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整睡姿能改善睡眠质量吗？

“睡姿对睡眠质量影响不大。与睡眠质量密切

相关的是睡眠环境，比如安静、温度适宜、光线适宜

等条件。”李韵表示，即使采取最舒服的睡姿，如果

环境嘈杂、温度高也睡不好觉。

李韵表示：“睡眠障碍可以概括为睡不着、睡不

好、睡不醒 3大类，根据国际睡眠障碍分类，一共有

100 多种疾病。睡眠障碍发病率较高，慢性失眠和

睡眠呼吸障碍（鼾症）为最常见的睡眠障碍，在普通

人群中，10%—15%的人罹患慢性失眠，10%—30%

罹患睡眠呼吸障碍。随着肥胖症、压力大等因素累

积，睡眠障碍的发病率逐年上升。”

专家表示，睡眠好坏与众多躯体慢性疾病和精

神科疾病相关。“例如，慢性失眠和睡眠呼吸障碍

（鼾症）患者的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患病风险是正常

人群的 2—4 倍，且增加死亡风险。有效的治疗失

眠和睡眠呼吸障碍，均可改善和预防患者心血管代

谢疾病。”李韵表示。

对于普通人来说，如不去寻医问诊，有哪些方

案可以改善睡眠？李韵表示，可以通过睡眠卫生教

育和放松方法来改善睡眠。比如，规律作息，不提

前上床等睡觉，不赖床意图“补觉”；适当运动，但避

免在睡前两小时进行剧烈的体育运动；营造温度适

宜、避光、隔音等良好的睡眠环境。

想睡个好觉 睡姿并非决定因素

想必在日常生活中你一定听过这样的说法——

因为心脏在左侧，所以一定不能朝左侧睡，不然会

压迫心脏。关于各种睡姿的优劣，不同人也有不同

看法，有人认为右侧卧位好，也有人认为仰卧位好，

还有人给趴着睡投支持票。

朝左侧睡对心脏的影响
还不如跑步大
“朝左侧睡会压迫心脏的说法，是没有科学依

据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特需医疗

科副主任医师杨红霞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采取不同的姿势，我们身体的血液会重新分

配。比如站着的时候，由于重力作用一大部分血液

集中在下肢，卧位的时候，储存在下肢的血液回流至

心脏，这时候回心血量会增多，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如果朝左侧睡，心脏处在更低处，回心血量会更多。”

杨红霞解释，这对心力衰竭患者来说，心脏的负担会

更重，会出现憋气等不舒服的感觉。多数心力衰竭

患者的心脏功能处于终末期，心脏收缩和舒张功能

不好，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可能就对心脏有影响。

“但对心脏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左侧卧位对心

脏的影响小到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杨红霞表示，我

们跑步或上楼梯时，给心脏增加的负荷远远大于朝

左侧睡对心脏的影响。而且，睡觉时，人并不是保

持一个姿势不变，会在不同的姿势之间切换。

鼻炎、怀孕等特殊情况建
议侧卧

平躺被认为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姿势。采取这

个睡姿时，背部和脖子的肌肉处于放松状态，对脊

柱没有什么压力，有利于入睡。汕头大学医学院睡

眠医学中心主任李韵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但一些特

殊人群更适合侧卧姿势。“如果打鼾比较严重，或有

支气管炎、鼻炎等呼吸道疾病，为了减轻症状，一般

建议采用侧卧位。”

对此，杨红霞也作出解释：“打鼾的人睡觉时采

用侧卧位，这是对的。空气是通过鼻子、咽部、喉

部、气管进入到肺部，如果咽部和鼻部因鼻炎、鼻甲

肥大等导致气道狭窄，空气进入这些狭窄的部位就

容易出现打鼾现象。此外，咽部的气道就在舌根

处，睡觉时舌头肌肉处于松弛状态，如果采取仰卧

位，松弛的肌肉在重力作用下就会往后坠，进而导

致咽部变窄，更容易打呼噜。所以，采取侧卧位能

缓解此症状。”

专家表示，对于颈、背部有疾病的患者，侧卧一

定程度上延展了脊柱，可缓解背疼。“通过左侧卧睡

加上垫高上半身，胃食管返流患者可以让食管高于

胃部，胃酸不易返流。”李韵称。

另外，医生一般建议孕妇朝左侧睡。专家表

示，这种睡姿可使右旋子宫转向直位，从而减少由

此引起的胎位和分娩异常风险，还能避免子宫对

下腔静脉的压迫，增加孕妇的心血排出量，减少浮

肿，改善子宫和胎盘的血液灌注量。

左侧睡压迫心脏？

心脏没那么脆弱，它并不在乎你朝哪边睡

“吃货”知识点

延伸阅读

加湿器加上负离子三个字，一下子就变得

“高大上”。不过负离子是什么，对我们有什么

用，可能很多购买了负离子加湿器的消费者也搞

不清楚。

“负离子，简单地说是指带负电荷的氧离

子。空气分子被电离所产生的自由电子大部分

被氧气所获得，因此空气负离子统称为负氧离

子。”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张晓昊博士

介绍，“自然界中，宇宙射线、瀑布冲击、电闪雷

鸣、暴雨、绿色植物光合作用等都会在空气中产

生负离子。”

负离子具有极佳的净化除尘、减少二手烟危

害、预防呼吸道疾病等效果，在医学界享有“空气

维他命”等美称。张晓昊表示：“随着空气污染加

重以及现代人各种无规律的生活习惯，补充负离

子有利于促进身体健康，延缓衰老。”

虽然自然界会产生负离子，但在城市中，负

离子的含量非常少，典型数量为 80 个/立方厘米

—160个/立方厘米，室内则更少。而世界卫生组

织规定，浓度达到 4000个/立方厘米的环境，才具

备养生保健功效。

“目前市场上的负离子加湿器基本都是在加

湿器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能产生负离子的模

块，在正负电极之间施加高压，导致空气被击穿，

形成负离子。”张晓昊介绍，但负离子加湿器产生

的负离子很容易聚集成团，有很高的比例会形成

大粒径负离子，这种大粒径的负离子移动不到 30

厘米就会消失，只有在加湿器出风口方向附近，

负离子浓度才相对较高。因此使用负离子加湿

器的时候，可以和风扇一同使用，增加负氧离子

覆盖的范围。

张晓昊提醒：“尽量选能产生小粒径负离子

的产品，小粒径负离子移动距离可大于 100 厘

米，而且由于细胞膜孔直径仅有 0.4—1 纳米，因

此只有小粒径负离子才能穿透人体屏障，真正

发挥作用。”

负离子加湿器：小粒径才能穿透人体屏障

提起螨虫，大家都不陌生，但是螨虫到底是

什么虫，恐怕很多人都说不清。市面上除螨机种

类不少，但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经常除螨吗？目

前比较火的紫外线除螨仪能清除螨虫吗？

“螨虫通俗地讲就是‘迷你蜘蛛’，大多只有

0.1—1 毫米。”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皮

肤科副主任医师吴玲玲介绍，虽然我们肉眼很难

看到，但螨虫却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自然

界已知的螨虫就有 5 万多种，大多数螨虫与我们

的健康密切相关。

“有部分螨虫寄生在人体和动植物中，会使人

患上各种皮肤病。如疥螨会使人患上疥疮，奇痒难

忍，传染性很强；蠕螨会引起‘酒渣鼻’。”吴玲玲介

绍，最为常见的还是尘螨，会引起过敏性皮炎、哮喘

病、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等疾病。尘螨滋生在地

毯、沙发、毛绒玩具、被褥、坐垫、床垫和枕芯等处。

“当人体出现各种过敏反应时，就要进行除

螨。”吴玲玲提醒。

大多数紫外线除螨仪使用的都是 UV-C 紫

外线灯，这种紫外线属于短波紫外线。“从原理上

讲，短波紫外线的照射会破坏螨虫细胞壁的整个

蛋白质结构，引起蛋白变性后达到杀灭螨虫的目

的。紫外线能照射到的地方，对于杀死尘螨有一

定的作用。”吴玲玲介绍，但是短波的穿透力有

限，只能杀死表面的尘螨，对隐匿在深处的尘螨

是起不到杀灭作用的。此外在除螨过程中，螨虫

还会躲起来，而后卷土重来。

“就算螨虫被杀灭了，它的尸体、分泌物和排

泄物还存在，这些也都是过敏原。因此使用紫外

线除螨的同时，最好配合一些简单‘粗暴’的除螨

方法。”吴玲玲介绍，有的除螨仪自带拍打、高温

功能，如果没有，可以用黏毛刷黏，或者暴晒、熨

烫、吸尘、干燥、拍打，这些都是对除螨非常有效

的办法。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除螨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通风，带好口罩，避免在除螨过程中

造成“二次污染”，引发过敏。

紫外线除螨仪：只能“照死”表层螨虫

“破壁机能打破细胞壁，破壁后食用，人体对

营养成分的吸收可提高数倍。”这是果蔬破壁机

宣传中最常见的话。破壁机真有让食物从“青

铜”变“王者”的神奇能力吗？

“破壁机其实就是加强版的搅拌机、粉碎机

或者榨汁机。”天津科技大学食品工程与生物技

术学院副教授王浩介绍，破壁机与其他料理机的

最大区别便是高转速，能把食物研磨得更细。

“植物细胞都由细胞壁包裹，活性成分存在

于细胞壁内。要想释放这些营养成分，就需要进

行破壁。”王浩说，“其实破壁并不是一件多么神

奇的事，大部分靠我们的牙齿就能轻而易举地初

步完成。就算食物逃过牙齿这一关，绝大多数也

难逃我们肠道里消化酶类的破坏。”

“不过经过破壁机处理后的食材，颗粒变小，与

肠道的各种消化酶接触的面积增多，确实可提高肠

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王浩说，对于胃肠功能不好

或消化能力较弱的人，使用破壁机处理后的食材可

以减轻胃肠负担、辅助消化。而对于普通人，这样

反而会使胃肠养成“惰性”，不利于健康。

很多人认为，使用破壁机能释放果皮、果

核、种子中更多营养成分，对此王浩表示，中国

营养学会推荐的果蔬的可食部位，大部分营养

成分都在其内。而且有些水果的果核并不宜食

用，如樱桃的果核中含有氢氰酸，食用后可能会

导致中毒。

王浩提醒消费者，不要过分迷信破壁机，只

要日常健康饮食就能满足身体的营养需求。

果蔬破壁机：它的功能牙齿就能做到

臭氧洗菜机因宣称可以去除果蔬上的细菌、

农药及重金属等，而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

睐。随着臭氧洗菜机的热卖，其功能也被逐渐

“神化”，“能深层去除果蔬内部的毒素”“去除肉

类中的催长激素、瘦肉精”……臭氧洗菜机真的

是果蔬的“解毒机”吗？

“臭氧洗菜利用的是臭氧的强氧化性，氧化

分解一些细菌与微生物等。”天津大学化工学院

教授张生介绍，臭氧洗菜机首先通过高压电离产

生臭氧，然后利用臭氧的强氧化能力，使臭氧与

农药、重金属离子、添加剂、病毒与细菌等有害物

质发生化学反应，使得它们形成不溶于水的物

质。再利用涡流喷淋式的水流和臭氧分解成为

氧气过程中气泡爆炸引起的震动，来清除蔬菜、

水果、鱼、禽、肉、海鲜等食物表面各种有害物质。

张生介绍：“家用臭氧洗菜机在正常使用过

程中，产生的臭氧浓度一般为百万分之 0.05 左

右，经过上面这一波‘神操作’，将蔬菜水果放在

臭氧洗菜机中清洗 10—20分钟，原理上可去除表

面的农药、细菌等。”

不过张生表示，“臭氧解毒”的方式只能解决

果蔬生鲜食品的表层问题，但如果食品内部含有

有害物质，则难以通过简单的臭氧洗菜机来解决。

此外，“高浓度臭氧的高氧化活性会损伤黏

膜，人长时间待在较高浓度的臭氧中会损伤呼吸

道、皮肤，刺激角膜，加速老化。”张生表示，但在

正确使用的情况下，家用臭氧洗菜机产生的臭氧

浓度还远远达不到伤害人体的程度。

臭氧洗菜机：不能给果蔬“深度解毒”

陈 曦

实习记者 代小佩

不要过分迷信不要过分迷信
这些这些““疫疫””外走红的小家电外走红的小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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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讯 （记者邰思聪）记者从北京市民政局获悉，近日，

全市养老机构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探视家属、新入住

老年人、返岗员工等七类人员，履行相关程序、做好防护后，可以

进入养老机构。

自 1 月 27 日全面实行封闭式管理以来，北京全市 682 家养

老服务机构、4.8万名老年人未发生一起新冠肺炎感染事件。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介绍，养老机构疫情防控进入

“常态化”阶段，养老机构出入管理将实行“七进”“八不进”。“七

进”，即探视家属、春节回家老年人、外出就医老年人、新入住老

年人、返岗员工、新入职员工，以及检查、维修、医护等必要的机

构运行保障服务人员等七类人员，经履行相关程序、做好防护，

可以进入养老机构。15天内接触入境回国人员、与已确诊或疑

似病例有接触等八类人员不得进入养老机构。

据了解，进入养老机构的外来人员，必须严格履行填报申报

承诺表、全程佩戴医用外科口罩、落实手消毒、出示北京健康宝

（绿码）等手续。老年人家属可拨打老年人所在养老机构公布的

预约电话，提出探视申请。探视人员需在规定时间、规定人数、

规定路线、规定区域等条件下进入养老机构探视。

李红兵还表示，养老机构在具备隔离条件、护理能力的前提

下，可接收新入住老人。

北京恢复养老院探视入住

七类人员可进入

你是如何判断红酒品质优劣的呢？网上流传的一种比较广

泛的说法是：红酒“挂杯”，品质佳。所谓“挂杯”，就是摇晃酒杯

后，杯壁上留下的酒痕。那么这种判断方法正确吗？

“挂杯”按照种类的不同可分为“长挂杯”和“短挂杯”。所谓

“长挂杯”就是酒痕流的速度比较慢，而“短挂杯”就是酒痕流的

速度比较快。一般糖分或酒精含量较高的葡萄酒黏性较强，酒

体也厚重浓稠，因而，就会形成“长挂杯”。“挂杯”是葡萄酒酒体

成熟的正常表现，它既不会影响葡萄酒的品质，也不会影响葡萄

酒的香味和口感，更不会对人体产生伤害。

影响葡萄酒“挂杯”最主要因素是葡萄酒的酒精度。酒精具

有很强的黏性，由于酒精的挥发速度要比水快，所以当酒精挥发

后，酒杯内壁酒液的水分表面张力就会越来越高，在表面张力的

作用下，酒液就被拉扯并在自身重量的作用下徐徐下滑。所以，

红酒的“挂杯”程度是与酒的黏性和表面张力有关，并不能直接

反映出红酒品质的优劣。

酒杯的材质也会影响红酒的“挂杯”程度。材质表面的粗糙

程度不同，“挂杯”的难易也不一样。一般红酒杯的主要材质有

水晶和玻璃，通过显微镜可以观察到，水晶杯表面的凹凸要比玻

璃多，用水晶杯装红酒更容易“挂杯”。

要判断红酒的品质，最主要的手段还是品尝。红酒是经过

自然发酵酿造出来的，葡萄汁含量最高；其次是由葡萄中的糖分

自然发酵而成的酒精。此外，红酒还含有酒石酸、果胶、单宁酸

等超过 1000 种物质，虽然这些物质所占的比例不高，却是酒质

优劣的决定性因素。

红酒的品质可以从香气的丰富性、口感的丰郁性和均衡性、

色泽的优雅性、余韵的持续性等角度来判断，而这些因素的优劣

取决于酒精、残糖、甘油、单宁等物质的平衡。因此，质优味美的

红酒在于它们能呈现一种内部组织结构的平衡感。

（来源：科普中国）

“挂杯”的才是好红酒？

外行了！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镇敬老院居住着600多名老年人。疫
情发生后，这个敬老院立即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对院内老人和
工作人员进行全封闭管理。封闭期间，敬老院员工和老人同吃
同住，实施24小时守护制度，通过每天为老人送餐到屋、组织老
人分批散步、分时读书看报、分组参加娱乐活动等措施，保障老
人的身心健康。

近日，工作人员简晓惠（左二）在院区内陪老人练书法。
新华社记者 李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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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您提个醒

有报道显示有报道显示，，自新冠肺炎疫情自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以来暴发以来，，小家电产品的销量逆势小家电产品的销量逆势

上扬上扬。。基于消费端需求的变化基于消费端需求的变化，，健健

康康、、除菌成为消费热点之一除菌成为消费热点之一，，而像而像

紫外线除螨仪紫外线除螨仪、、臭氧洗菜机臭氧洗菜机、、果蔬果蔬

破壁机破壁机、、负离子加湿器等这些和我负离子加湿器等这些和我

们健康相关又有点们健康相关又有点““科技含量科技含量””的的

小家电小家电，，受到不少人的追捧受到不少人的追捧。。

那么这些透着那么这些透着““科技范儿科技范儿””的的

小家电小家电，，是是““真香真香””还是在收智商还是在收智商

税税，，听听专家们怎么说听听专家们怎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