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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血及輸液治療

張家昇
1

學習目標

1. 身體體液的分布受下列四個因素的影響，各有何生理涵義？

(1) 微血管的 Starling Law

(2) Osmolarity and Osmolality 的差異

(3) Oncotic Pressure

(4) 流態的穩定（Fluid Homeostasis） 

2. 輸液的種類有哪些？用途為何？

(1) 晶體液（Crystaloid）

(2) 膠體液（Colloid）

(3) 白蛋白（albumin）

(4) 靜脈高營養液

3. 各種輸液的優缺點與沿革

4. 替代液（replacement fluid）與 維持液（Maintenance fluid）的選擇， 

與需求的預估量計算，如何監控？

5. 血液的組成與功用

6. 血液輸注的成分，適應症，保留方法與輸血方法指引

(1) 紅血球輸注指引（RBC transfusion indication）

(2) 血漿輸注指引（Plasma transfusion indication）

(3) 血小板輸注指引（Platelet transfusion indication）

(4) 冷凍沉澱品（Cryoprecipitate）與其他血液成分（blood component）的

輸注指引

7. 大量輸血（massive blood transfusion）

8. 創傷病患的大量輸血

9. 手術病患的大量輸血

10. 輸血反應、副作用與併發症

(1) TRALI

(2) Coagulopathy and DIC

11. 輸血的監控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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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一般急重症

一名 54 歲男子，身高約 165 公分，

體重約 70 公斤，因發生車禍，被送至

急診。此時昏迷指數為 E4V4M6，瞳孔

4.0/4.0，光反射正常，生命跡象此時為：

血壓 150/85 mmHg，心跳 115 ∕分鐘，

呼吸 18 ∕分鐘，體溫攝氏 36℃，過去病

史 : 不規控制的高血壓、糖尿病、並懷疑

有冠心病。檢查發現右股骨骨盆與脛腓骨

骨折，肚子瀰漫壓痛微鼓脹，胸部擦挫傷。

影像學檢查疑腹內雨後腹腔出血與腸道破

孔，除腦水腫外無明顯顱內出血。血液學

檢查：Hb: 8 mg/dl，Hct: 27%，PLT: 174 

K/uL，Na 143 mmol/L，K 3.7 mmol/L，

BUN 16 mg/dL，Cr 0.8 mg/dL，GOT 780 

U/L。電腦斷層室回來，反應變遲鈍，量測

的生命跡象此時為：血壓 90/55 mmHg，

心跳 135 ∕分鐘，呼吸 28 ∕分鐘。予以

緊急氣管插管後開始輸液生理食鹽水 3 

Liters 治療並急送手術室剖腹探查。

因備血作業來不及，緊急輸血用 O

型 RhD 陽性的血液，在手術室一共給于

生理食鹽水 10L， 膠體液 HES 1 Liters，

Gelofusine 1 Liters， PRBC 24U，FFP 

24U，PLT 12U，PPH 1U， Cryoprecipitate 

12U，全血 4U。生命跡象維持為：動脈內血

壓 80-130/45~85mm Hg，心跳 115-135 ∕

分鐘，呼吸 12/ 分鐘，體溫攝氏 35~36 度，

CVP 6~10 mmHg，stroke volume variation 

(SVV)：7~18，Cardiac index (CI) 2.0~4.3，

尿量 0.5~1 ml/min，動脈血追蹤：pH 7.3，

PaO2 180 mmHg，PaCO2 35 mmHg，

FiO2 50%，PEEP 5 cmH2O，血乳酸 3 

mmol/L。

術後送加護病房，鎮靜呼吸器使用，

病患臉色潮紅、前胸有蕁麻疹反應。考慮

從鼻腸管給予葡萄糖水 10 毫升∕分鐘，

並持續輸液輸血治療，術後第一天生命跡

象為 : 血壓 100~160/75~85 mmHg，心跳

120-130 ∕分鐘，呼吸 12 ∕分鐘，體溫攝

氏 38℃，血液學檢查：Hb 11 mg/dL, Hct 

34%, PLT 87 K/uL，Na 145 mmol/L，K 4.7 

mmol/L，BUN 24 mg/dL，Cr 1.2 mg/dL，

GOT 1780 U/L，乳酸 2 mmol/L，PT 之

INR 1.2。動脈血追蹤：pH 7.32，PaO2 70 

mmHg，PaCO2 35 mmHg，FiO2 60%，

PEEP 10 cmH2O，CXR 顯示�側肺水腫，

CVP 5 mmHg，心臟超音波檢查心臟正常。

一、身體體液的分布受下列四
個因素的影響，各有何生
理涵義？

n 微血管的 Starling Law

n Osmolarity and Osmolality 的差異

n Oncotic Pressure 

n 流態的穩定（Fluid Homeostasis）

（一）微血管的 Starling Law

1. 體液在身體的分布約 2/3 在細胞內

液，1/3 在細胞外液；細胞外液有

3/4 在組織間，1/4 在血漿。

2. 體液在血漿與組織間的分佈，受到

微血管與組織間隔室的靜水壓和滲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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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壓的影響，此影響分佈的關係稱

為 Starling’s law。

（二）Osmolarity and Osmolality
的差異

在臨床上，有兩種類型的流體被用於

靜脈點滴：“ 晶體液 ”（crystalloid）、及

膠體。「晶體液」是礦物鹽水溶液、或其

靜脈與動脈具促進液體流動的靜壓力值（fluid movement）公式： 
液體分佈流動 fluid movement = K [(Pc-Pi)] - (πc-πi)] 
k ：常數（capillary filtration coefficient）
P：微血管的靜水壓（capillary hydrostatic pressure）：液體由微血管流入組織間液 
Pi：組織間液的靜水壓（interstitial hydrostatic pressure）：液體由組織間液流回微血管 

π：微血管的滲透壓（capillary colloid osmotic pressure）：液體由組織間液流回微血管 

πi：組織間液的滲透壓（interstitial colloid osmotic pressure）：液體由微血管流入組織間液→

此項有時會忽略不記，因為值太小

他水溶性分子。而「膠體」包含較大的非

溶性分子，比如明膠。

1. Osmolarity 為體積莫耳滲透濃度：

(1) 用於測定溶液中物質的總分子數目。

(2) 無論是以溶解、電解或水解等不同

方式所解離之分子，其每一分子都

視為一個單位，此物理性質的改變

視溶液中溶質所解離後粒子的莫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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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度，如粒子數目、粒子電荷數等

而定，而非粒子大小、粒子形狀、

粒子重量等之差異而改變。

(3) 因此不是直接測其滲透度，略微

不同於血漿滲透壓。

2. Osmolality 為重量莫耳滲透濃度：

(1) 用於評估電解質與水份間的平衡

狀態。

(2) 有助於辨別病人發生體液過多或

脫水現象。

l Osmolality = (2)(Na) + Glucose/18 + 

BUN/2.8

 膠體滲透壓值大約 “ 每公斤水 290

毫滲透摩爾（mosm/kgH2O）” 濃度。

（三）膠體滲透壓（Oncotic pressure、
colloid osmotic pressure、膠體膨

脹壓、血漿膠體滲透壓）

(1) 是經由蛋白質所施加之滲透壓的

一種形態、特別是白蛋白。

(2) 在血管中的血漿（血∕液體）通

常趨向於將水 ( 組織液 ) 拉入循

環系統，此即膠體滲透壓的力學

運作機制。

(3) 膠體滲透壓也是相反於毛細血管濾

過壓（capillary filtration pressure）

和間質膠體滲透壓（Intersti t ial  

Colloidal Osmotic Pressure）的一種

力量。

滲透壓（osmotic pressure），滲透度

（osmolality）：滲透壓與滲透度的意義是

不一樣的，滲透壓是壓力，單位是 mmHg，

滲透度是濃度，單位是 mOsm。

（四）流態的穩定（Fluid Homeos-
tasis）影響因素為何？

1. 血液流動可受到兩個因素影響：(1)

血管兩端的壓力差。(2) 血管阻力。

2. 唯有血管兩端有壓力差才能造成血

液的流動。在循環系統中的任何一

段血管中，均存在著血壓差、血流

與阻力之間的相關性。

3. 期間的相關性可用歐姆定律（Ohm’s 

law）來表達。

l P = Q x R

l Q 表血流速度，ΔP = ( P1 –P2 ) 為

血管兩端壓力差，R 表阻力。

4. 血流在血管中流動的情形依管徑大

小、長短及流速快慢的不同，更可

造成兩種不同的流動方式：(1) 層流

（Laminar flow）：(2) 亂流（Tubulent 

flow）。

5. 亂流血液會沿著管壁及血管中交錯

流動，形成漩渦。當有漩渦形成，

因血液間的摩擦力加大了，故血液

的阻力便較層流增加甚多。

6. 血流阻力與血管直徑及血液黏滯度

之間的關係可以下面的公式表示： 

l R = 8ηL /πr4

l R：血流阻力；η：血液黏滯度；

L：血管長度；r：血管半徑

7. 血流阻力與血管半徑四次方成反比，

故體內血管直徑增加，則阻力成四

次方倍的減少。但血流與阻力成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