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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燒燙傷患者熱量及蛋白質攝取不足

時，會導致傷口癒合緩慢、細胞功能失調

及免疫反應下降等；而燒燙傷後新陳代謝

速率的增加，如醣類、蛋白質、脂肪分解

作用加速，亦會加重營養不良的發生，也

會增加感染的發生率（1）。因此，積極給予

燒燙傷患者營養支持可以預防感染並增加

傷口癒合能力。

    精胺酸（arginine） 為半必須胺基酸，經
一氧化氮合成酶（ NO synthase ） 代謝可

摘要

燒燙傷患者熱量及蛋白質攝取不足時，會導致傷口癒合緩慢、細胞功能失調及免疫

反應下降，因此積極給予燒燙傷患者營養支持是必需的。目前許多研究顯示，特殊混合

胺基酸有助於傷口癒合，精胺酸（arginine） 可調節血管內皮舒張及提升免疫功能。麩醯
胺（glutamine） 能參與細胞分裂，並可作為腸道細胞、巨噬細胞及纖維母細胞等能量來
源。Beta-hydroxy-beta-methylbutyrate （HMB） 可調節蛋白質生合成作用。個案陳先生 32 
歲，於工作場所遭受化學性燒燙傷，傷口為右小腿肚 2-3 度、3%、23 × 6 cm。且於 2011 
年 2 月 24 日住入燒燙傷中心，期間經過 2 次清瘡手術，並於 2 月 25 日介入營養照護，個
案住院期間由口進食高熱量高蛋白飲食，平均每日實際熱量攝取量為 2839 kcal （101%熱
量需要量），平均每日實際蛋白質攝取量為 146 g （ 94.2% 蛋白質需要量），並給予 15 日
含 arginine、glutamine及 HMB混合胺基酸，傷口由 23 × 6 cm縮小至 14 × 7 cm，體
重由 63.5 kg增加至 64 kg。因此，燒燙傷患者給予高熱量高蛋白飲食並補充含 arginine、
glutamine及 HMB之混合胺基酸，可幫助化學性燒燙傷患者之傷口癒合及體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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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一氧化氮（NO），NO可調節血管內
皮舒張及提升免疫功能，如增強 T細胞
活性、增加巨噬細胞殺菌能力、抑制腫

瘤等。又 arginine經精胺酸酶 （arginase） 
作用可分解為尿素與鳥胺酸 （ornithine），
ornithine為合成多胺 （ polyamine ） 之前驅
物（2）。Polyamine可控制細胞增生、促進
淋巴球分裂及膠原蛋白的合成（3）。另外的

研究也顯示，創傷患者 arginine的需要量
會增加，若此時給予 arginine的補充可減
少負氮平衡、增強免疫並縮短傷口癒合

時間（4）。麩醯胺 （glutamine） 能參與細胞
分裂，並可作為腸道細胞、巨噬細胞及

纖維母細胞等能量來源（5）。正常狀態下

glutamine為非必需胺基酸，但當身體處
於異化代謝時，glutamine的需要量也會
增 加（6）。 Beta-hydroxy-beta-methylbutyrate 
（HMB） 為白胺酸 （leucine） 的代謝產物，
動物研究顯示可調節蛋白質生合成作用、

降低肌肉損傷（7）。而人體試驗也發現可減

少運動後蛋白質分解及肌肉損傷，並增加

肌肉的耐受力（8）。

因此本篇主要是探討給予高熱量高

蛋白飲食並補充含 arginine、glutamine及
HMB之混合胺基酸應用於化學性燒燙傷
患者傷口癒合之相關性。

個案簡介

個案為男性 32 歲的工人，身高 167.5 
cm，體重 63.5 kg，BMI為 22.6 kg/m2，無

任何疾病史。2011 年 2 月 24 日個案於工
作場所被 200℃ 熔化橡膠燙傷後，送至
麥寮長庚接受破傷風疫苗、靜脈輸液及

傷口換藥等初步處理，並於當日轉送嘉

義長庚入住燒燙傷中心，接受治療與照

護。個案入院時無異常生化檢查值（如表

一），經醫師診斷為右小腿肚 2-3 度 3%
燙傷傷口約 23×6 cm2，左小腿外側發紅

傷口約 6 × 2 cm2，每天以 sulfasil cream
進行傷口照護，並做傷口細菌培養 （微量
staphylococcus）。2011 年 3 月 1 日進行清
瘡手術 （以局麻移除 tangential excision），
傷口以 sulfasil cream處理，2011 年 3 月 8 
日再一次進行清瘡手術 （以全身麻醉移除
tangential excision），之後傷口照護每日給
予 mepilex-Ag， 2011 年 3 月 21 日傷口穩定
出院轉門診治療。

營養照護

2011 年 2 月 25 日介入營養照護，因
個案無異常生化檢查值 (如表一 )，營養師

表一、個案入院生化檢驗值

檢驗項目 數值 檢驗項目 數值

GFR estimated (mL/m/1.7m2) >60 MCV (fL) 92.8

BUN (mg/dL) 9 MCH (pg/Cell) 32.4

Creatinine (mg/dL) 0.94 MCHC (gHb/dL) 34.9

AST/GOT (U/L) 29 RDW (1000/uL) 11.3

Na (mEq/L) 140.7 Platelets (%) 277

K (mEq/L) 3.97 Segment (%) 53.6

WBC (1000/uL) 5.8 Lymphocyte (%) 43.1

RBC (million) 4.69 Monocyte (%) 2.7

Hemoglobin (g/dL) 15.2 Eosinophil (%) 0.3

Hematocrit (%) 43.5 Basophil (%) 0.3



特殊混合胺基酸用於化學性燒燙傷之傷口癒合

臺灣膳食營養學雜誌 . 55 .

以Long’s modified the Harris-Benedict equation [ 
66+ ( 13.7×BW+ ( 5×BH )-( 6.8×age ) ×1.3 
(活動因子 ) ×1.4 (壓力因子 )] 評估熱量需
要量為 2800 kcal/day、蛋白質需要量為 155 
g/day ( 2.5 g/kg BW )，以醫院伙食供應高熱
量高蛋白飲食。個案住院期間平均實際熱

量攝取量約 2839 kcal/day ( 1350-3250 kcal/
day)、蛋白質 (含混合胺基酸 )平均攝取量
約 146 g/day ( 75-188 g/day ) 如圖一，並於 
100 年 3 月 5 日至 3 月 19 日供應 2 pc/day
混合胺基酸 ( HMB 1.2 g/pc；glutamine 7 g/
pc；arginine 7 g/pc；15日 )，觀察傷口變化
如圖二，傷口由 2011 年 2 月 24 日右小腿
肚燙傷傷口約 23×6 cm2，縮小至 2011 年 3 
月 21 日的 14 ×7 cm2。另外，個案於整個

營養照護過程中，體重由 63.5 kg增加至 64 
kg 如圖一。

討論

根據文獻指出，燒燙傷患者體內腎

上腺髓質激素 （catecholamines）、腎上
腺皮質激素 （glucocorticoids） 及升糖素 
（glucagon） 增加，導致能量消耗增加、胰
島素及升糖素比值異常、肌肉組織與脂肪

組織分解增加，因而使體內醣類、蛋白

質及脂肪代謝異常並產生負氮平衡（9）。因

此，燒燙傷患者在大量熱量需求增加下，

高熱量高蛋白的營養支持是必須的。又依

據2008年研究報告顯示，美國及澳洲十個
燒燙傷中心建議給予燒燙傷患者的熱量

供應為 38-61 kcal/kg/day （3050-4880 kcal /
day） （9） 或基礎代謝率（basal metabolic rate, 
BMR） 的 1.5-2 倍（10），本個案以 Long’s 
modified the Harris- Benedict equation 評估
熱量需要量為 2800 kcal/day （44 kcal/kg/
day；BMR的 1.8倍），而個案在住院期間
實際攝取量平均約 2839 kcal/day （1350-
3250 kcal/day） 如圖一所示，熱量達到建
議需要量的 101%。
在蛋白質方面，攝取足夠的蛋白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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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個案住院期間熱量與蛋白質的實際攝取量及體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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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組織、促進細胞復原、修復損傷、維

持正氮平衡、改善傷口癒合速率、促進 
RNA 和 DNA 的合成、供給免疫細胞營
養、增加上皮細胞生長以及促進膠原蛋白

與彈性組織的形成（11-12）。營養師評估個案

蛋白質需要量為 155 g/day （2.5 g/kg BW），
而住院期間蛋白質平均實際攝取量約 146 
g/day （75-188 g/day） 如圖一所示，蛋白質
達到建議需要量的 94.2%。有文獻指出，
燒燙傷患者蛋白質建議量為 2-3 g/kg BW/
day或總熱量的 15-25%（9）。Masters 等學
者報告也顯示，燒燙傷患者給予高蛋白

飲食（總熱量的20%），可以避免蛋白質流
失、促進傷口癒合、改善老鼠的存活率、

減少感染發生、預防肌肉蛋白分解並能增

加血清蛋白質、視網醇結合蛋白、運鐵蛋

白、C3 補體及 IgA 抗體（9）。而其他針對 6 
位燒燙傷成年患者進行的研究結果顯示，

給予高蛋白飲食 （ 2.2 g/kg/day；40.8 kcal/
kg/day ） 比給予低蛋白飲食 （ 1.4 g/kg/
day；40.8 kcal/kg/day） 更可顯著增加蛋白
質的合成以及改善氮排泄（13）。另外也有

文獻指出，給予燒燙傷患者為期三週高熱

量 （30-35 kcal/kg/day） 高蛋白飲食，再補
充 protein hydrolysate （70 g/day），使蛋白
質攝取量達到 1.7-2 g/kg/day，其結果顯

示高蛋白飲食比等熱量低蛋白飲食 （1.3-
1.5 g/kg/day） 顯著增加體重並恢復肌肉功
能（10）。因此由圖一結果得知，個案於住

院期間體重由原本 63.5 kg 些許增加為 64 
kg，推測可能由於個案攝取足夠的高熱量
高蛋白飲食進而使體重上升。然而，另有

文獻指出，蛋白質攝取 3 g/kg BW/day （ 
總熱量的 25%） 以上並不能減少肌肉組織
的分解作用，反而會增加腎臟負擔（9,13,14）。

在其他巨量營養素方面，有研究提

出燒燙傷患者醣類需要量為總熱量的60-
65%（10）。因為醣類 （ 即 glucose ） 為直接
供應燒燙傷患者傷口細胞能量的來源，也

可促進內生性胰島素產生，進而增加蛋白

質的合成作用（14） 以及幫助傷口癒合。另
外，醣類也具有蛋白質節省作用，可以

預防糖質新生作用所造成身體肌肉蛋白

質的分解（10）。但若攝取高醣飲食發生高

血糖時，臨床上必須使用胰島素（insulin） 
控制血糖（9）。脂肪為構成細胞膜的主要成

分，但對傷口癒合的過程至今仍未被廣泛

研究，近年來有文獻指出，ω-3 脂肪酸
（omega-3 fatty acid） 可能因具有抗發炎作
用進而改善傷口癒合（12,15）。另外也有研究

顯示，過多脂肪的攝取可能會抑制免疫系

統、改變前列腺素的代謝、破壞血液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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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住院期間（2011 年 2 月 24 - 2011 年 3 月 21）傷口癒合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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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增加脂肪肝的形成（9）。

其他的臨床研究皆證實，足夠的醣

類、蛋白質、脂肪、維生素、礦物質及水

分的攝取，可以促進燒燙傷患者傷口的

癒合（16）。許多具有免疫增強作用的營養

物質即免疫營養素（immunonutrients），如
麩醯胺 （glutamine）、精胺酸 （arginine）、
ω-3 脂肪酸 （omega-3 fatty acid）、核甘酸 
（nucleotide）、甘胺酸 （glycine） 等，對於
燒燙傷患者也有臨床效益（9）。Peng 等學
者在 2006 年研究結果顯示，給予燒燙傷
病人為期 14 天口服 glutamine granules 0.5 
g/kg/day 補充劑後，血中 glutamine 濃度
顯著增加、免疫細胞功能獲得改善，同

時也幫助傷口復原以及縮短住院天數（17）。

在 arginine 的相關研究方面，2002 年的
文獻提出，富含 arginine 的補充劑可以改
善傷口癒合、維持正氮平衡、減少抗生

素的需要與降低感染率 （18）。而 Kirk等學
者 （1993 年） 研究也指出，以隨機雙盲試
驗給予 30 位因外科手術損傷的老年人 （ 
>65 歲） 口服 17 g/day arginine補充劑為期 
14 天，結果證實可以增加膠原蛋白的合
成，進而改善傷口癒合以及免疫反應（15）。

HMB 為一種可以幫助膠原蛋白合成的胺
基酸。許多文獻皆指出，攝取 HMB 可以
增加瘦體組織、改善骨骼肌強度、對抗異

化作用、降低肌肉損傷、減少肌肉組織

蛋白分解並增加肌肉的合成（7,19）。Williams 
等學者 （2002 年） 以隨機雙盲試驗研究，
給予健康老年人 （ >70 歲） arginine 14 g/
day、glutamine 14 g/day 和 HMB 3 g/day 的
混合胺基酸，結果顯示可以顯著增加血漿

arginine及 ornithine濃度，同時也顯著增
加膠原蛋白的合成（19）。

結論

本個案給予高熱量高蛋白飲食並補充

胺基酸混合物 （ HMB 4.8 g/day、glutamine 
14 g/day及 arginine 14 g/day） 為期 15 天，
結果顯示燒燙傷傷口由原本 23×6 cm2 縮
小為 14×7 cm2，體重由 63.5 kg 增加至 64  
kg。結果顯示，對於燒傷病人除了給予高
熱量高蛋白飲食外，若再補充一些特殊胺

基酸混合物可能可以增加體重並促進膠原

蛋白合成進而改善傷口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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