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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胺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 GABA)在保健品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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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γ-胺基丁酸 (γ-aminobutyric acid, GABA) 是非蛋白質類的氨基酸，對哺乳動物而言，為一種

存在於中樞神經系統 (central nervous system) 與周邊組織中的抑制性神經傳導物質，扮演抑

制大腦的神經傳導與鎮定作用的角色。GABA 被認為對人體健康有許多好處，包含降血壓、調

解血糖、幫助睡眠與舒緩神經以及調整免疫等功能，所以被視為機能性食品添加物。γ-胺基丁

酸生產工藝包含化學合成與微生物發酵轉換，其中以乳酸菌的轉換而成的 γ-胺基丁酸，兼具安

全與高產的特性。生合集團是一傢俱專業發酵制程與開發乳酸菌能力的企業，生產高純度的 γ-

胺基丁酸，具備耐酸堿、耐高溫、耐高壓與易溶水的特點，其配伍性高，可添加在各種食品、

飲品或保健品上，增加產品的價值，便於推廣。 

  

關鍵字：γ-胺基丁酸、食品應用、保健品。 

  

γ-胺基丁酸(gamma-amino butyric acid，GABA) 在 1950 年，在哺乳動物的中樞神經系統中

被發現，並陸續發現廣泛存在於動物、蔬菜、水果與微生物中，是一種四碳非蛋白質類的氨基

酸，為抑制性神經傳導物質，在大腦中樞神經系統中起鎮定興奮的作用, 是對人體具有重要的

生理活性。其化學名稱為 4-胺基丁酸，英文名：γ-aminobutyric acid (GABA)，結構式：

NH2-CH2-CH2-COOH；分子式：C4H9NO2；分子量：103.1，結構圖如下： 

   

研究指出，高純度的 γ-胺基丁酸為白色結晶或結晶性粉末，吸濕性強，極易溶于水，微溶於熱

乙醇，不溶于冷乙醇、乙醚和苯，且為一個兩性離子，當在生理 pH4.03-10.56 的情況下，既

帶正電又帶負電荷；熔點為 202 ℃-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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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胺基丁酸的生理作用 

γ-胺基丁酸在神經系統中扮演了神經傳導的角色，經由神經系統的三種 γ-胺基丁酸專屬受體

-γ-胺基丁酸受體 A、受體 B 與受體 C 來調節內分泌或神經緩衝等各種生理作用，而具有以下

功能性： 

  

1.降低血壓： 

γ-胺基丁酸在幾個動物與人體試驗報告中被證實，具有降低血壓的功能。例如，γ-胺基丁酸喂

予自發性高血壓與正常的大鼠，因調節了自發性高血壓大鼠的腸系膜血管床(mesenteric 

arterial bed)其中的交感神經 γ-胺基丁酸受體 B，抑制去甲腎上腺素的釋放，而降低了血壓，

但正常的大鼠不受影響。此外，日本研究也發現高血壓病患使用含有 γ-胺基丁酸的食品或礦物

質，可降低血壓。因此，γ-胺基丁酸可經由調節體內的中樞與周邊神經系統中神經遞質具有調

整血壓的功能，被當作功能性食品添加物。 

  

2.穩定血糖： 

人體胰臟胰島的 γ-胺基丁酸，被發現與大腦的非常相似。胰島(Langerhans)中的胰臟細胞

(Pancreatic islets)是穩定體內血糖的內分泌微器官(micro-organs)，胰島包含了三種主要內分

泌細胞，分別為產生胰島素的 β-細胞、升糖素的 α-細胞與生長抑素的 δ 細胞，而胰島細胞經

由 γ-胺基丁酸與 γ-胺基丁酸受體 A 傳遞訊息在人體與齧齒類動物已被證實。在糖尿病患也發

現產生 γ-胺基丁酸的細胞數量與濃度都有降低的現象，食用 γ-胺基丁酸可以減緩非肥胖引起

的糖尿病小鼠的高血糖症狀，推論出 γ-胺基丁酸具有穩定血糖的能力。 

  

3.舒緩壓力： 

γ-胺基丁酸被認為會影響大腦蛋白質合成，在緊張的情況下，攝食 γ-胺基丁酸可增加自主神經

與副交感神經系統的活性，因此可幫助放鬆。從腦電圖(electroencephalograph)裡發現，處

於精神壓力大的工作時，攝取 γ-胺基丁酸在 30 分鐘後可以降低腦波中的 β 波。β 波是一種處

於思考頻率高、忙碌或急躁時，大腦所產生的腦波。另外的研究也指出，食用添加了 γ-胺基丁

酸的巧克力，從緊張的生理反應恢復正常狀態的時間縮短，或是飲用含有 γ-胺基丁酸的飲料，

也可以明顯有較低的皮質醇。以上都顯示出攝取 γ-胺基丁酸對心理壓力的舒緩是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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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加記憶力或學習能力 

隨著年齡增長，腦中的氧氣會減少，容易引起失憶。γ-胺基丁酸改善大腦功能的功能症狀包括

增加氧氣供應到大腦、啟動腦細胞和腦代謝亢進。此外，對頭痛、中風後遺症及腦動脈硬化、

耳鳴、記憶障礙亦有改善作用，另外，可預防和改善老年癡呆症的效果。 

  

5. 抑制免疫力下降 

壓力會使免疫力下降，使體內免疫球蛋白 IgG 的濃度也會降低。日本研究指出，以正常情況下

的小鼠為對照組，而施予壓力環境下，只喝水的小鼠 IgG 的濃度降低到只剩 60%，而 γ-胺基

丁酸組則是維持有 80%。 

  

6.預防與解決肥胖： 

γ-胺基丁酸的攝取能促進腦垂體生長激素分泌，相對的改善脂質代謝，被認為有助於消耗脂肪、

消除肥胖。因此，γ-胺基丁酸被認為與代謝症候群（內臟脂肪症候群）具有極大的相關性。 

  

7.改善更年期症狀： 

γ-胺基丁酸在大腦系統中有抑制性神經衝動的作用，緩解壓力，安神興奮。抑制過度分泌神經

傳導物質，可達到放鬆的狀態；另外有研究顯示，γ-胺基丁酸對更年期失眠有舒緩的功效，已

觀察到的效果是長期的，對早老性和自主神經病變疼痛有改善效果。 

  

8.幫助睡眠 

γ-胺基丁酸因有放鬆情緒的能力，對於睡眠障礙的困擾也有些幫助。研究顯示睡前攝食 100mg 

GABA，進入睡眠的速度較快，在一小時中睡眠也維持較久的深層睡眠。 

  

9.改善腸躁症 

腸躁症是腸胃科常見的的症候群，主要的原因是腸躁症的患者腸道的收縮比正常狀況較強且久，

故食物較快通過腸道，造成產氣、腹脹和腹瀉；但也有可能狀況相反而造成便秘。研究發現，

除了在大腦中發現大量的 γ-胺基丁酸外，在腸神經叢中也發現 γ-胺基丁酸受體的存在。γ-胺

基丁酸的攝取，可以幫助腸道的平滑肌放鬆，進而改善腸躁症的症狀。 

  

γ-胺基丁酸的生產與技術發展 

γ-胺基丁酸的生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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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胺基丁酸可分為化學合成、生物體內提取與微生物發酵提取等三種工藝生產; 

化學合成過程中，常使用鄰苯二甲醯亞氨鉀、γ- 氯丁氰或吡咯烷酮經過化學反應而成。雖然

化學法反應速度快、得率高，但去除產品中的有毒成分，在技術上比較複雜，成本較高，安全

性差。生物體內提取材料大部分為糙米、發芽種子等植物，由 L-谷氨酸（L-Glutamic acid）

在 L-谷氨酸脫羧酶（Glutamic acid decarboxylase，GAD）催化下產生 γ-胺基丁酸。微生物

發酵提取則是利用乳酸菌或酵母、麴菌等公認安全的菌株，利用菌體本身的酵素系統，將 L- 谷

氨酸轉換成 γ-胺基丁酸，可產高量 γ-胺基丁酸的菌株大多為乳酸菌類。 

日本為功能食品的概念與推廣，早于其他先進國家，基於上述因素，在 2001 年首度通過乳酸

菌來源的 γ-胺基丁酸作為功能性食品添加物，而臺灣也於 2005 年，認定乳酸菌來源的 γ-胺

基丁酸為食品。基於安全考慮，用於食品添加或保健品上，大多選擇乳酸菌發酵的 γ-胺基丁酸。 

根據國內外對乳酸菌生產 γ-胺基丁酸的能力研究指出，乳酸菌株間生產能力差異甚大，例如，

乾酪來源的乳酸球菌僅可生產低量(0.03g/L)的 γ-胺基丁酸，目前研究顯示最高產能的短乳桿

菌可達 103.72 g/L。生合生物科技集團經過多年努力，著力于開發高產量的乳酸菌種，產量上

有明顯的突破，利用高產能(124g/L)的乳酸菌生產 γ-胺基丁酸，名為生合 GABA，可作為食品

添加與保健品之應用。 

  

生合 GABA 特點： 

1. γ-胺基丁酸高產乳酸菌株的篩選： 

篩選來自各類醃漬蔬菜中的乳酸菌，評估各菌株轉換成 γ-胺基丁酸的能力。試驗中，檢測每株

乳酸菌谷氨酸脫羧酶 Glutamic acid decarboxylase，GAD）活性力價，篩選出酵素活性高的

乳酸菌，再進一步測試實際產出的 γ-胺基丁酸濃度。 

 

生合菌種研究所篩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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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製備過程安全無虞，成品純度高 

由乳酸菌轉換而成的生合 GABA，其生產過程不使用非安全物質，天然安全。成品純度大於

20%，食品中添加僅需要少量，則能達到使用建議量;外觀呈淡黃色粉末狀，且易溶于水，與

食物型態配伍性佳，可以廣泛用於各種食品體系中。 

  

 

3.加工性與貯存性高： 

以食品添加物而言，生合 GABA 的穩定度相對非常好。有研究指出，γ-胺基丁酸在食品生產的

熱殺菌穩定性與 pH 的改變上，分別有 10-30%的損耗，呈現不穩定的狀態。生合 GABA 分別

在類比幾種常見加工情況下活性測定，例如高溫烹調或烘焙下(100-121℃)或高溫高壓(121℃, 

1.2Kg/m2 壓力維持 20 分鐘)等糕餅製作環境下，甚至模擬添加於飲料中高壓滅菌的情況(與

12%果糖、0.25%檸檬酸複合)下，活性都沒有衰退的情形。因此，當作為食品功能性添加劑或

保健品時，並不需要擔心生合 GABA 在加工或貯存過程中，會導致有效成分的損耗。 

  

4.穩定度佳： 

在市售 γ-胺基丁酸報告顯示，其胺基（ -NH2 ）和羧基（ -COOH ）較活潑，易與酸、鹼

性物質反應，使其生物功能喪失或降低，而需要包埋技術保護，避免活性不穩定。生合 GABA

經過胃酸(pH=2.0, 37℃,80 rpm,3 小時)與膽鹽(0.3%膽鹽, 37 度隔夜)的試管試驗確認，模擬攝

食後進入腸胃道，含量不受環境酸堿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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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胺基丁酸的開發應用 

根據中國於 2011 年底公佈《食品工業“十二五”發展規劃》，提升食品安全和營養水準成為

首要的發展目標，也是各個食品業者所關注的重點。相對地，食品中的保健功能已受到消費者

重視，成為中國的消費特點之一，形成食品業者對於功能性食品的創新與應用的要求也愈強。

γ-胺基丁酸是近年來興起的一種保健型胺基酸，較其他同型質的素材，更是具有穩定性與加工

性的保健素材。 

  

作為功能性食品添加或保健品 

「健康」為全球最重要的食品消費趨勢，保健食品產業已成為各國重要且極具發展潛力的產業，

用以作為功能性食品添加的素材，必須含有維持健康或對人體的生理機能有正面的功效，而日

本為全球對功能性食品深入研究應用的國家之一，成為保健品趨勢的指標國家。日本在 2000

年開始應用 γ-胺基丁酸於不同的食品添加或保健品上，造就心情療愈或減緩壓力等機能性食品

的無限商機。例如，含 γ-胺基丁酸的巧克力餅乾，每年創下 40 億日幣的銷售額；販賣保健食

品的美妝品牌 DHC，以 γ-胺基丁酸添加的 GABA 產品為年銷售冠軍; 養樂多公司自 2004 年

推出含有 20mg γ-胺基丁酸的優酪乳飲料，維持四周的飲用，可明顯降低高血壓患者的血壓，

獲得日本特定保健用食品認證(FOSHU)，推出銷售即突破每日銷售目標數量 50 萬瓶，成績逼

近百萬瓶。日本六大企業也都看中 γ-胺基丁酸商機，日本可口可樂具有放鬆和抗緊張效果的

GABA 功能性飲料，其他明治、固力果(glico)、資生堂、Fancl、Yamazaki 等品牌，也相繼推

出 γ-胺基丁酸相關療愈性商品。 

  

飼料添加劑 

飼料工業為中國重要支柱產業之一，2011 年產飼料量為 1.56 億噸，產值高達 5,000 億人民幣，

比較五年前，年增 7.6%，相對在飼料添加劑的需求也會隨之增加。使用飼料添加劑的目的是

改善飼養成績或減少養殖成本。研究指出，飼糧中添加 γ-胺基丁酸，可刺激禽畜食欲而促進採

食量與日增重，或不浪費無須能量的損耗而改善料肉比，增加以及減緩應激所產生的損失，可

作為促進生長的飼料添加劑。 

  

結論 

消費者對食品最為關注的問題是”食品品質”與”食品保健”，故食品保健功能倍受重視，隨

著生活水準提高，越來越看重健康，對於食品的保健功能越來越關注，食品的保健需求日益上

升。γ-胺基丁酸因參與體內神經細胞傳導訊息等多種反應，為多元保健與功能性的新穎食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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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素材，作為營養食品添加有許多優點，被廣泛地使用在各種食品上。更重要的是，選擇安

全來源的 γ-胺基丁酸應用在保健食品或作為添加劑上，才能確保食品安全與保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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