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脈營養輸液滲透壓與鈣磷相容性問題探討
張芸嘉 柯榮川

一、前言
靜脈營養對於不論是新生兒、小孩

是對於靜脈營養的知識、操作與調配的

或是成人在有特定需求與適應症時，都

技能，都可能是重要因子，因此，美國

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治療角色，但也因

靜脈與腸道營養學會 (A.S.P.E.N.) 除了在

為使用上有需特殊考量與相對風險，在

2004年重新修訂了靜脈營養的安全標準

醫療上被視為需密切關注的醫療處置方

操作指引外，也在2014年以實證醫學方

式，在能不造成感染的情況下適當地使

式討論靜脈營養的幾個特殊議題，本文

用靜脈營養輸液，可以在臨床上創造優

將針對 (1) 周邊靜脈使用營養輸液能接受

異的治療效果，如何減少因使用靜脈營

的最大滲透壓值 (2) 在營養輸液中的鈣磷

養而引起併發症，而能讓靜脈營養發揮

相容性問題的最適建議，進行討論與文

效果，一直是個需要費心的議題，無論

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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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論
一、周邊靜脈使用營養輸液能接受的最

有較好的耐受度。目前對於使用周邊靜

大滲透壓值

脈營養輸液才會導致靜脈炎的天數尚無

靜脈營養給予可分為周邊靜脈與中

定論，但其中一篇研究受試者使用高滲

央靜脈兩種方式給予，對於預期僅短期

透壓 (1700 mOsm/L) 的靜脈營養輸液，

需使用靜脈營養者可從周邊靜脈給予營

在平均使用了6.3天後有30% 的受試者有

養輸液，為了達到足夠的營養供給，周

靜脈炎發生，而無論營養輸液是否有添

邊靜脈必需承受較大輸液量或是高脂肪

加脂肪成分，受試者在使用整體滲透壓

配方，整體滲透壓相對於一般輸液仍偏

小於900 mOsm/L的營養輸液時，均有良

高，因此周邊靜脈血管壁容易造成損傷

好的耐受度，因此，A.S.P.E.N.對於給予

而併發血栓靜脈炎。A.S.P.E.N. 收納

周邊靜脈營養輸液能接受的最大滲透壓

1977至1996年間發表八個觀察性研究共

值仍舊維持900 mOsm/L的建議值。

508位受試者進行評估，使用的營養輸液

其中葡萄糖和胺基酸提供了靜脈營

滲透壓值介於400至1700 mOsm/L間，雖

養輸液的大部分滲透壓，靜脈營養各組

然其中有些研究並無進行輸注速率控制

成成分所提供的滲透壓如表一，而無脂

或有相關描述，但整體而言輸注速率控

肪成分的簡易靜脈營養輸液可使用以下

制在每小時小於100 mOsm/L時，受試者

公式進行滲透壓的計算：

mOsm/L = (grams amino acids/L x 10) + (grams dextrose x 5)
+ ([mEq Na + mEq K] x 2)/L + (mEq Ca x 1.4)/L

1

Amino acids: 1g = 10 mOsm
Dextrose: 1g = 5 mOsm
20% IVFE: 1g = 0.71 mOsm (product dependent)
Calcium Gluconate: 1 mEq = 1.4 mOsm
Magnesium sulfate: 1 mEq = 1 mOsm

Potassium (chloride, acetate, of phosphate salt): 1 mEq= 2 mO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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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dium (chloride, acetate, of phosphate salt): 1 mEq = 2 mOsm
IVFE: intravenous fat emulsions
表一 靜脈營養各組成成分所提供的滲透壓
二、在營養輸液中的鈣磷相容性問題的
最適建議

營養輸液混和後的酸鹼值也是影響
鈣磷相容性的一個原因，因為磷酸根的不

鈣和磷在輸液中的相容性囊括了生

同形式可能會有三種磷酸鈣鹽的產生(如

理和安全性的問題，一直是靜脈營養輸

表二)，而在輸液中三種磷酸根的轉換與

液混合的挑戰與限制，尤其是在有較高

pH變化相關，如 Henderson-Hasselbalch

鈣磷需求以幫助骨骼生長的小兒配方。

equation 所描述:

然而鈣磷溶解度卻會受到營養輸液的諸

pH = pKa + log ([A–]/[HA])% ionized =
100/[1 + antilog (pKa + pH]

多原因影響，除了基本的鈣磷離子濃度
比例以外，輸液成分中胺基酸的濃度、

其中以HPO42–最易與鈣離子反應形

調配時先添加磷酸鹽後加入鈣的混合順

成 CaHPO4 沉澱產物，是最容易引起致命

序、營養輸液最終的pH值、配製後保存

風險的鈣磷沉澱形式，因此透過

溫度與時間，甚至是輸液體積、脂肪乳

Henderson-Hasselbalch equation 可得知，

劑或是其他礦物質離子 (如鎂離子) 的添

當pH = 6.68時，HPO42–的解離率約 23%

加都是會影響鈣磷沉澱的因素。因此在

高於pH = 5.86 條件時的 4%，而靜脈營養

2014年A.S.P.E.N.仍舊無法對鈣磷的相容

輸液中的胺基酸濃度不同所影響的pH值

性問題提出最適建議，但藉由在特定配

也提供了緩衝條件，胺基酸濃度 1% 至

方條件下，經過驗證後建立繪製的鈣磷

4% 約可提供pH值 6.8 至 5.2 的變化

溶解度曲線圖，仍可為配製營養輸液時

，因此研究分析產生鈣磷沉澱的靜

提供鈣磷最大相容性的參考建議 (如圖

脈營養輸液，常見三個理由：(1) 輸液pH

一)，然而這些特定處方條件配製的營養

值大於6.0，(2) 胺基酸的濃度小於 3%，

輸液在超過24至48小時候的安定性仍無

(3) 過高的鈣磷濃度比例。

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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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靜脈營養輸液中的磷酸鈣鹽形式與參數
TrophAmine 1.5% and dextrose 10%. PN,
parenteral nutrition.

TrophAmine 2% and dextrose 10%. PN,
parenteral nutrition.

TrophAmine 3% and dextrose 25%. PN,
parenteral nutrition.

TrophAmine 4% and dextrose 25%. PN,
parenteral nutrition.

TrophAmine (BBraun Medical, Inc, Bethlehem, PA) as the amino acid. pH adjusted with Glacial Acetic Acid USP
pH: 5.5 (5.0–6.0)

圖一 不同濃度胺基酸(1.5%、2%、3%、4%)與葡萄糖(10%、20%)條件的鈣磷溶解度曲線圖

3

三、結論
針對上述兩個討論議題在A.S.P.E.N.

GRADE標準下得到較高等級的建議強度，

指引的GRADE的建議等級雖然都只有

但可為臨床上調配與使用靜脈營養輸液的

weak的等級，主要原因為針對上述兩議

提供建議資料，然而在臨床上仍需小心謹

題所納入評讀的文獻多以進行安全性評估

慎使用與注意相關風險的發生。

的體外試驗研究為主，雖然無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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