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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論文

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規則血液透析中低血壓（intradialytic hypotension） 的發生率，與病
人營養狀況的關係。自民國 93 年 7 至 9 月，以某區域醫院血液透析室，每週透析三次病
況穩定的病人 50 名為研究對象，以回顧性的方法查閱血液透析護理記錄，共計血液透析
1950 次。營養評估項目包括：身體質量指數、透析間增加體重、血清白蛋白濃度、手部
握力肌肉強度、飲食評估 （每日攝取熱量、每日攝取蛋白質）。以血清白蛋白濃度代表透
析病人的營養狀況指標，將病人分為正常血清白蛋白與低血清白蛋白兩組，比較各項營

養評估指標的差異。結果顯示正常血清白蛋白組之血液透析中低血壓發生率 8 ± 11％ 顯
著低於低血清白蛋白組 29 ± 30％，手部握力肌肉強度 24.1 ± 10.0 kg、每日攝取熱量（daily 
energy intake, DEI）  28.0 ± 6.9 kcal/kg/day、每日攝取蛋白質 （daily protein intake, DPI） 1.0 ± 0.3 
g/kg/day顯著高於低血清白蛋白組 15.5 ±7.9 kg、20.1 ± 7.2 kcal/kg/day、0.7 ± 0.3 g/kg/day 
（p <0.05）；身體質量指數兩組無顯著差異。維持良好的營養狀況，可顯著降低規則血液透
析中低血壓的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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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慢性腎衰竭病人接受血液透析治療，

最常見的合併症，就是血液透析中發生低

血壓，發生率隨著不同族群而異，一般而

言，發生率約為 10%到 30%不等（1）。低血

壓常伴隨著其他症狀一起發生，如暈眩、

抽筋、噁心、嘔吐、胸悶等症狀，甚至喪

失意識、提高死亡率，也增加了透析的花

費與工作人員的負擔。

造成透析時低血壓的可能原因多重

且複雜，其中最關鍵的因素，為超過濾

（ultrafiltration） 造成血管內容積下降，相
關的病理生理機轉包括：血漿再充填

（refilling） 不足、自主神經系統功能異常、
心臟功能異常、及血管張力物質不平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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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們曾探討此過程中的四項營養相關

因素，與血液透析中低血壓發生率的相關

性與影響性，這四項營養相關的因素為：

（1） 兩次透析間體重增加過多，以致過高
的超過濾速度造成再充填相對的不足；（2） 
血漿白蛋白濃度過低，以致血漿滲透壓低，

使組織間液體因滲透壓差低，不能迅速進

入血管內；（3） 體重過輕，透析移除液體
佔全身血液總量相對較高；（4） 手部握力
肌肉強度差的血液透析病人，骨骼肌功能、

身體體適能、生理功能較差，則心臟功能

與血管代償能力不良。結果顯示僅血清白

蛋白濃度，對血液透析中低血壓發生率的

解釋力 14.6％ 達顯著意義（3）。

本研究繼續探討接受規則血液透析

治療的末期腎臟病人者，他們的營養狀

況與血液透析中低血壓發生率的關係。

以血清白蛋白濃度，代表病人的營養狀

況優劣（4），比較其他營養評估指標：身

體質量指數、透析間增加體重、手部握

力肌肉強度、每日攝取熱量、每日攝取

蛋白質的差異。

研究對象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定義

本研究以某區域醫院血液透析室，門

診常規血液透析半年以上的病人 （每週透
析 3 次，每次透析 4 小時 ） 為對象，經人
體試驗委員會同意 （ HCGH99IRB-15 ）。
以回顧性的方法，排除因住院、疾病治

療、靜脈注射左旋肉酸（L - carnitine） 的
病人，查閱 93 年 7-9 月的血液透析護理
紀錄表中，共有 50 名病況穩定的病人，
每人血液透析 39 次，總計 1950 人次。血
液透析過程中曾因發生低血壓調整血流

速，或調整姿勢，或注射生理食鹽水、

50%葡萄糖溶液等處置，定義為發生血液
透析中的低血壓（5），血液透析中低血壓發

生率（incidence of  intradialytic hypotension, 
IDH%）＝ 發生血液透析中低血壓的次數 
÷ 39次 × 100%。

二、體位測量

記錄每次透析之乾體重，計算身體質量

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 ＝ 體重／身高 2 （kg/
m2），BMI的正常範圍為 18.5-24  （kg/m2），

24.1-27（kg/m2） 為體重過重，大於 27（kg/
m2）  為肥胖，小於 18.5（kg/m2） 為體重不足
（6），每人有 39 次數據。記錄每兩次透析間
增加體重（interdialytic weight gain, IDWG），每
人有 39 次數據，以 kg/day表示。

三、生化檢驗

每月檢驗血清白蛋白濃度，血液

檢體在血液透析前抽取，使用 BCP
（bromcreosol purple） 為比色試劑，參考範
圍 3.1-4.8 g/dL，每人有 3 次數據，取平
均值，以 g/dL表示。以血清白蛋白濃度
代表透析病人的營養狀況指標，將病人分

為正常血清白蛋白（≧3.5 g/dL） 與低血清
白蛋白（＜3.5 g/dL） 兩組（4），比較各項營

養評估指標的差異。

四、生理功能

以手部握力肌肉強度 ( hand grip 
strength, HGS ) 做為生理功能表現的指
標（7），93 年 8 月，由營養師在血液透析
前以手部握力強度測定器 ( grip strength 
dynamometer, 型號：5001 Grip-A, Japan )，
測量三次非血管通路之手部握力肌肉強

度，取平均值，以 kg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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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飲食評估

先請每一位病人或其主要照顧者自行

做三天的飲食記錄，包括一週內的透析

日、非透析日與假日，不能書寫者則由營

養師訪視詢問記錄，其間以食物模型確定

攝食份量，使用之營養成份表為食品工業

發展研究所之「臺灣地區食品營養成分資

料庫」（9）。營養師由飲食紀錄計算受試者

之每日平均熱量與蛋白質攝取量，並以

理想體重校正得每公斤體重之熱量（kcal/
kg）  與蛋白質攝取量 （g/kg）。

六、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使用統計軟體為 SPSS for Windows 
（SPSS Inc., Chicago, Illinois），各項數據以

平均值 ± 標準偏差（mean ± SD） 表示，
以 student t-test、相關 （pearson correlation）
為統計分析方法，p <0.05 表示統計上有
顯著差異。

結果

一、病人基本資料

50 名病人基本資料如表一，男性 26
名，女性 24 名，平均年齡 62 歲，平均血
液透析月數 46 個月，平均身體質量指數為 
22.2 kg/m2 ，平均血清白蛋白濃度為 3.43 g/
dL，平均兩次透析間增加體重為 1.03 kg/
day，平均手部握力肌肉強度為 20.3 kg，平
均血液透析中低血壓之發生率為 17%。

表一、 研究對象特徵

項目 範圍 mean ± SD ( n＝50 )

年齡（歲） 28 - 84 62 ± 13

血液透析月數 6 - 164 46 ± 37

身體質量指數（kg/m2） 15.6 - 31.7 22.2 ± 3.0

血清白蛋白濃度（g/dL） 2.03 - 4.13 3.43 ± 0.40

透析間增加體重（kg/day） 0.40 - 1.97 1.03 ± 0.61

手部握力肌肉強度（kg） 0 - 43 20.3 ± 10.0

血液透析中低血壓發生率（%） 0 - 95 17 ± 24

二、 比較營養狀況優劣組之基本資料與營
養評估指標

將病人分為正常血清白蛋白（≧3.5 g/
dL） 與低血清白蛋白（＜3.5 g/dL） 兩組，
兩組病人之基本資料與各項營養評估指標

比較的差異如表二，血液透析月數、心胸

比（ 醫師依據胸部 X 光片，計算心臟寬

度在胸廓的比例 ）、血比容、KT/V、身
體質量指數、透析間增加體重兩組無顯著

差異。年齡、血清白蛋白、手部握力肌肉

強度兩組有顯著差異（p <0.05）。兩組各
有 13 人完成飲食紀錄，每日攝取蛋白質、
每日攝取熱量、血液透析中低血壓發生率

兩組有顯著差異（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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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血清白蛋白優劣病患特徵比較表

項目 血清白蛋白 ≧ 3.5g/dL

是（n=28） 否（n=22）

年齡（歲）
a 58 ± 12 66 ± 14

血液透析月數 44 ± 38 48 ± 37

心胸比 0.51 ±  0.08 0.54 ± 0.09

血比容（%） 28.7 ± 2.7 29.6 ± 4.9

KT/V 1.38 ± 0.15 1.40 ± 0.19

身體質量指數（kg/m2） 22.0 ± 2.8 22.4 ± 3.2

血清白蛋白b（g/dL） 3.66 ± 0.26 3.14 ± 0.36

透析間增加體重（kg/day） 1.00 ± 0.40 1.10 ± 0.80

手部握力肌肉強度b（kg） 24.1 ± 10.0 15.5 ± 7.9

每日攝取蛋白質b（g/kg）(n=13) 1.0 ± 0.3 0.7 ± 0.3

每日攝取熱量b（kcal/kg）(n=13) 28.0 ± 6.9 20.1 ± 7.2

血液透析中低血壓發生率
a
（%） 8 ±  11 29 ± 30

student t-test 分析營養狀況優劣組各變項的差異性；同列中有不同上標，英文字母，表示其有顯著性差異（p <0.05）

三、 血液透析中低血壓發生率與年齡、營
養評估指標的關係

探討表二中兩組有顯著差異的項目：

年齡、血清白蛋白濃度、手部握力肌肉強

度、每日攝取蛋白質、每日攝取熱量，與

血液透析中低血壓發生率的關係。表三顯

示血液透析中低血壓發生率與血清白蛋白

濃度（r＝－ 0.383, p < 0.01）、手部握力肌
肉強度（r＝－ 0.314, p < 0.05） 呈顯著負
相關，與年齡、每日攝取蛋白質、每日攝

取熱量均未達顯著相關。

討論

本研究之血液透析過程中低血壓發生

率為 17%（表一），與文獻報告 10-30%相
符（1）。但發生率的範圍相當大由 0 至 95%，

我們觀察到進食情況、營養狀況、生理功

能較佳的病人，發生率較低，反之則較

高，遂引發作者的研究動機，將血液透析

過程中造成低血壓的營養相關危險因子加

以分析探討（3），並探究進食情況的差異。

依據臺灣血液透析診療指引：雖然沒

有單一測量可做為蛋白質營養狀況的指

標，但血清白蛋白不昂貴且容易檢查，與

臨床預後的相關性高，被認為是有效的蛋

白質熱量營養不良的指標之一，將血清白

蛋白維持在 ≧3.5 g/dL為目標，低白蛋白
血症代表蛋白質熱量營養不良（4），我們延

續血清白蛋白濃度對血液透析中低血壓的

發生率有顯著的影響力（3），將病人分為血

清白蛋白濃度 ≧3.5 g/dL與 ＜3.5 g/dL兩
組，比較其他營養評估指標的差異與血液

透析中低血壓發生率的關係。兩組的年

齡、手部握力肌肉強度、每日攝取蛋白

質、每日攝取熱量、血液透析中低血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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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率，有顯著差異（表二）。顯示正常血

清白蛋白組的病人，較為年輕，進食情況

佳，生理功能較好，血液透析中低血壓發

生率顯著低於低血清白蛋白組的病人。

骨骼肌的強度與肌肉蛋白的質量成正

比，間接與內臟蛋白質濃度成正比，在我

們的研究中，病人的手部握力肌肉強度，

與血清白蛋白濃度呈顯著正相關（r＝0.361, 
p <0.01），和文獻報告相同（7,8），與血液透析

中低血壓發生率呈顯著負相關（r＝－ 0.314, 
p <0.05）（表三），顯示生理功能佳者，血
液透析中低血壓發生率較低。手部握力肌

肉強度與年齡呈顯著負相關（r＝－ 0.456,  p 
< 0.01），意味著本院血液透析室年長的患
者，生理功能較差。

Bellizzi等人認為就算每週只有一天攝
取蛋白質 < 0.8 g/kg、攝取熱量 < 25 kcal/
kg，都會引起體蛋白消耗與營養不良（10），

本研究結果低血清白蛋白組的病人，平均

每日攝取蛋白質、每日攝取熱量，顯著

低於正常血清白蛋白組的病人（0.7 ± 0.3 
g/kg vs 1.0 ± 0.3g/kg ; 20.1 ± 7.2 kcal/kg 
vs 28.0 ± 6.9 kcal/kg, p <0.05） （表二），兩
者呈顯著相關 （r＝0.863, p <0.01），且平
均每日攝取熱量與年齡呈顯著負相關 （r
＝－ 0.571, p <0.01）（表三）。Bossola等人
以血液透析病人 3 天的飲食記錄，實際測
量平均每日攝取蛋白質、每日攝取熱量，

與年齡呈顯著負相關（11）。本研究結果與

其相似，因飲食記錄個案數較少，僅每日

攝取熱量與年齡呈顯著負相關，但仍顯示

本院血液透析室愈年長的患者，愈有蛋白

質、熱量攝取不足與營養不良的現象。

Kloppenburg等人認為血液透析的
病人的飲食評估，一週至少需要 3 天的
飲食記錄，才能較確實評估攝取的熱量

與蛋白質（12），雖然可用總氮質等量的蛋

白質（normalized protein equivalent of  total 
nitrogen appearance, nPNA） 間接推估蛋白

質攝取量，但其可靠性仍受限制，也無

法得知攝取的熱量與其他的營養素（12-14），

Shinaberger等人調查血液透析的病人，蛋
白質攝取不足會增加死亡率（15），Azar等
人建議定期追蹤血液透析病人的營養狀

況，及早發現並矯正營養不良，可改善

罹病率與死亡率等預後（16），Jahromi 等人
的研究也報告蛋白質攝取不足是導致營

養不良的最主要因素（17），Chang等人甚
至報告以單獨一餐的飲食問卷，可有效

預測腹膜透析病人的食慾與營養狀況（18），

Wyszomierska等人強調營養師例行的飲食
評估，可預防末期腎病病人營養素攝取不

足（19），可見飲食評估有其不可取代的重

要性，但執行過程常因病人覺得繁複，故

本研究對象有 50 名，卻僅得 26 名病人完
整可用之飲食記錄，因此需要醫療團共同

鼓勵病人做飲食紀錄，完成飲食評估。

本研究結果每日攝取蛋白質、每日攝

取熱量與血清白蛋白無顯著相關，因血液

透析病人的血清白蛋白，易受急慢性發炎

反應與動脈硬化的影響，此類病人飲食正

常，但血清白蛋白卻是低的，造成血液透

析病人第二型的營養不良（4,20）。C-反應蛋
白質（C-reactive protein, CRP） 並非本院血
液透析室例行檢查，無法得知病人的發炎

狀況，是本研究無法亡羊補牢之處，但由

正常血清白蛋白組的病人，手部握力肌肉

強度、每日攝取蛋白質、每日攝取熱量等

營養指標均較佳，同時血液透析中低血壓

發生率顯著低於低血清白蛋白組的病人，

亦可證實良好的營養狀況，不但如文獻報

告可改善血液透析病人的預後（15），在控

制血液透析間增加體重的同時，還要注意

是否攝取足夠的營養（3），更有助於降低血

液透析中的不適症狀 -血液透析中低血壓
的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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