之身體
組成與透析病人臨床進展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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