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肾脏疾病
营养概况
钠

营养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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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食盐）

钠（食盐）会影响您的体液平衡和血压。当您的
肾脏机能异常时，您需要控制食盐摄入并避免高
钠食物。过量的钠（食盐）会引起高血压，进而
对您的肾脏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它还会增加您身
体中滞留的水分，从而引起面部、腿部和手部浮
肿，以及呼吸急促。坚持低钠的健康饮食能够帮
助控制这些症状。

小贴士:
在烹饪或者进餐时不要使用食盐。而应尝试使
用新鲜或者干制的芳草和香料、醋、柠檬，以
及不含盐的调味料以增进食物的口感。

低钠指南
这里介绍一些普遍适用的指南以减少您的钠摄
入量。
尝试不同的调味料：在烹饪或者进餐时不要使用食
盐。其中包括海盐、含盐香料、含盐的芳草以及盐
替代品，特别是那些含有氯化钾（例如，No Salt,
Half Salt, Nu-Salt)的盐替代品。而应尝试使用新鲜或
者干制的芳草和香料、醋、柠檬，以及不含盐的调
味料以增进食物的口感。建议您使用“草本调料摇
瓶”，装入任何您喜欢的草本调料和香料。例如：
将两茶匙的百里香，两茶匙的墨角兰，两茶匙的迷
迭香和两茶匙的鼠尾草混匀。
食用新鲜食物：选择未调味的新鲜和冷冻蔬菜、
肉类、鸡肉和鱼类，而不是罐装、腌渍、拍上面包
粉或者经过加工的食物。同样，应避免食用标注为
“调味 (seasoned)”的新鲜或者冷冻肉类，因为这
些食物已经过了盐溶液的处理。
在家自制食品：只要有可能就应制作不加盐的自制
汤汁、酱汁、砂锅料和色拉调味料。

小心方便食品：避免购买新鲜或者冷冻的方便食
品、罐头汤；汤粉，以及含有酱汁混合物的意面/
米饭；腌菜、酱汁、加工奶酪和含盐的点心食品例
如薯片，椒盐脆饼干，用奶酪调味的点心和盐腌制
的坚果。
研究食品标签：阅读食品标签有助于您在喜欢的食
物中选择钠含量较低的种类。选择钠出现在配料
表底部的食品，以及每份主菜中钠含量低于500毫
克或每份点心里钠含量低于125毫克的食品。食品
标签上钠的其它来源包括谷氨酸钠 (MSG)、苯甲酸
钠、碳酸氢钠、糖精钠、卤水、酱油、苏打粉以及
磷酸钠。
外出就餐：许多餐馆备有健康菜单供您选择。您
可以就菜单上可选的低钠食品询问服务员。您的
注册营养师也能对餐馆中可选的低钠食物给出建
议。另一项有帮助的资源是肾脏社区厨房 (Kidney
Community Kitchen) 网站上提供的《“按照肾病食
谱外出用餐”情况说明书》，网址如下：
www.kidneycommunitykitchen.ca/diet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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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够吃些什么？
以下是一些低钠（食盐）食物和点心的建议：
饮料：水，咖啡，茶，低钠矿泉水，果汁，
柠檬水。
糖果和甜品：糖果，蜂蜜，果酱，果冻，橘子酱。
谷物：每一份中钠含量低于125至160毫克的谷物食
品。
奶酪和其它奶制品：天然奶酪（限量每两天一盎
司），意大利博康奇尼奶酪球。每天尽量饮用½至
1杯的低脂奶，和/或纯酸奶或者水果酸奶，和/或
低钠乡村奶酪。
冷食甜品：冰冻果子露（果汁冰糕），明胶，纯味
冰淇淋。
曲奇：每一份中钠含量低于125毫克的曲奇。
薄脆饼干：每一份中钠含量低于125毫克的薄脆
饼干。
松脆零食：无盐的椒盐脆饼干，无盐玉米片，无盐
空气爆米花（尝试加入芳草/香料用于调味），无
盐的大米脆饼，苹果肉桂或焦糖大米饼，自制皮塔
饼薄片。

脂肪类，油类和调味料：低钠人造黄油，植物油，
自制色拉酱（无盐），人造稠奶油，生奶油，酸奶
油，无盐的调味肉汁，干燥香料，醋（例如意大利
香醋、酒醋、覆盆子酒醋），柠檬和酸橙汁，低钠
苏打粉（食品批发商店有售）。
冷冻正餐：每一份的钠含量应低于500毫克——限
量每周一次。
水果和蔬菜：最好的选择是新鲜、罐装或冷冻水果
和新鲜蔬菜。冷冻蔬菜（检查产品标签以确认没有
加入盐）。低钠罐装蔬菜。
肉类和其它蛋白质食物：新鲜（未经调味）的牛
肉，小牛肉，鱼类，猪肉，禽类，蛋类和无盐花生
酱。吃剩的烤牛肉，火鸡和猪肉。自制鸡肉，金枪
鱼或者鲑鱼色拉（用低钠金枪鱼或者鲑鱼制作）。
注意：如果您因无法找到无盐或者低钠的罐装鱼类
而必须使用常规罐装鱼类，请务必在食用前用水
冲洗。
零食棒：每一份中钠含量低于125毫克的零食棒。
汤：每一份中钠含量低于250毫克的汤类。
特色调味料：（每天限量食用一大汤匙）辣椒酱，
番茄酱，芥末酱，蛋黄酱，色拉酱。

我应避免食用哪些食物？
这里列出一些钠（食盐）含量较高的食物，您应当
避免食用此类食物。
瓶装或者罐装酱料：酱油，烧烤酱，蚝油，牛排
酱，照烧酱。
调味品：固体汤料浓缩块，清炖肉汤，固体汤粉
料，含盐调味品（例如洋葱盐，希腊式调料-均需
检查盐的成分）。
罐头食品：蔬菜（含盐）和蔬菜汁，带酱料的豆类
或者意粉，香辣酱，炖肉或炖菜，汤类
袋装调拌料：用于意大利通心粉和奶酪，面条和酱
料，调味米饭。
腌制、熏制和烟熏食物：腌菜，开胃小菜，橄榄，
熏鲑鱼和鲱鱼，培根，腌猪肉，德国酸菜。
加工奶制品：奶酪片和奶酪涂抹酱，菲达干酪，蓝
纹干酪，白脱牛奶
加工肉类：火腿，维也纳小香肠，热狗，香肠，意
大利萨拉米香肠，意大利辣味香肠，五香烟熏牛
肉，冷切肉/熟肉制品
咸梳打饼干：蘸汤饼干，蘸奶酪和蘸酱的饼干
咸味点心食品：薄脆饼干，薯片，椒盐脆饼干，爆
米花，坚果
调味肉类，鱼类或者禽类

重要提示:

如果您患有肾病，每日
适合的钠摄入量为2000
毫克。请咨询您的医师
或者注册营养师以确认
您每日的钠摄入量上限
应该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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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食品
加工食品中添加了大量的钠。下表列出了一些新鲜和加工食品中的钠含量。
每日营养建议
摄入量百分比

每份食品的钠含量？

含义是什么？

5% 以下

125 毫克以下的钠

好的选择 – 每天都能够享用的低钠食品。

5 – 10%

250 毫克以下的钠

好的选择 – 能够轻易纳入低钠食谱的钠含量较低
的食品。

10 – 20%

250 毫克 – 500 毫克的钠

注意 – 需谨慎纳入低钠食谱的中等钠含量食品。

20% 以上

500 毫克以上的钠

注意 – 在您尝试采用低钠饮食期间不应食用的
钠含量较高的食品。

新鲜和加工食品中的钠含量示例

您知道吗:
加工食品中的钠含
量相较于其他食品
会高出许多。

黄瓜
7 片新鲜的黄瓜切片 = 2 毫克
黄瓜和2汤匙农场色拉酱 = 242 毫克
1 根中等大小的腌黄瓜 = 569 毫克
猪肉
3 盎司猪肉 = 59 毫克
4 片培根 = 548 毫克
3 盎司火腿 = 1,114 毫克

鸡肉
½ 块鸡胸肉 = 69 毫克
217 克冷冻鸡肉派 = 825 毫克
219 克脆鸡柳三明治涂蛋黄酱
= 1,424 毫克
调味料
1 汤匙柠檬汁 = 1 毫克
1 汤匙酱油 = 1,029 毫克
1 汤匙盐 = 2,325 毫克

“营养成分”标示指南
营养成分（每份 250 毫升）
数值

每日营养建议摄入量百分比

卡路里 100
脂肪 1.5 克

2%

饱和脂肪酸 0.5 克
+ 反式脂肪酸 0 克

如何阅读关于钠（食盐）的产品标签
许多食品的产品标签（“营养成分表”）显示了它们含有多
少钠。这一数值会通过毫克以及占每日营养建议摄入量的百
分比来显示。以下是您在食品杂货店采购食物时，根据“营
养成分表”中给出的信息可以利用的一些指南。

3%

胆固醇 15 克
钠 910 毫克

38 %

钾 190 毫克

5%

碳水化合物 14 克

5%

纤维 2 克

8%

糖3克
蛋白质 8 克
维生素 A 20 %

维生素 C 10 %

钙 2%

铁 4%

例如：即食型鸡肉面条汤
• 该产品标签显示每一份（250毫升）产品中含有910毫克的
钠——达到每日推荐摄入值的38%。由于该产品提供的钠超
过每日推荐值的20%，因此这是一种高钠食品，坚持低钠食
谱的人不应食用本产品。
• 一些产品会在标签的前面说明产品中的钠含量。例如：“钠
含量比我们原来的配方低了25%”，但该产品的钠含量可能
仍然很高，所以一定要检查营养成分表以确定该产品实际
的钠含量，再决定是否应将其纳入食谱，这一点很重要。
• 请注意，在营养成分表中用于计算每日营养建议摄入量百
分比的钠含量高于肾病患者的建议摄入量。

重要提示:

这份标签显示的营养
成分属于高钠范畴，
坚持低钠食谱的人士
不应食用这类产品。

• 如果产品没有标签，或者没有列出产品营养成分的含量，
您可以拨打生产商提供的免费电话号码以查询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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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笔记
我的每日钠摄入量目标是：
我的目标：（例如，我会选择新鲜、冷冻或者低钠的罐装蔬菜取代常规的罐头蔬菜。）
1.
2.
3.
重点:

营养师:

电话号码:

关于慢性肾病的营养情况说明书
慢性肾病 (CKD) 营养情况说明书由安大略肾脏网络 (Ontario Renal Network) 与安大略肾脏营养师协会
(Renal Dietitians in Ontario) 于2012年合作编纂而成，旨在使文宣材料标准化，并为整体的教育宣导手段
奠定基础。在对加拿大肾脏基金会 (Kidney Foundation of Canada) 网站上现有的营养情况说明书进行适
当改编的基础上，营养工作组编制了这本慢性肾脏疾病营养情况说明书。这些情况说明书并非用来替
代您已有的教育宣导材料，而是在有需要时作为补充材料使用。慢性肾脏疾病营养情况说明书可以单
独使用，也可以整套使用。
慢性肾脏疾病营养情况说明书得益于独立慢性肾病营养师工作组 (Independent CKD Dietitian Working
Group) 的努力和付出才得以完成：Melissa Atcheson, 注册营养师 (Grand River医院); Darlene Broad, 注册营
养师 (Kingston 总医院); Shannon Chesterfield, 注册营养师 (Windsor Regional医院); Saundra Dunphy, 注册营
养师 (汉密尔顿St. Joseph’s Healthcare医院); June Martin, 注册营养师 (Grand River医院); Christine Nash,
注册营养师 (大学健康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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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N1733S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