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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

磷酸盐添加剂和标签阅读
作为防腐剂并可增添风味，磷被广泛运用在加工
食品之中。大部分的肉加工品和许多饮料，例如可
乐，均含有添加磷。法律没有规定食品包装上的
营养成分标示必须包括食品中的磷含量。要检查
某食品中是否含有添加磷，必须查看成分表中是
否出现磷酸（phosphoric acid）和磷酸钠（sodium 
phosphate）等单词。“经过调味”的肉类、 鸡肉
或猪肉，也可能表示该肉品中已添加磷。与自然形
成的磷所不同的是，食品添加剂中的磷几乎会完全
被人体吸收。 您应避免含有磷添加剂的食品。 

控制磷浓度的药物
您的医生可能会开磷结合剂 （钙、 Tums、 Oscal、 
Renagel、 Fosrenol）。这些药物的作用像海绵一
样，吸收食物中的磷。 为了让磷结合剂正常工
作，您必须总是搭配食物服药。为获得最佳效果，
在您用餐或吃点心的途中服药。切勿同时服用磷结
合剂和铁补充剂。血液透析治疗可以从您的血液中
移除部分磷含量。进行您所有的透析治疗非常重
要。

我的安全血磷浓度是多少？ 
成人的正常血磷浓度是0.8至1.45 mmol/L，但您的
目标浓度可能有所不同。如有问题，请向您的医疗
护理团队咨询。

小贴士：
要检查某食品中是否含有添加磷，必须查看成分表中是否出现磷酸
(phosphoric acid) 和磷酸钠 (sodium phosphate) 等单词。“经过调味”
的肉类、 鸡肉或猪肉，也可能表示该肉品中已添加磷。

营养概况 



磷（磷酸盐）和慢性肾脏疾病（CKD）

磷是一种矿物质，有助于保持骨骼强壮和健康。
它也被称为磷酸盐。随着肾功能下降，您血液中
的磷浓度可能会上升。高血磷可能会造成皮肤瘙
痒或关节疼痛，以及骨骼中的钙质流失。您的体
内所形成的钙结晶和磷结晶可能损害您的器官。
您可能需要限制高磷和中磷食物的摄取量。这包
括牛奶、 奶酪和其他乳制品，以及含磷添加剂的
加工食品。您的注册营养师将确保您的日常饮食
计划中有足够的这类食物。

你知道吗？
成人的正常血磷浓度是0.8至1.45 mmol/L，
但您的目标浓度可能有所不同。



我应该选择哪些食物？ 
又应该避免哪些食物呢？
一般来说，您应该限制牛奶及乳制品的摄取量，例
如：酸奶、冰淇淋和布丁，每日的总摄取量应控制
在最多一杯。

肉类和蛋白质食品（肉类、鸡肉等） 也含有磷，
但这些是您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常选择新鲜、
未加工的食物。您的注册营养师会根据您的体型、
营养需求和肾脏疾病的阶段，为您提供蛋白质的建
议摄取量。 

请记住：
您可能需要限制高磷和中磷食物的摄取
量。这包括牛奶、 奶酪和其他乳制品，
以及含磷添加剂的加工食品。



与磷摄取量有关
的食物选择指南

乳制品和乳制品替代品 肉类和其他蛋白质

谷物和麦片

• 牛奶或酸奶（最好选择1%
或更少的乳脂）每天半杯

• 果子露（果汁冰糕）、冰
条、冷冻甜品装饰 
(Cool Whip)

• 低钠软白干酪和／或奶油奶
酪（最好选择1%或更少的
乳脂）每天¼杯 
 

• 奶酪：切达奶酪、意大利白
干酪或瑞士奶酪 – (1盎司，
约大拇指大小）限制每周摄
取三份

• 茶、热苹果汁  
• 不含有磷添加剂

(phosphorus) 的非强化米浆
或杏仁饮品 – 每天半杯至
一杯

• 鱼类（“避免”一栏所列出
的鱼类除外）

• 未经调味的牛肉、鸡肉、猪

肉、火鸡肉、小牛肉
• 蛋类

• 无麸麦片、小麦片、大米
麦片、玉米片、小麦糊或米
糊 

• 白米、糙米、意面、大麦、
蒸粗麦粉、布格麦 

• 茶饼：自制（使用下方的泡
打粉替代材料**）

• 面包：白面、60-100%全
麦、碎小麦、浅色黑麦或

酸面团
• 薄煎饼和华夫饼饼：自制 

(使用下方的泡打粉替代 
材料**）

• 松饼：自制（使用下方的泡
打粉替代材料**）  

• 冰淇淋
• 加工奶酪抹酱 (Cheez whiz)
• 加工奶酪(Kraft 

singles、Velveeta等)
• 麦芽乳（例如：Ovaltine）  

• 成分表中含有磷成分
（phosphorus）的豆浆、 
米浆或杏仁饮品

• 鲤鱼、小龙虾、 鱼子、 牡
蛎、 沙丁鱼、 鱼罐头内的
骨头。

• 含磷添加剂的冷冻鱼类— 
— 检查标签，避免含有磷
酸盐（PHOSPHATE）或磷酸
（PHOSPHORI）单词的 
成分。

• 含有磷添加剂的“调味”
肉品、肉加工品，例如：
热狗、鸡块— — 检查
标签，避免含有磷酸盐
（PHOSPHATE）或磷酸
（PHOSPHORI）单词的 
成分。

• 牛肝，鸡肝和动物内脏

• 麦麸麦片、格兰诺拉麦片
• 带酱汁的包装意大利面
• 茶饼：现成商品、预拌粉和

冷藏食品
• 面包：全谷、深色黑麦

• 薄煎饼和华夫饼：现成商
品、预拌粉和冷冻食品

• 松饼：所有现成商品和预
拌粉

选择 选择 

选择 

避免

避免

避免

** 泡打粉的含磷量高。试试这个低磷选择︰使用¼茶匙的小苏打加½茶匙
的塔塔粉，来代替1茶匙的泡打粉



磷

* 这些食物的含糖量高。如果您有糖尿病，限制
或避免摄取该类食物，除非您正在治疗血糖过
低的情况。

我的笔记

我的目标磷浓度是：

我的目标：（例如：我选择饮用姜汁汽水，而非可乐。）

2.

重要事项：

我目前的磷浓度是：

1.

3.

营养师： 电话：

关于《慢性肾脏疾病营养概况》 
《慢性肾脏疾病营养概况》由安省肾脏网络（Ontario Renal Network）及安省肾脏营养师协会（Renal 

Dietitians in Ontario）于2012年联合编撰，旨在创建标准化信息并奠定统一教育工具的基础。营养工
作小组将加拿大肾脏基金会（Kidney Foundation of Canada）网站上的多个说明书改写为《慢性肾脏
疾病营养概况》。本《概况》系列并非要取代您目前可能既有的教育材料，而是要按需为其进行补
充。《慢性肾脏疾病营养概况》可供单独使用，亦可作为本系列的组成部分之一。三个《概况》 
（于2015年修订）分别为：磷（磷酸盐）、钾、糖尿病和饮食。

由于独立慢性肾脏疾病营养师工作小组的努力和奉献，《慢性肾脏疾病营养概况》方能得以实现，
小组成员为：Melissa Atcheson, RD (Grand River Hospital); Darlene Broad, RD (Kingston General Hospital); 

Shannon Chesterfield, RD (Windsor Regional Hospital); Saundra Dunphy, RD (St. Joseph’s Healthcare Hamilton); 

June Martin, RD (Grand River Hospital); Christine Nash, RD (University Health Network)。

饮料

零食和其他

• 非可乐汽水（姜汁汽水、柠檬或青柠
口味汽水、沙士）

• 烈酒（琴酒、伏特加、朗姆酒、威士
忌）和葡萄酒（注：饮用酒精饮品请
务必遵照医师的建议。）

• 柠檬汁（不含添加磷）
• 自制冰茶 
• 茶、热苹果汁

• 无盐爆米花、无盐椒盐卷饼、无盐玉
米片、无盐米饼

• 硬糖果*、水果味糖果*或软心豆粒糖*
• 果酱*、果冻*和蜂蜜*

• 可乐汽水（无糖或原味Pepsi、Coke
等）、Dr. Pepper、Fanta

• 啤酒、烈性黑啤、麦芽啤酒
• 加钙的新鲜或冷冻果汁
• 含有磷添加剂的冰茶— —检查标签，

避免含有磷酸盐(PHOSPHATE)或磷酸
(PHOSPHORI单词的成分。

• 可可饮料、热巧克力 

• 坚果、芝麻或葵花子、南瓜子
• 巧克力棒
• 巧克力榛果抹酱（例如：Nutella）、

坚果能量棒、芝麻酱

选择

选择

避免

避免

如需要以上信息的无障碍格式，请联系：1-855-460-2647,  
听障专线 (416) 217-1815 publicaffairs@cancercare.o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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