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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里的青春工作组  贾佳  制作

能量和蛋白质不良

（PEM）

u  抵抗力 明显降低。

u导致 免疫器官 重量降低、结

构损坏。
u 免疫细胞 活力低下、分化发

育受阻、数量减少。

u 免疫分子 合成不足：抗体、

补体、粘附分子、细胞因子

合成减少。 

功能性多糖

l  促进细胞免疫，显著促进T细胞
的成熟、增殖和向血管外组织的
渗出。

l  促进细胞因子的产生和分泌。
l  调节和促进体液免疫调节作用，

有剂量依赖的双向作用。
l   激活和调节补体活性作用。
l  促进单核—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l对免疫系统内信号转导产生影响。

VA： 
l 促进细胞免疫
l  促进体液免疫
l  促进免疫相关细胞因子分泌。
l  促进单核-巨噬细胞的吞噬杀

菌能力。

VE ：
l  促进免疫器官的发育。
l  增强T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
l  促进吞噬细胞的吞噬、杀菌  

能力。
l  促进体液免疫，促进抗体的

分泌和抗原－抗体反应。

具有免疫功能的脂肪酸：

CLA（共轭亚油酸）

EPA（二十碳五烯酸)

DHA（二十二碳六烯酸)

内蒙古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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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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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里的青春”工作组  李露  制作



“实验室里的青春”工作组  鲁燕  制作

新食尚
提倡分餐制

适量备餐，提倡分餐不浪费

在外就餐提倡分餐、简餐、份饭，倡导

节约、卫生、合理的“新食尚”。

份餐是根据个人能量和营养需求、食物

种类和数量参照中国居民膳食餐盘推荐比例

进行简约型食物组合。“份餐”和“分餐”

都是满足营养需求、避免食物浪费，防止能

量摄入过多的良好实践方式。

内蒙古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验室里的青春”工作组  鲁燕  制作

能量高

易吸收

抗菌

抗氧化

驼乳富含人体必需氨基酸，

且消化吸收。乳清蛋白中

不含致敏性β-乳球蛋白 

免疫球蛋白，可防止婴儿

过敏。

降血糖

驼乳中的乳铁蛋白、溶菌酶、

胰岛素和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等生物活性成分均有较高的

含量。

内蒙古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



在胸腺中参与T细胞的激活。 
人体钙缺乏使免疫细胞活性下降、抗体分泌
减少，儿童易发生反复感染，老人因抵抗力
下降而患病。 

我国18～50岁人群钙推荐量是800 mg/天，50
岁以上人群钙的推荐量是1000 mg/天。 

对于乳糖不耐受人群，可食用酸奶、奶酪、
乳糖水解奶。 

促进免疫细胞发育和功能，锌是合成胸腺素的
必需成分。 

能维持皮肤健康，调节免疫因子的分泌，影响
B淋巴细胞的发育和抗体的合成。 

参与核酸和蛋白质代谢，影响免疫系统。 
我国18～50岁男性锌的推荐量是12.5mg/天，

18～50岁女性锌的推荐量7.5mg/天。 

“实验室里的青春”工作组  马宇轩  制作 

内蒙古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 



          酸马奶（Koumiss，Kumys，Coomys），又称马奶酒，成吉思汗的玉

液琼浆，蒙古语称为“其格”，被誉为“蒙古八珍”中的“白玉浆”。现

盛行于东欧、中东地区以及中国的内蒙古和新疆等地区，适于乳糖不耐受

患者饮用。 

蒙医学以酸马奶的营养价值和保健作用为基础上创立了“酸马奶

疗法”。 

促进脾脏内淋巴细胞增殖分化，提高全血中T、B细胞的增殖率，

从而起到免疫调节作用。 

含抑菌杀菌成分，经微生物发酵，产生细菌素、有机酸、过氧化氢

和双乙酰等多种抑菌物质，抗菌活性强。 

含益生菌、乳清酸、不饱和脂肪酸、丰富的钙以及ACE抑制肽，

可降脂降压，利于心血管疾病的康复，可治疗高血脂症。 

含大量益生菌、有机酸、B族维生素、维生素C，可调节胃肠道功能、

增进食欲和提高消化率，有利于消化道疾病的防治。 

除此之外，酸马奶中的功能性成分具有促进生长发育、增强骨密度、

调整肠道菌群、调节血糖、改善神经功能、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

和抑瘤抗癌等作用。  

酸马奶营养成分的典型值 

成分 
蛋白质
（%） 

脂肪
（%） 

乳糖
（%） 

游离氨基酸
（%） 

脂肪酸
（%） 

酒精度
（20℃，

%，v/v） 

酸度
（°T） 

Vc(mg/
100g) 

含量 2.00 1.75 2.80 1.77 1.65 2.20 110 78.4 

“实验室里的青春”工作组  马宇轩  制作 

内蒙古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 









Ø推荐每人每天食盐摄入不超过5克。

Ø提倡在家吃饭，学习少盐烹饪知识和技
能，培养全家清淡口味和习惯。

Ø不要忽视各种调味品、咸菜、腌制食品
中的隐性盐。

Ø小小盐勺用起来，家庭用盐要限量。

Ø家有老年人，高血压、心血管疾病以及肾脏病的病人，更应提倡合理少盐膳食。

Ø从小培养儿童清淡口味，少吃高盐零食。

Ø在外就餐或点外卖主动要求低盐口味，优选低盐菜品，注意荤素搭配。

Ø购买加工食品查看营养标签，选择低钠食品，少买高油、高盐的加工食品。实验室里的青春工作组  吴艳  制作

Ø烹调方法多样化，优选原味
蒸煮，巧用多种风味替代盐，
菜肴快出锅时放盐。                          

免疫系统是防卫病原体入侵最有效的武器，能
发现并清除外来病原微生物，保障身体健康。
长期高盐饮食会增加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多
种慢性病的发生风险，且有研究表明，也有可
能会促使免疫细胞的活动向促炎症反应发展，
并成为引发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一个风险因素。

内蒙古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



优质蛋白质是其所含有各种氨基酸种类
和比值更接近于人体内的蛋白质氨基酸
组成，易于被人体消化吸收。
公认的优质蛋白质是乳类、肉类、鱼类
蛋白质和大豆蛋白质，按照中国居民膳
食指南推荐的摄入量，每天平均摄入肉
1两、鸡蛋1个、鱼1两、大豆半两、牛奶
300克，就能保证身体所需优质蛋白质数
量。以上推荐是按照普通成年人的平均
体重推荐的摄入量。若体重较重或处于
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则应适当增加优
质蛋白质的摄入。

实验室里的青春工作组  吴艳  制作

排名 食物名称 蛋白质含量         
g/100g（平均值）

氨基酸评分
（代表值）

1 鸡蛋 13.1 106
2 牛奶（液态） 3.3 98
3 鱼肉 18 98
4 虾肉 16.8 91
5 鸡肉 20.3 91
6 鸭肉 15.5 90
7 瘦牛肉 22.6 94
8 瘦羊肉 20.5 91
9 瘦猪肉 20.7 92
10 大豆（干） 35 63

内蒙古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

健康中国，营养先行！
    建设营养健康内蒙古！



优质蛋白质食物

母乳
6月龄以前的婴幼儿，纯母乳喂养；满6月龄后在此基础上，添加辅食；

1岁以后，摄入食物品种多样化，但母乳仍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之一。

肉鱼类食物 富含铁、锌、维生素等微量营养素以及多不饱和脂肪酸。

蛋类 易吸收，利用率可达98%以上；1岁以上的儿童，每天一个鸡蛋。

动物乳 鲜牛奶摄入量：儿童1岁以上，500ml左右/天；2岁以上300ml~400ml/天。

豆谷类 可达弥补作用，但最好不要太依赖豆谷类食物提供蛋白质。

实验室里的青春工作组 许昀晖 制作

是一种含氮的有机化合物，是人体免疫系统构建的物质基础，也是人体免
疫应答中的卫士。人类可以利用动植物中的蛋白质为原料合成自身蛋白质，蛋白质
不能直接被人体利用，经消化后的氨基酸才能吸收进入人体并被利用。在合成人体
的20余种氨基酸中，有9种氨基酸是人体不能合成，必须从食物中获取，这些氨基
酸被称为“必需氨基酸”。其中未发育成熟的婴幼儿肝脏合成能力有限，组氨酸也
不能合成。动物性食物蛋白质质量通常比植物性食物蛋白质高。

内蒙古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验室里的青春工作组 许昀晖 制作

不同人群奶、豆、蛋类食物建议摄入量

食物
类别

单位
幼儿（岁） 儿童少年（岁） 成人（岁）

2~ 4~ 7~ 11~ 14~ 18~ 65~

乳类
（g/d） 500 350~500 300 300 300 300 300

（份/日） 2.5 2~2.5 1.5 1.5 1.5 1.5 1.5

大豆
（g/周） 35~105 105 105 105 105~175 105~175 105

（份/周） 1.5~4 4 4 4 4~7 4~7 4

蛋类
（g/d） 20~25 25 25~40 40~50 50 40~50 40~50

（份/周） 2~3.5 3.5~5.5 3.5~5.5 5.5~7 7 5.5~7 5.5~7

注：能量需要量水平计算按照
2岁~（1000~1400kcal/d）；
7岁~（1400~1600kcal/d）；
11岁~（1800~2000kcal/d）；
14岁~（2000~2400kcal/d）；
18岁~（1600~2400kcal/d）；
65岁~（1600~2000kcal/d）。

奶类、大豆及其制品、蛋类是平衡
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奶类富含钙，是
优质蛋白质和B族维生素的良好来源。有
利于儿童青少年成长发育，促进成人骨
骼健康；大豆富含优质蛋白质、必需脂
肪酸、维生素E，并含有大豆异黄酮、植
物固醇等多种植物化合物。可以降低乳
腺癌和骨质疏松症的发病风险；蛋类属
于动物性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脂类、
脂溶性维生素、B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等。
各种营养成分比较齐全，营养价值高，
但胆固醇含量也高，摄入量不宜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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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



健康中国，营养先行！
    建设营养健康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验室里的青春”工作组 杨惠茹制作

膳食均衡，乳蛋瘦肉
天天蔬果， 常吃薯豆
适当运动， 合理体重
充足睡眠， 疫病无忧

合理膳食是保证良好免疫力的物质基础，乳蛋瘦肉中

含优质蛋白及易于消化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果蔬富含维生素、

膳食纤维及各种植物生物活性物质，均有助于提高和维持

正常免疫。常吃薯类和干豆类，多吃全谷物！白面和大米加工

程度太高，去掉谷皮、糊粉层和胚，从而失去大量矿物质、

B族维生素、蛋白质油脂（胚）和谷物膳食纤维等营养物质。

注意吃动平衡，生命在于运动。注意劳逸结合，过度疲劳

和长期缺觉会损害机体免疫，增加对传染病的易感性。

内蒙古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



湰ń陸 睴憭聜㭓

娍䣆娕㿹螠䖆殰嶢統靋 渞挙麄 繮統

名称 生物活性 食物来源 化合物种类

多酚 抗氧化、抗炎、抑制肿瘤和调节毛细血管功能 深色水果、蔬菜和谷物 原儿茶酚、绿原酸、白藜芦醇和黄酮类

皂苷 抗菌及抗病毒作用，增强免疫功能 酸枣、枇杷和豆类 甾体皂苷和三萜皂苷

植酸 抗氧化、抑制淀粉及脂肪的消化吸收 各种可食植物种子 肌醇六磷酸

植物雌激素 雌激素样作用 大豆、葛根和亚麻籽 异黄酮和木酚素

萜类化合物 杀菌、防腐、镇静和抑制肿瘤作用 柑橘类水果 单萜、倍半萜、二萜、三萜和四萜

植物固醇 抗炎、退热和抑制胆固醇吸收 豆类、坚果和植物油 β-谷固醇和豆固醇

有机硫化物 杀菌、抗炎和抑制肿瘤细胞生长 十字花科和葱蒜类蔬菜 异硫氰酸盐和烯丙基硫化合物

类胡萝卜素 抗氧化、增强免疫功能和预防眼病 玉米、绿叶菜、黄色蔬菜及水果 胡萝卜素、番茄素和玉米黄素

䜕聜陸鰉浱喰趥𢦏飠鎛喩ꃻ㸅鰉浱獪鵲㧡喰媈薔題浱蠌螠聜㭓ꃻ㷴蟯㛏跢掄䖒𢦏飠鎛蕦聜睴憭敄紱虫㸆銛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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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



非发酵豆制品
发酵豆制品

    豆制品发酵后蛋白质
部分分解，较易消化吸收，
某些营养素（如微生物在
发酵过程中合成的维生素
B12）含量有所增加。大豆
制成豆芽后，含有原有的
营养素外，还含有较多的
维生素C。因此，当新鲜蔬
菜缺乏时，豆芽是维生素C
最好的来源。

实验室里的青春工作组   姬彩霞  制作



老学生  中国营养学会首批科学传播使者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科普专家 
        内蒙古营养学会科普专家  

“实验室里的青春”工作组 张鑫，雒帅 制作 

食物多样，乳蛋瘦肉 
天天蔬果，常吃薯豆 
适当运动，合理体重 
充足睡眠，疫病无忧 

内蒙古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验室里的青春”工作组 雒帅 制作 

食物多样，乳蛋瘦肉 
天天蔬果，常吃薯豆 
适当运动，合理体重 
充足睡眠，疫病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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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