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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微波炉加热，
会影响食物的营养吗？

“

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
微波炉就已经走进寻常百姓家，
使用微波炉烹调
或再加热食物方便、快捷，也成为日常饮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工具。
但是，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有不少人担心，使用微波炉烹制加热食
物，
微波会不会泄漏，
食物中的营养成分会不会受到影响？

微波炉使用中没有被损坏
便不会造成微波泄漏
微波是一种类似于无线电波和红外线的电磁辐射，微波炉
是利用微波来实现高效的蒸煮、
解冻和加热食物。
就微波炉产品本身而言，防止微波泄漏技术和产品自身的
生产工艺均能将微波泄漏限制在 10 瓦/平方米以下，对于合格
的微波炉产品，
使用中没有被损坏便不会造成微波泄漏。
2013 年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在其主办的“微波炉烹饪对
食物安全与营养的影响”研究成果发布会上发布的结果表明：
在合理的烹饪前提下，只要控制好温度与加热时长，食物的分
子结构变化是无害的。
针对微波烹饪可能会增加食物中的致癌物或发生不良诱
变的言论，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该观点。在微波的生物效应
研究中，至今没有任何研究结果和证据表明，微波可以诱发动
物和植物的基因突变。

的专家，比较使用微波与使用明火烹饪食物后的营养成分，包
括维生素、脂肪、蛋白质、矿物质等。结果表明，微波炉烹饪并
不会比传统烹饪使营养成分损失更快、
更严重。
同时，在对加热时间比较敏感的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
分保护方面，
微波炉加热的效果明显强于明火加热。
有研究证明，蔬菜、水果等食物在用微波烹调时，因为加热
时间短，达到同样中心温度时，其维生素 C、类黄酮和叶绿素的
损失较小。
水溶性维生素，如维生素 C、维生素 B 等的流失与烹调方式
中加水量有关，微波烹调因无需加水或只加少量水，可以较好
地保留食物中水溶性维生素。
部分鱼类、肉类、蛋黄等含有 n-3 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以
及酸奶等含有活菌的食品会受到微波影响，营养成分被破坏，
不建议在微波炉中加热。

蔬菜、水果等食物在用微波烹调时
营养损失较小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联合国家级食品专业检测机构

”

通过任何形式的烹饪加工方法，包括加热
和冷却，都会使食物发生物理性质、化学组成
和营养特征上的变化。因此，要合理科学选用食
物的烹调方式，在满足色香味的同时摄取食物中较
多的营养。

切勿用微波炉对有硬质外壳或有膜的食物
进行烹调
建议大家使用微波炉前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科学合理使
用微波炉，
合理选择加热时间、
微波火力，
不应太长、
过强。
烹饪过程中旋转和搅拌食物使热量分布均匀，避免过度烹
饪蔬菜以减少营养素损失。
切勿对有硬质外壳或有膜的食物直接进行烹调，如带
壳 的 整 个 鸡 蛋 、鹌 鹑 蛋 、脆 皮 肠 等 。 加 热 时 去 掉 外 壳 或 在
膜 上 割 几 刀 或 戳 几 个 洞 ，让 蒸 气 散 发 ，以 防 止 发 生 爆 裂 甚
至爆炸。
微波加热本身不具有灭菌作用，建议不用微波加热隔夜或
者存放时间相对较长的食物，
以免发生食源性疾病。
文/马冠生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系教授）
郭雯硕士生

经常有网友问：
“我在外面工作，经常没有足够的蔬菜供
应，
营养不够怎么办？不吃菜总觉得有各种不舒服！有什么食物
能够替代新鲜蔬菜的营养吗？吃复合维生素丸能替代吃蔬菜吗？
”
的确，
很多人因为工作需要，
或者是支教、
扶贫等原因，
去荒山
野岭或荒原沙漠、
去国外、
去边疆、
去贫困地区，
这些地方往往是没
有足够新鲜蔬菜供应的。就算有蔬菜，
也多半是萝卜白菜土豆之
类，
特别是缺乏深绿色的叶菜。
如果是十天半月，还好说。先克服一下，回来之后再补就行
了。但是，
如果是几个月，
甚至一两年，
缺乏蔬菜的状况就难免对
身体健康造成影响了。
我们都知道，
充足的蔬菜对供应维生素C、
叶酸、
维生素B2、
维
生素K、
钾、
钙、
镁、
膳食纤维和多种抗氧化物质都是非常重要的。
理想情况，
应当是餐餐有蔬菜，
每天吃进去300克至500克蔬菜，
而且这个重量还不包括扔到垃圾桶里的部分，
是直接入口的部分。
在实在吃不够的情况下，
可以采取以下七个补救措施。虽
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但至少可以减少一些对营养平衡的损
害，
让身体得到的营养保健成分更全面一些。

出门在外
蔬菜水果吃不够怎么办？
暂时补充复合维生素

增加日常蔬菜的数量

如果维生素补充品的剂量不太大，接近
膳食合理摄入的正常量的话，服用补充剂是
无害的。所有对补充剂的担心，都是在数量
较大的情况下。有些产品的维生素含量是
日常推荐值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不太适合
长期服用。
必须认识到的是，虽然这些营养素补充
品可以预防维生素缺乏，但却不能替代蔬菜
的全部健康作用，比如供应钾钙镁元素的作
用，供应膳食纤维的作用，供应抗氧化物质
和其他植物化学物的作用等。

在一些偏远地区，
虽然没有新鲜绿叶菜，
但还
能有些白菜、
萝卜、
洋葱、
胡萝卜之类的耐储蔬菜。
虽然白菜的营养成分不如绿叶菜，但它
也仍然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C、
膳食纤维和矿
物质。
只要加大食量，
多吃一些白菜，
就能得到
更多的营养素，
部分弥补品种不足的损失。这
就是所谓的
“质量不足数量补”
。胡萝卜本身就
是个好东西，
经常吃一些，
至少可以预防维生素
A缺乏问题。

准备一些蔬菜干制品
可以买一些能在泡水后发起来的干制
蔬菜，携带到工作地区，或网上订购。如干
海菜（裙带菜、海带等）、干香菇、干蘑菇、干
木耳、笋干、万年青（干蔬菜），作为蔬菜不够
的弥补。
干品方便储藏和携带，泡发之后，用于
菜肴烹调也很方便。比如说，在做菜时放
点泡发的木耳和香菇，炖肉炖鸡时加点泡
好的笋和蘑菇，煮汤时加些泡发的裙带菜，
都挺好吃的。
虽然干制之后维生素少了些，至少还可
以补充大量矿物质和膳食纤维。钾钙镁等矿
物质在干燥之后仍能得到保存。特别是膳食
纤维绝大部分都能保留下来，对预防便秘很
有帮助。

用土豆、甘薯、山药等薯类替代
薯类是介于蔬菜和主食之间的一类食
物，
它既含有淀粉，
又含有维生素 C 和丰富的
钾，还有一些抗氧化物质，膳食纤维含量也
大大高于白米白面。
如果用薯类替代一部分白米饭白馒头，
就能在碳水化合物总量一样的前提下，得到
更多的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
钾和膳食纤维。
对于需要减肥的人来说，一定要注意，
吃薯类时不要放油盐，是把它放在电饭锅
里和大米一起蒸，吃薯类的同时相应减少
白米白面。
而对于需要增重的人来说，在日常吃主
食之外额外加一些土豆山药之类的薯类食
物，
比如把土豆炖到菜里吃，
倒是正好有利于
增加体重。

发豆芽、
豆苗来增加绿叶蔬菜
可以用黄豆、
黑豆、
豌豆等浸泡之后，
自己
发芽苗菜吃，
增加蔬菜品种。芽苗菜只要见光，
就能展开绿叶，
属于绿叶菜。常见芽苗菜还有
萝卜苗、
荞麦苗、
花生苗等。芽苗菜口感很好，
可以炒着吃。萝卜苗、
荞麦苗还可以直接凉拌
生吃。
即便只有小麦大麦种子，也可以发成麦
苗，
然后切下来，
用自己带来的打浆机打成汁
喝，
这就是上好的
“青汁”
了。
如果能带点小白菜、
油菜之类绿叶菜的种
子，
就更好了，
自己种菜就能得到新鲜蔬菜了。

网上订购罐头蔬菜
现在罐头蔬菜也不少，
如罐头番茄、
罐头青
豆、
罐头蘑菇、
罐头芦笋、
罐头酸黄瓜、
罐头玉米
笋、
罐头/袋装番茄酱等，
成箱订购的价格不高。
罐头虽然损失些维生素C，
但也不是零，
膳
食纤维和钾是没有损失的。其便于保存和运
输，
所以直接订购就可以。日常拿出来，
每餐吃
一点，
对供应营养还是有不小作用的。

带各种可以泡水的花果茶料
备好自己喜欢的茶叶、咖啡、干玫瑰、干
菊花、干玫瑰茄、干柠檬等，用热水泡成饮料
喝，虽然数量有限，多少可以增加点钾元素、
维生素 C、
有机酸和一些抗氧化物质的供应。
所谓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这些方法组
合使用，就可以克服蔬菜不足的困难，让饮
食生活变得丰富很多，
也健康不少。
文/范志红（中国营养学会理事）

在健康饮食越来越被
提倡的今天，人们更加注重
选择健康食物，多吃粗粮和
多摄入膳食纤维也成为养
生共识。不过，在饮食养生
之前，还是要先搞懂概念，
下面就让我们好好认识一
下膳食纤维。

关于膳食纤维，
你应该知道这些
膳食纤维曾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杂质
膳食纤维是指食物中不被人体胃肠消化酶所分解的、不
可消化成分的总和。过去对膳食纤维仅认为是植物细胞壁
成分（纤维素），但今天已不仅局限在这个概念，扩展到包括
许多改良的植物纤维素、胶浆、果胶、藻类多糖等。
在上世纪 60 年代，膳食纤维是一种完全被忽视的食物
成分，很多人认为是一种应该去掉的杂质，而不认为它有利
用价值。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科学家开
始对膳食纤维重视起来。在上世纪 70 年代科学家已发现，
不同的饮食习惯是发生许多慢性病的原因，而正是膳食纤维
对人体这些疾病起了重要作用。
从这时起，膳食纤维不再认为是废物，而是一种有用的
营养性食物成分，并且成为人们认为的六种营养素（蛋白质、
脂肪、碳水化合物、无机盐和微量元素、维生素、水营养素）之
后的又一营养素。这类营养素过去人们常常把它作为碳水
化合物的一种，但今天人们已开始把它单独作为一种营养素
来认识。

膳食纤维的功能主要有五个方面
膳食纤维按其溶解度分类可分为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
溶性膳食纤维。可溶性纤维包括：树胶、果胶、藻胶、豆胶
等。不溶性纤维包括：
纤维素、木质素等。
它们的具体功能包括以下 5 方面。
1.增加排泄物的体积，
缩短食物在肠内的通过时间。
如果食物在肠内通过时间太长，则肠道微生物代谢产生
的有害物质及分解的酵素长时间与肠黏膜接触，会造成有害
物质的吸收和黏膜细胞受到伤害。一些便秘者由于粪便在
体内停留时间过长，各种毒素的吸收是肠道肿瘤发生的最主
要原因。因此，缩短食物及其残渣在肠内通过时间有预防肠
癌的作用。
2.可辅助降低血胆固醇水平，
减少动脉粥样硬化。
可溶性膳食纤维在小肠形成黏性溶液或带有功能基团
黏膜层，黏膜层厚度和完整性是营养物质在小肠吸吮速度的
一层限制性屏障。膳食纤维可以和胆酸结合，生成胆红素随
粪便排出。摄入膳食纤维少者，胆汁酸在粪便中排出少，血
浆胆固醇升高，
增加了动脉硬化和心脏病的危险。
3.辅助减少胆石症的发生。
胆石形成原因是胆固醇合成过多和胆汁酸合成过少，增
加膳食中的纤维素含量，可使胆汁中胆固醇含量降低，辅助
减少胆石病发生。
4.辅助减少憩室病的发生。
因为结肠内容物少后，肠腔狭窄，易形成闭合段，从而增
加肠内的压力。同时，硬和黏，需要更大的压力来排便，易得
憩室病。膳食纤维能增加粪便体积，能吸水，降低了粪便硬
度和黏度，
辅助减少了憩室病的发生。
5.辅助改善血糖。
由于膳食纤维可以增加胃肠通过时间，且吸水后体积增
加并有一定黏度，
延缓了葡萄糖的吸收，
有助于改善糖耐量。

值得注意的是，谷类（特别是一些粗粮）、豆类及一些蔬
菜、薯类、水果等是膳食纤维的良好来源，但是有人服用较多
的膳食纤维有腹胀等不适。
一般认为一日膳食纤维总摄入量可达 40g-50g，但过多
的膳食纤维将影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吸收，因此建议每日
总摄入在 20g-30g 为宜。每日从饮食中大约摄入 8g-10g
膳食纤维（在摄入一斤菜、半斤水果的情况下），这样需补充
的膳食纤维约为 10g-20g。
在这个摄入量下，不会影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吸收。
另外，有些疾病患者不宜多食膳食纤维，如各种急性慢性肠
炎、伤寒、痢疾、结肠憩室炎、肠道肿瘤、消化道小量出血、肠
道手术前后、肠道食道管腔狭窄、某些食道静脉曲张等。

生活中有关膳食纤维的几个常见疑问
热点一：
大麦与米的食物纤维比较
大麦含有的食物纤维约为精白米的 10 倍，但二者纤维
的性质则大致相同。
现在人们食物纤维的摄取量骤减的主要原因是谷类摄
取不足。精米所含食物纤维的量较少，若仅从米饭中获取足
够的食物纤维的话，必须吃大量的米饭。相比之下，大麦不
但食物纤维含量多，还有辅助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作用，因
此，
有时要吃精米混合大麦的麦饭。
热点二：
米荞是什么
荞麦有 4 个栽培种，即甜荞、苦荞、翅荞和米荞，其中米
荞是荞麦中的精品，
属蓼科荞麦，
米荞种。
西盟米荞生长在海拔 1500 米至 2000 米，是真正的绿色
无公害食物。米荞中芦丁的含量高达 4.07g/100g，是其他荞
类的 4 倍。
芦丁的主要功效是：抗炎、抗氧化、抗肿瘤、抗血小板
凝集，具有辅助降低血糖、调血脂、益气提神、加强胰岛素
分泌的作用，对糖尿病、糖尿病肾病、心脑血管疾病具有保
护作用。
米荞作为粗粮的一种，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降低食
物在肠内的吸收效率，起到辅助降低葡萄糖的吸收速度，使
餐后血糖不会急剧上升的作用，
有利于糖尿病病情的改善。
另外米荞籽粒蛋白质含量高达 11.32%，米荞蛋白中的
亮氨酸、颉氨酸，是人体必需氨基酸，可促进身体正常生长，
修复组织，控制血糖，具有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作用。长期
食用西盟米荞，能提高细胞、组织对胰岛素的感受性，从而辅
助调节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并有效辅助预防糖尿病并发
症的发生。所以西盟米荞被誉为“天然的植物胰岛素”
“杂粮
之王”
。
文/301 医院营养科 本版供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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