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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货”知识点
实习记者 代小佩

“一瓶含 30种营养元素，可饱腹 5小时；有效减

肥不反弹；6种口味换着喝。”近日，一位主播在电商

平台直播间售卖一款名为 Smeal-NOTO 系列的代

餐奶昔。卖家称，这款代餐奶昔是“风靡全球的身体

管理利器”，一瓶可提供 200克生蚝的蛋白质、1000

克蔬菜的膳食纤维，20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产品介

绍页还写着：一瓶替你节省 1小时的运动量。在该

电商平台，这款奶昔月销量3.9万瓶。

代餐，目前已经成了减肥圈的新宠，主打“热量

低、饱腹感强”的代餐粉、代餐奶昔、代餐粥等产品

层出不穷。那么让减肥人士趋之若鹜的代餐类产

品，究竟能不能减肥？

“用代餐减肥，主要是通过降低热量和营养需求

来达到瘦身目的，使用量不当会影响健康。”中国医

科大学航空总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师张田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市场上宣传的代餐并不能完全替代正常

进餐。为了维持人体基础代谢和正常的活动，一个

健康的成年女性每天大约需要摄取 1500—1800 大

卡的热量，男性则需要 1800—2200 大卡，安全减重

推荐在这个基础上减低 500—600大卡的热量，而且

要保证各营养素配比合理。“但大多数代餐产品，并

没有满足安全减重的热量和营养要求。”张田说。

以网红代餐奶昔 Smeal-NOTO 系列为例，一

瓶（75 克）锡兰奶茶口味代餐奶昔的热量是 275 大

卡。卖家称，“一瓶代一餐，一日三餐哪餐都可以

代。建议一天代两餐，午餐和晚餐。建议不吃代餐

正常饮食时要少油，保持 6—7分饱。”

按照卖家的建议，一天喝两瓶，只能摄取 550

大卡的热量。“这个热量还是很低的，即使是特殊的

肥胖者以这样的低热量方式减重也需要在医生指

导下完成。食用代餐相当于在变相节食，通过加大

所需热量和实际摄取热量的差值，达到减肥目的。”

张田说，极低热量减肥方式并不科学，难以长久，一

旦停下来，很容易造成体重反弹。

食用代餐相当于变相节食

除了低热量，饱腹感是代餐引以为傲的另一个

标签。

饱腹感，通俗来说就是虽然没吃很多东西，但

还是有饱的感觉。“代餐以粗粮、魔芋等含淀粉较

膳食纤维让人产生饱腹感

实际上，代餐食品的诞生与减肥并无关联。

代餐系列最初的产品是饮料代餐，其概念可以

追溯到早期一些生理学家的研究成果。20世纪 40

年代，有研究者首先确定了在严格限制食物期间人

类生存所需的主要营养素，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的

太空飞行需要开发高度紧凑的液体膳食替代品，一

种含水混合物由此诞生。

目前在代餐家族中，饮料代餐己占有重要地

位，成为管理超重和肥胖的工具之一。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由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代

餐食品》团体标准正式实施，标准指出代餐食品是

为满足成年人控制体重期间一餐或两餐的营养需

要，专门加工配制而成的一种控制能量的食品。

张田表示，在医生及专业人士指导下，肥胖与

暴饮暴食人群在整体饮食中选择一些营养全面饱

腹感较强的代餐代替一部分膳食，可以起到帮助减

肥的作用。“但不建议跟风或盲目采用极低热量、不

均衡的减重方式，这样的低热量体重肯定能下来，

但之后体重也肯定会反弹。要想健康减重不反弹，

就得尊重科学，重树健康生活方式。如果是体重正

常的健康人群，好好吃饭即可，不需要用代餐食品

管理体重。”

“一瓶热量约 300 大卡的代餐奶昔，完全可以

用 50 克肉+250 克菜+2 根玉米/2 片面包/50 克麦

片+5克油代替。”张田说，“来不及做饭而食用代餐

的人可以学习一些快手餐。至少早餐中的牛奶、麦

片和鸡蛋等是要保证有的。”

随着代餐食品的市场规模逐渐扩大，行业乱象

也逐渐滋生。有的夸大宣传，迎合消费者减肥心

理，有的生产于小作坊却冒充大牌，还有的甚至是

三无产品。加上国民健康素养还不够高，导致不少

人掉进代餐的陷阱。

张田表示，可以对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平衡

膳食模式，做到吃动平衡。“实际上，在健康饮食的基

础上，每餐少吃几口，减少静坐时间，体重慢慢就会

减下来。减肥同样需要耐心。”

代餐食品的前世今生

实习记者 代小佩

给您提个醒

延伸阅读

多的食物为主，特点是膳食纤维含量高。膳食纤

维吃多了，不容易饿，就能控制进食的欲望。”张

田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代餐的饱腹感就是膳食纤

维在起作用。

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研究所营养研究室艾华教

授解释，代餐中膳食纤维具有吸水膨胀的作用，在

不被人体吸收利用的同时还具有饱腹效果。膳食

纤维在通过肠道排出时，还能粘附一些脂肪类的东

西，从而减少能量摄入。

以魔芋为例，它富含的葡甘露聚糖吸水性非常

强，所以很少的固体就可以形成大量的魔芋胶，给

人很强的饱腹感。

不过，代餐能提供的膳食纤维未必足够产生饱

腹感。以上述网红代餐奶昔为例，根据网友晒出的

锡兰奶茶口味成分表，每 100克商品中膳食纤维的

含量为 1.8 克，而一般 100 克蔬菜中含膳食纤维 3.5

克左右。所以，这瓶代餐奶昔（75 克）并不能提供

宣传中所说的 1000克蔬菜的膳食纤维量。

另外，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粗粮可以提供膳

食纤维，比如玉米、红薯、燕麦、糙米等。相比较

之下，代餐食品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很可能会使天

然食物中所含有的抗炎、抗癌、抗氧化、抗衰老物

质流失。

张田还提醒道，膳食纤维食用过量会影响其他

食物的消化吸收，导致营养不均衡而影响健康。“我

们平时建议大家吃富含膳食纤维的粗粮，不能超过

正常饮食的一半。但代餐食品中的膳食纤维肯定

超过这个比例，不利于人体吸收其他营养素。”

而对于有代谢障碍的人群，可能因代餐食品使

用不当引起健康风险。2018 年，湖南省娄底市一

市民为减肥，食用代餐 2 个月期间，每餐只吃一片

代餐饼干和若干青菜、水果，最终因营养不良导致

心脏骤停。

此前，英国《每日电讯报》刊登了牛津大学的一

项研究，研究人员发现，代餐确实可以降低人的体

脂、内脏脂肪以及肝脏脂肪，但是心肌的脂肪却有

所上升。这意味着，长期摄入代餐对心脏功能是有

影响的。研究人员警告称，对患有心脏病的人来

说，节食可能会使病情恶化，加剧气短或心律失常

等心力衰竭症状。

草莓比菠萝吃起来感觉更甜，但草莓含糖量却

远低于菠萝；火龙果和猕猴桃的口感偏酸，但它们

的含糖量却远高于西瓜。

“甜”与“糖”似乎天生是一对儿。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认为越甜的水果含糖量越高，不甜的水果含

糖量肯定就少。但实际上，吃起来不甜的水果，含

糖量却未必少。这是怎么回事呢？

水果甜度由糖、酸含量及
其比例决定

“甜度是一种口感，水果含糖量光靠甜不甜来

判断并不靠谱。因为甜度不仅由水果的含糖量决

定，还与所含糖的种类及含酸量有关。”青岛农业大

学园艺学院教授、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专家

组成员聂继云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聂继云在《果品绿色生产与营养健康》一书

中写道，甜和酸是水果最重要的口感，分别由糖

和有机酸产生。但水果的甜酸风味并非甜味和

酸味的简单叠加，而是糖和酸共同作用的综合结

果。“其中，糖指可溶性糖，如葡萄糖、果糖、蔗糖

等；酸指有机酸，如苹果酸、柠檬酸、酒石酸等。”

聂继云解释道。

水果的甜度既取决于糖和酸的含量水平，也取

决于糖和酸的种类及比例。

从糖的角度来说，不同糖组分对甜度的贡献不

同，果糖、蔗糖和葡萄糖的甜度分别为 1.75、1 和

0.75。“水果由于所含糖组分比例不同，可溶性糖总

含量不能反映其综合甜味。糖组分对水果甜味的

影响还与其味感阈值有关，只有当含量与味感阈值

之比大于 1时，该糖组分才能对果实的甜味产生影

响。”聂继云说。

对苹果的研究表明，优质苹果的风味以酸甜适

度为主，含酸量中等、糖酸比值大致在 20—60；糖

酸比低于 20时，风味淡或趋酸；糖酸比高于 60时甜

味增强。

聂继云表示，水果中含糖量变幅较小，含酸量

变幅较大，因此，含酸量是决定糖酸比大小的主要

因素。

“在水果种植中，水果甜度的高低还会受很

多其他因素影响，如品种、气候条件、栽培技术

等。”聂继云说，比如，在适宜区种植、增施有机

肥和钾肥、控制产量等均有利于提高水果的品

质和含糖量。

成年人每天应摄入200—
350克水果

“甜度是一种味觉感受，同样的水果，有些人吃

起来可能觉得甜，别的人则未必有此感觉。”聂继云

告诉记者，市面上流行的甜度计测量的是水果的可

溶性固形物（可溶性的糖、酸、维生素、果胶、矿物质

等），对于普通人判定水果的甜度有一定参考价值。

现实生活中，不少人担心食用含糖量高的水果

导致肥胖。对于想减肥的人来说，可以尽量避开

“高糖”水果，比如葡萄、香蕉、樱桃、枣等。

一些糖尿病患者也表示担心：水果含糖量高，

究竟能不能吃？

专家表示，糖尿病患者可以适当吃水果，前提

条件是血糖相对稳定，还要遵循糖尿病人的饮食原

则，不要食用过量。

实际上，糖尿病患者选择水果时，不能只关注

含糖量多少，还要考虑水果升高血糖的能力，也就

是 GI值（血糖生成指数）。苹果、梨、葡萄、桃、李子

等常见水果及制品的血糖生成指数多在 55 以下，

属低 GI 食物；而芒果、橘子汁、桃罐头、葡萄干、杏

罐头、菠萝、西瓜等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均在 55—

75之间，属中等 GI食物。

水果中的糖除了葡萄糖、果糖、蔗糖等可溶性

的糖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糖以多糖形式存在，如果

胶、膳食纤维等。人体对果胶和膳食纤维吸收慢，

甚至不吸收。所以，适当吃一些含果胶、膳食纤维

丰富的水果如桑葚、山楂、石榴、无花果等，不会导

致血糖大幅度波动。

许多水果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比如草莓、

荔枝、龙眼、猕猴桃、山楂、柿子等，鲜枣维生素 C尤

其高，可达 200mg/100g），维生素 C 能预防动脉硬

化，延缓衰老。

根据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

宝塔（2016），成年人每天应摄入 200—350 克水果，

相当于 1—2 个普通大小的苹果或梨。总体来看，

我国居民水果消费量明显低于此标准，亟待提高。

需要注意的是，水果最好放在两餐之间吃，从营养

角度考虑，不能单吃水果做正餐。

西瓜含糖量远低于火龙果西瓜含糖量远低于火龙果

水果含糖量越高就越甜？不一定！

它是它是““风靡全球的身体管理利器风靡全球的身体管理利器”，”，还是又一款智商税收割利器还是又一款智商税收割利器？？

代餐减肥代餐减肥，，减掉的很可能是健康减掉的很可能是健康

新华社讯（记者田晓航）对某种食物过敏却又不得不吃，这

可如何是好？专家表示，改变加工方式能够降低一些食物的致

敏性，这给食物过敏人群带来福音。

“不同加工方式对食物致敏性的影响差别很大。”在近日举

行的第十四届协和过敏性疾病国际高峰论坛上，中国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车会莲副教授说，食物加工方式分为

热加工和非热加工两大类。总的来看，蒸、煮等湿热处理方式能

够使得过敏食物的致敏性大大降低，高压锅的处理效果更好，发

酵食品的致敏性也较低；相反，微波加热会增加食物的致敏性。

干热（如烤）、湿热（如蒸、煮）、高温高压、微波等处理方式都

是传统的热加工方式，它们是如何改变食物的致敏性？车会莲

介绍，热加工能够通过改变蛋白质分子内、分子间的相互作用，

破坏食物中过敏原蛋白质的二级结构或三级结构，影响其构象

表位，从而改变其致敏性。

同属热加工，干热处理和湿热处理改变食物致敏性的效果

却不太一样。车会莲说，干热处理通过脱水干燥使蛋白质氧化、

变性、碳化，而湿热处理更易于传递热量，与水的直接接触也使

保持蛋白质稳定性的氢键更易被破坏，因而湿热处理是降低食

物致敏性的一个好办法。

她举例说，关于核桃的干热和湿热处理的致敏性比较研究

发现，干热处理，如烤核桃，对核桃蛋白的 IgE 结合能力、IgG 结

合能力都没有显著影响，而湿热处理，如蒸、煮，则显著降低了核

桃蛋白的 IgE结合能力和 IgG结合能力。“也就是说，有些人吃烤

核桃会过敏，但是喝核桃露时就不会过敏。相对来说，湿热处理

能够显著降低核桃蛋白的致敏性。”

专家介绍，食物过敏可出现皮肤、胃肠道、呼吸道症状甚至

危及生命的窒息和休克症状。目前，食物过敏尚无有效的根治

方法，预防发病主要依靠避免食用致敏食物。

“绝大部分食物过敏原都是蛋白质，很多食物中都含有多种

过敏原，这就给食物加工、降低或去除食物致敏性带来了很多挑

战。”车会莲说，因此，降低或去除食物致敏性的研究要关注食物

中的每一种过敏原。

过敏又不得不吃

专家：试试改变烹饪方法

冰箱是保鲜小能手，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它，把食物放进冰箱

能保存更久，尤其是夏天，把买来的新鲜蔬菜水果放进冰箱，可

以吃个两三天。

那么，买来的食物都可以放进冰箱吗？放进了冰箱就能够

保证食物长时间储存不变质吗？

不同食物有不同的储藏方式

冰箱的发明和普及给人们的食物保鲜储藏、避免污染带来了

极大的便利，然而，如果使用不当，很容易造成食物变味甚至引起

食物中毒。在使用冰箱的过程中，我们应分门别类的进行选择，

判断不同的食物是否能够用冰箱保存，应该冷藏还是冷冻等。

常用冰箱的冷藏温度是 4℃—8℃，以不冻伤食品又有保鲜

作用为准；冷冻温度为-23℃—-12℃，一般用于速冻食品。

对于动物性食物，其蛋白质含量高，容易腐败变质，应特别

注意低温储藏，比如肉类切成小块分别装袋后放入冰箱冷冻室，

食用时取出一袋即可。

对于新鲜蔬菜，储藏不当容易产生亚硝酸盐，原则上当天买

当天吃，不入冰箱。实在需要放入冰箱，只能冷藏，最多不超过

3天。烹调好的叶类蔬菜应尽快吃掉，原则上不要放冰箱冷藏。

此外，不同食物在冰箱中的保质期也是不同的。相对来说，

主食类食物一般不超过四天，比如馒头、面条等；水果一般是一

周以内；鱼类可冷藏一到两天，肉类冷冻的话可放置半年；鸡蛋

在冷藏里可以放一两个月；乳制品一般可以存放一周。

这些食物不适宜冰箱冷藏

冰箱虽好，但也不是适合所有食物，以下几类要注意避免冰

箱冷藏：

热带水果。热带、亚热带水果之所以害怕低温，与它们的生

长地区和气候有关。一般来说，热带水果比在气候较冷的地区

和秋季栽培生长的水果耐低温的能力要差，如香蕉、荔枝、火龙

果、芒果等，冷藏容易“冻伤”。

黄瓜。在冰箱放置三天以上表皮会有水浸状表现，失去原

有风味。

部分面食。一些面食如馒头、面包等在冰箱放置时间过长，

会逐渐变硬或变“陈”，影响口感和风味。

冰箱存放食物的正确“姿势”

食物间应留间隙。冰箱内存放食物不可以过满或者过紧，

中间应适当地留一些间隙，这样有利于空气的流通、冰箱内部的

冷空气对流可以很好地减轻它的负荷压力，从而达到延长冰箱

使用寿命的目的，同时还可以减少冰箱能耗。

生熟食分开存放。生食和熟食应该分开存放，尽量不要混

合放在一起，这样可以很好地保证食物的干净卫生。我们应当

按照食物的存放时间、温度需求，合理地利用冰箱内部的空间，

尽量熟食在上，生食在下。

食物放凉后再进冰箱。当食物还是很热的时候直接放进冰

箱内，很容易使食物的外部温度很低而内部温度很高，食物易变

质，降低食物的保鲜效果。

定期检查、清理与清洗。定期检查冰箱，发现食物有变质腐

败迹象要马上清除，避免引起其他食物受影响而一同变质；同

时，也需要定期清洗冰箱，擦洗冰箱内壁及各个角落，保证冰箱

内部的干净卫生。 （来源：科学辟谣平台）

啥都往冰箱里塞？

小心坏得更快！

许仁安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人体所需营养成分需满足一定比例。按照中

国营养学会的推荐，在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中，脂类

应占 20%—30%；蛋白质占 10%—20%；碳水化合物

占 50%—65%。

代餐作为各种食物的混合物，能否做到科学配

比呢？代餐食品的形式包括固态、半固态、液态等，

通常是各类食物的混合物。“代餐食品往往以五谷

杂粮等碳水化合物为主。”张田说，长期食用代餐易

造成营养不均衡，产生营养不良现象。

Smeal-NOTO 系列的代餐奶昔声称每一瓶

可提供 200 克生蚝的蛋白质（约 22 克蛋白质）。但

其成分表却显示，100 克代餐奶昔只有 8.6 克蛋白

质，那么，一瓶（75 克）只能提供 6.45 克蛋白质。

“而正常人体每天需要的蛋白质是每公斤体重乘

以 0.8—1.2。比如 50 公斤体重，每天需要的蛋白

质含量就在 40—60 克之间。这个代餐的蛋白质

含量还不如一包普通的纯牛奶或一枚鸡蛋含量

高，无论代几餐，每餐的蛋白质量并不能满足人

体需求。”张田说，没有营养学知识背景的消费者

很容易被宣传迷惑。

“不过，要说明的是，不能简单评价一款食物好

坏。对于人体而言，要从整体看食物结构是否能满

足人体需求。”张田强调，饮食中使用代餐搭配其他

食物，只要营养平衡，也是可以的。

长期食用易造成营养不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