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起老年人呕吐的原因很
多， 其中只有少数是消化系统疾
病引起， 因此， 老年人一旦发生
呕吐， 请仔细找一下原因。

饮食不当 暴饮暴食、 酗酒、
过量食用辛辣食物等会加重胃肠
负担， 反射性地增强胃及小肠逆
蠕动， 使胃内容物呕吐出体外。

情绪或心理因素 精神紧张、
焦虑、 多疑、 失眠等均可引起大
脑皮层的功能失调， 从而兴奋延
髓的呕吐中枢， 出现恶心、 呕吐。
还有些老年人进餐时或餐后不久
即发生呕吐， 医学上称为神经性
呕吐， 和心理因素有关。

胃肠道疾病 一些胃肠道疾病
可引起呕吐， 但各有其特点。 如
呕吐物中有血迹 、 或呈咖啡样 ，
提示上消化道出血； 若为粪性呕

吐物则提示低位肠梗阻、 胃结肠
瘘等； 胃肠梗阻可引起反复呕吐，
幽门梗阻时常有胃型、 胃蠕动波、
震水声存在； 而肠梗阻时则可见
肠型及肠鸣音亢进。

非胃肠疾病 一些肾脏疾病
导致肾功能不全、 尿毒症， 常在
早晨起床后 、 进餐前发生呕吐 ；
急性心肌梗塞发作时 ， 除胸痛 、
胸闷、 出汗外， 常伴有恶心、 呕
吐 ； 脑血管意外 、 高血压急症 、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等均可引起
呕吐。

药物影响 老年人由于长期服
用某些药物， 也可引起呕吐， 如
阿司匹林、 消炎痛、 地高辛、 复
方新诺明等。

湖南省儿童医院
中西结合科康复治疗师 伍俊妮

如果您有什么疑问或有要咨询
的问题，请联系本版责任编辑。

邮箱：57042518@qq.com
��������电话：0731-8432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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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天小便几次最正常？
A、 6 次； B、 7 次； C、 8 次；

D、 9次 正确答案： C

������ 【专家解析】 健康的小便标准
是每天 8 次， 每次 300 毫升左右，
总量不超过 3000 毫升。 如果超过 8
次， 就叫尿频， 但尿频并非都与肾
有关。

如果小便次数多， 但尿量少，
有可能是膀胱和尿道的问题； 如果
次数多， 且尿量也多， 则有可能是
内科代谢性疾病， 如糖尿病或多尿
症； 如果总是有尿意， 且很急， 很
可能是膀胱过度活动症； 如果尿意
隐隐的， 不太急， 可能是感觉神经
过敏， 或泌尿系统感染引起的膀胱
慢性炎症。 只有尿频而且尿常规检
查发现尿蛋白也增高时， 才有可能
是肾脏的问题。

2、晚上最好起夜几次？
A、 0 次； B、 1 次； C、 2 次；

D、 3次 正确答案： B

������ 【专家解析】 很多人认为起夜
会影响睡眠， 因此， 为了减少起夜
的次数而刻意减少晚上的饮水量，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对于健康的成
年人来说， 白天 7 次， 晚上 1 次，
才是小便次数的最佳比例。

当然， 对于某些疾病患者， 如
充血性心力衰竭和高血压患者， 为
了减轻心脏的负担， 还是需要控制
全天饮水量，晚上应该尽量少饮水；
另外，有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如果晚
上喝水太多， 早晨起来眼睛和面部
会浮肿，也需要减少晚上饮水量。

相反， 健康成年人如果为了减
少起夜， 晚上一点水也不敢喝， 时
间长了， 反而会让尿液浓缩， 导致
膀胱结石等疾病。

3、喝水后，多久去厕所最好？
A、 10-30 分钟； B、 30-45 分

钟； C、 45 分钟 -2 个小时； D、 2
个小时以上 正确答案：B

������ 【专家解析】 一般来说， 水在
体内正常代谢需要 30-45 分钟， 不
过， 如果稍长或稍短也不一定代表
你的身体， 尤其是肾脏出了问题。
因为水在体内停留时间的长短主要
受两个因素影响， 一是吃的是咸还
是淡， 如果吃得过咸， 排尿的时间
就会长一点， 因为盐会造成水在体
内潴留； 二是是否空腹， 如果空腹
喝水， 很快就想上厕所， 而吃了东
西后再喝水， 就不太容易有尿意。
原因很简单， 食物像海绵一样吸附
了水， 延长了它排出的时间。

此外， 身体是否缺水和天气也
会影响排尿时间。 如运动完出一身
汗， 身体高度缺水， 喝的水全部被
吸收 ， 就不易有尿 ； 如果天气太
冷， 水分很难通过汗液挥发， 只能
变成尿液， 就让人老想上厕所。

4、正常的尿液是什么颜色？
A、 淡茶色； B、 无色； C、 发

亮的黄色； D、 鲜红色； E、 酱油
色； F、 白色。 正确答案：A

������ 【专家解析】 健康的尿液应该
是淡黄透亮的， 就像沏的茶水。 但
是， 喝水多的时候， 尿液也可能像
白开水一样， 是无色的； 喝水少的
时候， 则像一种黄色的啤酒。 这几
种情况都是正常的。

不正常的尿液主要包括以下几
种： 发亮的鲜黄色， 说明尿液中含
有黄疸， 或者服用了维生素 B2 （核
黄素）； 如果像洗肉水一样的鲜红
色， 说明尿中有红细胞， 可能是肾
脏外科疾病或肾炎， 或者是受利福

平等抗结核药的影响； 如果是酱油
色， 说明尿中有破了的红细胞， 也
可能是肾炎； 如果是白色， 说明尿
中有乳糜， 源自丝虫病或肾、 淋巴
管堵塞， 临床很少见。

5、一天的尿量正常是多少？
A、 100 毫升； B、 400 毫升；

C、 1000 毫升； D、 1500 毫升； E、
3000毫升 正确答案：D

������ 【专家解析】 我们每天排出的
尿量大约是 1500 毫升左右， 这是
正常尿量， 但是， 只要每天尿量多
于 400 毫升， 少于 3000 毫升都没
有太大问题。

如果一天 24 小时尿量少于 400
毫升叫做少尿 ， 大多为急性肾衰
竭； 多于 3000 毫升叫做多尿， 多
为糖尿病或尿崩症等内分泌疾病，
也可能是精神性烦渴症。 此外，慢性
肾功能衰竭患者也可能出现多尿，
尤其是夜间尿量增多。

认为多喝水多排尿就能排毒，
完全是个误区。 只要排尿量在正常
范围内 ， 就足以把体内毒素排出
去， 没必要刻意地多喝水。

6、健康的尿液什么样？
A、 浑浊； B、 澄澈； C、 气味

浓； D、 气味淡； E、 泡沫多； F、
泡沫少 正确答案：B、F

������ 【专家解析】 淡黄、 澄澈、 透
亮是健康小便的重要标准。 但尿液
稍浑浊也不必过于担心， 尤其天气
较凉时， 尿液放置一会儿后容易变
得浑浊，甚至放久后，尿盆底部还会
出现白色沉渣， 这往往是尿液析出
了盐类结晶，它与肾脏疾病无关。

如果尿液中泡沫多则应该及时
到医院去做尿检 ， 如果出现蛋白
尿， 可能是肾脏病造成的， 但是如
果尿检无蛋白， 就并非异常。

临床上很少用尿的气味来辨别
健康与否， 所以尿味浓淡不用太放
在心上， 除非你的尿呈一种奇怪的
烂苹果味， 那有可能是糖尿病酮症
酸中毒的征兆。

本报综合

健康小便
每天小便多少次算正常？ “尿多就是肾虚、 多喝多尿才能排毒” 等说法是否正确？ 以下是

专家给出的健康小便“金标准”， 大家可以参照以下标准看看自己的小便是否正常。

金标准

1、一天小便几次最正常？
A、 6 次； B、 7 次； C、 8 次；

D、 9次 正确答案： C

������ 【专家解析】 健康的小便标准
是每天 8 次， 每次 300 毫升左右，
总量不超过 3000 毫升。 如果超过 8
次， 就叫尿频， 但尿频并非都与肾
有关。

如果小便次数多， 但尿量少，
有可能是膀胱和尿道的问题； 如果
次数多， 且尿量也多， 则有可能是
内科代谢性疾病， 如糖尿病或多尿
症； 如果总是有尿意， 且很急， 很
可能是膀胱过度活动症； 如果尿意
隐隐的， 不太急， 可能是感觉神经
过敏， 或泌尿系统感染引起的膀胱
慢性炎症。 只有尿频而且尿常规检
查发现尿蛋白也增高时， 才有可能
是肾脏的问题。

2、晚上最好起夜几次？
A、 0 次； B、 1 次； C、 2 次；

D、 3次 正确答案： B

������ 【专家解析】 很多人认为起夜
会影响睡眠， 因此， 为了减少起夜
的次数而刻意减少晚上的饮水量，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对于健康的成
年人来说， 白天 7 次， 晚上 1 次，
才是小便次数的最佳比例。

当然， 对于某些疾病患者， 如
充血性心力衰竭和高血压患者， 为
了减轻心脏的负担， 还是需要控制
全天饮水量，晚上应该尽量少饮水；
另外，有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如果晚
上喝水太多， 早晨起来眼睛和面部
会浮肿，也需要减少晚上饮水量。

相反， 健康成年人如果为了减
少起夜， 晚上一点水也不敢喝， 时
间长了， 反而会让尿液浓缩， 导致
膀胱结石等疾病。

3、喝水后，多久去厕所最好？
A、 10-30 分钟； B、 30-45 分

钟； C、 45 分钟 -2 个小时； D、 2
个小时以上 正确答案：B

������ 【专家解析】 一般来说， 水在
体内正常代谢需要 30-45 分钟， 不
过， 如果稍长或稍短也不一定代表
你的身体， 尤其是肾脏出了问题。
因为水在体内停留时间的长短主要
受两个因素影响， 一是吃的是咸还
是淡， 如果吃得过咸， 排尿的时间
就会长一点， 因为盐会造成水在体
内潴留； 二是是否空腹， 如果空腹
喝水， 很快就想上厕所， 而吃了东
西后再喝水， 就不太容易有尿意。
原因很简单， 食物像海绵一样吸附
了水， 延长了它排出的时间。

此外， 身体是否缺水和天气也
会影响排尿时间。 如运动完出一身
汗， 身体高度缺水， 喝的水全部被
吸收 ， 就不易有尿 ； 如果天气太
冷， 水分很难通过汗液挥发， 只能
变成尿液， 就让人老想上厕所。

4、正常的尿液是什么颜色？
A、 淡茶色； B、 无色； C、 发

亮的黄色； D、 鲜红色； E、 酱油
色； F、 白色。 正确答案：A

������ 【专家解析】 健康的尿液应该
是淡黄透亮的， 就像沏的茶水。 但
是， 喝水多的时候， 尿液也可能像
白开水一样， 是无色的； 喝水少的
时候， 则像一种黄色的啤酒。 这几
种情况都是正常的。

不正常的尿液主要包括以下几
种： 发亮的鲜黄色， 说明尿液中含
有黄疸， 或者服用了维生素 B2 （核
黄素）； 如果像洗肉水一样的鲜红
色， 说明尿中有红细胞， 可能是肾
脏外科疾病或肾炎， 或者是受利福

平等抗结核药的影响； 如果是酱油
色， 说明尿中有破了的红细胞， 也
可能是肾炎； 如果是白色， 说明尿
中有乳糜， 源自丝虫病或肾、 淋巴
管堵塞， 临床很少见。

5、一天的尿量正常是多少？
A、 100 毫升； B、 400 毫升；

C、 1000 毫升； D、 1500 毫升； E、
3000毫升 正确答案：D

������ 【专家解析】 我们每天排出的
尿量大约是 1500 毫升左右， 这是
正常尿量， 但是， 只要每天尿量多
于 400 毫升， 少于 3000 毫升都没
有太大问题。

如果一天 24 小时尿量少于 400
毫升叫做少尿 ， 大多为急性肾衰
竭； 多于 3000 毫升叫做多尿， 多
为糖尿病或尿崩症等内分泌疾病，
也可能是精神性烦渴症。 此外，慢性
肾功能衰竭患者也可能出现多尿，
尤其是夜间尿量增多。

认为多喝水多排尿就能排毒，
完全是个误区。 只要排尿量在正常
范围内 ， 就足以把体内毒素排出
去， 没必要刻意地多喝水。

6、健康的尿液什么样？
A、 浑浊； B、 澄澈； C、 气味

浓； D、 气味淡； E、 泡沫多； F、
泡沫少 正确答案：B、F

������ 【专家解析】 淡黄、 澄澈、 透
亮是健康小便的重要标准。 但尿液
稍浑浊也不必过于担心， 尤其天气
较凉时， 尿液放置一会儿后容易变
得浑浊，甚至放久后，尿盆底部还会
出现白色沉渣， 这往往是尿液析出
了盐类结晶，它与肾脏疾病无关。

如果尿液中泡沫多则应该及时
到医院去做尿检 ， 如果出现蛋白
尿， 可能是肾脏病造成的， 但是如
果尿检无蛋白， 就并非异常。

临床上很少用尿的气味来辨别
健康与否， 所以尿味浓淡不用太放
在心上， 除非你的尿呈一种奇怪的
烂苹果味， 那有可能是糖尿病酮症
酸中毒的征兆。

本报综合

1、一天小便几次最正常？
A、 6 次； B、 7 次； C、 8 次；

D、 9次 正确答案： C

������ 【专家解析】 健康的小便标准
是每天 8 次， 每次 300 毫升左右，
总量不超过 3000 毫升。 如果超过 8
次， 就叫尿频， 但尿频并非都与肾
有关。

如果小便次数多， 但尿量少，
有可能是膀胱和尿道的问题； 如果
次数多， 且尿量也多， 则有可能是
内科代谢性疾病， 如糖尿病或多尿
症； 如果总是有尿意， 且很急， 很
可能是膀胱过度活动症； 如果尿意
隐隐的， 不太急， 可能是感觉神经
过敏， 或泌尿系统感染引起的膀胱
慢性炎症。 只有尿频而且尿常规检
查发现尿蛋白也增高时， 才有可能
是肾脏的问题。

2、晚上最好起夜几次？
A、 0 次； B、 1 次； C、 2 次；

D、 3次 正确答案： B

������ 【专家解析】 很多人认为起夜
会影响睡眠， 因此， 为了减少起夜
的次数而刻意减少晚上的饮水量，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对于健康的成
年人来说， 白天 7 次， 晚上 1 次，
才是小便次数的最佳比例。

当然， 对于某些疾病患者， 如
充血性心力衰竭和高血压患者， 为
了减轻心脏的负担， 还是需要控制
全天饮水量，晚上应该尽量少饮水；
另外，有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如果晚
上喝水太多， 早晨起来眼睛和面部
会浮肿，也需要减少晚上饮水量。

相反， 健康成年人如果为了减
少起夜， 晚上一点水也不敢喝， 时
间长了， 反而会让尿液浓缩， 导致
膀胱结石等疾病。

3、喝水后，多久去厕所最好？
A、 10-30 分钟； B、 30-45 分

钟； C、 45 分钟 -2 个小时； D、 2
个小时以上 正确答案：B

������ 【专家解析】 一般来说， 水在
体内正常代谢需要 30-45 分钟， 不
过， 如果稍长或稍短也不一定代表
你的身体， 尤其是肾脏出了问题。
因为水在体内停留时间的长短主要
受两个因素影响， 一是吃的是咸还
是淡， 如果吃得过咸， 排尿的时间
就会长一点， 因为盐会造成水在体
内潴留； 二是是否空腹， 如果空腹
喝水， 很快就想上厕所， 而吃了东
西后再喝水， 就不太容易有尿意。
原因很简单， 食物像海绵一样吸附
了水， 延长了它排出的时间。

此外， 身体是否缺水和天气也
会影响排尿时间。 如运动完出一身
汗， 身体高度缺水， 喝的水全部被
吸收 ， 就不易有尿 ； 如果天气太
冷， 水分很难通过汗液挥发， 只能
变成尿液， 就让人老想上厕所。

4、正常的尿液是什么颜色？
A、 淡茶色； B、 无色； C、 发

亮的黄色； D、 鲜红色； E、 酱油
色； F、 白色。 正确答案：A

������ 【专家解析】 健康的尿液应该
是淡黄透亮的， 就像沏的茶水。 但
是， 喝水多的时候， 尿液也可能像
白开水一样， 是无色的； 喝水少的
时候， 则像一种黄色的啤酒。 这几
种情况都是正常的。

不正常的尿液主要包括以下几
种： 发亮的鲜黄色， 说明尿液中含
有黄疸， 或者服用了维生素 B2 （核
黄素）； 如果像洗肉水一样的鲜红
色， 说明尿中有红细胞， 可能是肾
脏外科疾病或肾炎， 或者是受利福

平等抗结核药的影响； 如果是酱油
色， 说明尿中有破了的红细胞， 也
可能是肾炎； 如果是白色， 说明尿
中有乳糜， 源自丝虫病或肾、 淋巴
管堵塞， 临床很少见。

5、一天的尿量正常是多少？
A、 100 毫升； B、 400 毫升；

C、 1000 毫升； D、 1500 毫升； E、
3000毫升 正确答案：D

������ 【专家解析】 我们每天排出的
尿量大约是 1500 毫升左右， 这是
正常尿量， 但是， 只要每天尿量多
于 400 毫升， 少于 3000 毫升都没
有太大问题。

如果一天 24 小时尿量少于 400
毫升叫做少尿 ， 大多为急性肾衰
竭； 多于 3000 毫升叫做多尿， 多
为糖尿病或尿崩症等内分泌疾病，
也可能是精神性烦渴症。 此外，慢性
肾功能衰竭患者也可能出现多尿，
尤其是夜间尿量增多。

认为多喝水多排尿就能排毒，
完全是个误区。 只要排尿量在正常
范围内 ， 就足以把体内毒素排出
去， 没必要刻意地多喝水。

6、健康的尿液什么样？
A、 浑浊； B、 澄澈； C、 气味

浓； D、 气味淡； E、 泡沫多； F、
泡沫少 正确答案：B、F

������ 【专家解析】 淡黄、 澄澈、 透
亮是健康小便的重要标准。 但尿液
稍浑浊也不必过于担心， 尤其天气
较凉时， 尿液放置一会儿后容易变
得浑浊，甚至放久后，尿盆底部还会
出现白色沉渣， 这往往是尿液析出
了盐类结晶，它与肾脏疾病无关。

如果尿液中泡沫多则应该及时
到医院去做尿检 ， 如果出现蛋白
尿， 可能是肾脏病造成的， 但是如
果尿检无蛋白， 就并非异常。

临床上很少用尿的气味来辨别
健康与否， 所以尿味浓淡不用太放
在心上， 除非你的尿呈一种奇怪的
烂苹果味， 那有可能是糖尿病酮症
酸中毒的征兆。

本报综合

1、一天小便几次最正常？
A、 6 次； B、 7 次； C、 8 次；

D、 9次 正确答案： C

������ 【专家解析】 健康的小便标准
是每天 8 次， 每次 300 毫升左右，
总量不超过 3000 毫升。 如果超过 8
次， 就叫尿频， 但尿频并非都与肾
有关。

如果小便次数多， 但尿量少，
有可能是膀胱和尿道的问题； 如果
次数多， 且尿量也多， 则有可能是
内科代谢性疾病， 如糖尿病或多尿
症； 如果总是有尿意， 且很急， 很
可能是膀胱过度活动症； 如果尿意
隐隐的， 不太急， 可能是感觉神经
过敏， 或泌尿系统感染引起的膀胱
慢性炎症。 只有尿频而且尿常规检
查发现尿蛋白也增高时， 才有可能
是肾脏的问题。

2、晚上最好起夜几次？
A、 0 次； B、 1 次； C、 2 次；

D、 3次 正确答案： B

������ 【专家解析】 很多人认为起夜
会影响睡眠， 因此， 为了减少起夜
的次数而刻意减少晚上的饮水量，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对于健康的成
年人来说， 白天 7 次， 晚上 1 次，
才是小便次数的最佳比例。

当然， 对于某些疾病患者， 如
充血性心力衰竭和高血压患者， 为
了减轻心脏的负担， 还是需要控制
全天饮水量，晚上应该尽量少饮水；
另外，有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如果晚
上喝水太多， 早晨起来眼睛和面部
会浮肿，也需要减少晚上饮水量。

相反， 健康成年人如果为了减
少起夜， 晚上一点水也不敢喝， 时
间长了， 反而会让尿液浓缩， 导致
膀胱结石等疾病。

3、喝水后，多久去厕所最好？
A、 10-30 分钟； B、 30-45 分

钟； C、 45 分钟 -2 个小时； D、 2
个小时以上 正确答案：B

������ 【专家解析】 一般来说， 水在
体内正常代谢需要 30-45 分钟， 不
过， 如果稍长或稍短也不一定代表
你的身体， 尤其是肾脏出了问题。
因为水在体内停留时间的长短主要
受两个因素影响， 一是吃的是咸还
是淡， 如果吃得过咸， 排尿的时间
就会长一点， 因为盐会造成水在体
内潴留； 二是是否空腹， 如果空腹
喝水， 很快就想上厕所， 而吃了东
西后再喝水， 就不太容易有尿意。
原因很简单， 食物像海绵一样吸附
了水， 延长了它排出的时间。

此外， 身体是否缺水和天气也
会影响排尿时间。 如运动完出一身
汗， 身体高度缺水， 喝的水全部被
吸收 ， 就不易有尿 ； 如果天气太
冷， 水分很难通过汗液挥发， 只能
变成尿液， 就让人老想上厕所。

4、正常的尿液是什么颜色？
A、 淡茶色； B、 无色； C、 发

亮的黄色； D、 鲜红色； E、 酱油
色； F、 白色。 正确答案：A

������ 【专家解析】 健康的尿液应该
是淡黄透亮的， 就像沏的茶水。 但
是， 喝水多的时候， 尿液也可能像
白开水一样， 是无色的； 喝水少的
时候， 则像一种黄色的啤酒。 这几
种情况都是正常的。

不正常的尿液主要包括以下几
种： 发亮的鲜黄色， 说明尿液中含
有黄疸， 或者服用了维生素 B2 （核
黄素）； 如果像洗肉水一样的鲜红
色， 说明尿中有红细胞， 可能是肾
脏外科疾病或肾炎， 或者是受利福

平等抗结核药的影响； 如果是酱油
色， 说明尿中有破了的红细胞， 也
可能是肾炎； 如果是白色， 说明尿
中有乳糜， 源自丝虫病或肾、 淋巴
管堵塞， 临床很少见。

5、一天的尿量正常是多少？
A、 100 毫升； B、 400 毫升；

C、 1000 毫升； D、 1500 毫升； E、
3000毫升 正确答案：D

������ 【专家解析】 我们每天排出的
尿量大约是 1500 毫升左右， 这是
正常尿量， 但是， 只要每天尿量多
于 400 毫升， 少于 3000 毫升都没
有太大问题。

如果一天 24 小时尿量少于 400
毫升叫做少尿 ， 大多为急性肾衰
竭； 多于 3000 毫升叫做多尿， 多
为糖尿病或尿崩症等内分泌疾病，
也可能是精神性烦渴症。 此外，慢性
肾功能衰竭患者也可能出现多尿，
尤其是夜间尿量增多。

认为多喝水多排尿就能排毒，
完全是个误区。 只要排尿量在正常
范围内 ， 就足以把体内毒素排出
去， 没必要刻意地多喝水。

6、健康的尿液什么样？
A、 浑浊； B、 澄澈； C、 气味

浓； D、 气味淡； E、 泡沫多； F、
泡沫少 正确答案：B、F

������ 【专家解析】 淡黄、 澄澈、 透
亮是健康小便的重要标准。 但尿液
稍浑浊也不必过于担心， 尤其天气
较凉时， 尿液放置一会儿后容易变
得浑浊，甚至放久后，尿盆底部还会
出现白色沉渣， 这往往是尿液析出
了盐类结晶，它与肾脏疾病无关。

如果尿液中泡沫多则应该及时
到医院去做尿检 ， 如果出现蛋白
尿， 可能是肾脏病造成的， 但是如
果尿检无蛋白， 就并非异常。

临床上很少用尿的气味来辨别
健康与否， 所以尿味浓淡不用太放
在心上， 除非你的尿呈一种奇怪的
烂苹果味， 那有可能是糖尿病酮症
酸中毒的征兆。

本报综合

1、一天小便几次最正常？
A、 6 次； B、 7 次； C、 8 次；

D、 9次 正确答案： C

������ 【专家解析】 健康的小便标准
是每天 8 次， 每次 300 毫升左右，
总量不超过 3000 毫升。 如果超过 8
次， 就叫尿频， 但尿频并非都与肾
有关。

如果小便次数多， 但尿量少，
有可能是膀胱和尿道的问题； 如果
次数多， 且尿量也多， 则有可能是
内科代谢性疾病， 如糖尿病或多尿
症； 如果总是有尿意， 且很急， 很
可能是膀胱过度活动症； 如果尿意
隐隐的， 不太急， 可能是感觉神经
过敏， 或泌尿系统感染引起的膀胱
慢性炎症。 只有尿频而且尿常规检
查发现尿蛋白也增高时， 才有可能
是肾脏的问题。

2、晚上最好起夜几次？
A、 0 次； B、 1 次； C、 2 次；

D、 3次 正确答案： B

������ 【专家解析】 很多人认为起夜
会影响睡眠， 因此， 为了减少起夜
的次数而刻意减少晚上的饮水量，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对于健康的成
年人来说， 白天 7 次， 晚上 1 次，
才是小便次数的最佳比例。

当然， 对于某些疾病患者， 如
充血性心力衰竭和高血压患者， 为
了减轻心脏的负担， 还是需要控制
全天饮水量，晚上应该尽量少饮水；
另外，有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如果晚
上喝水太多， 早晨起来眼睛和面部
会浮肿，也需要减少晚上饮水量。

相反， 健康成年人如果为了减
少起夜， 晚上一点水也不敢喝， 时
间长了， 反而会让尿液浓缩， 导致
膀胱结石等疾病。

3、喝水后，多久去厕所最好？
A、 10-30 分钟； B、 30-45 分

钟； C、 45 分钟 -2 个小时； D、 2
个小时以上 正确答案：B

������ 【专家解析】 一般来说， 水在
体内正常代谢需要 30-45 分钟， 不
过， 如果稍长或稍短也不一定代表
你的身体， 尤其是肾脏出了问题。
因为水在体内停留时间的长短主要
受两个因素影响， 一是吃的是咸还
是淡， 如果吃得过咸， 排尿的时间
就会长一点， 因为盐会造成水在体
内潴留； 二是是否空腹， 如果空腹
喝水， 很快就想上厕所， 而吃了东
西后再喝水， 就不太容易有尿意。
原因很简单， 食物像海绵一样吸附
了水， 延长了它排出的时间。

此外， 身体是否缺水和天气也
会影响排尿时间。 如运动完出一身
汗， 身体高度缺水， 喝的水全部被
吸收 ， 就不易有尿 ； 如果天气太
冷， 水分很难通过汗液挥发， 只能
变成尿液， 就让人老想上厕所。

4、正常的尿液是什么颜色？
A、 淡茶色； B、 无色； C、 发

亮的黄色； D、 鲜红色； E、 酱油
色； F、 白色。 正确答案：A

������ 【专家解析】 健康的尿液应该
是淡黄透亮的， 就像沏的茶水。 但
是， 喝水多的时候， 尿液也可能像
白开水一样， 是无色的； 喝水少的
时候， 则像一种黄色的啤酒。 这几
种情况都是正常的。

不正常的尿液主要包括以下几
种： 发亮的鲜黄色， 说明尿液中含
有黄疸， 或者服用了维生素 B2 （核
黄素）； 如果像洗肉水一样的鲜红
色， 说明尿中有红细胞， 可能是肾
脏外科疾病或肾炎， 或者是受利福

平等抗结核药的影响； 如果是酱油
色， 说明尿中有破了的红细胞， 也
可能是肾炎； 如果是白色， 说明尿
中有乳糜， 源自丝虫病或肾、 淋巴
管堵塞， 临床很少见。

5、一天的尿量正常是多少？
A、 100 毫升； B、 400 毫升；

C、 1000 毫升； D、 1500 毫升； E、
3000毫升 正确答案：D

������ 【专家解析】 我们每天排出的
尿量大约是 1500 毫升左右， 这是
正常尿量， 但是， 只要每天尿量多
于 400 毫升， 少于 3000 毫升都没
有太大问题。

如果一天 24 小时尿量少于 400
毫升叫做少尿 ， 大多为急性肾衰
竭； 多于 3000 毫升叫做多尿， 多
为糖尿病或尿崩症等内分泌疾病，
也可能是精神性烦渴症。 此外，慢性
肾功能衰竭患者也可能出现多尿，
尤其是夜间尿量增多。

认为多喝水多排尿就能排毒，
完全是个误区。 只要排尿量在正常
范围内 ， 就足以把体内毒素排出
去， 没必要刻意地多喝水。

6、健康的尿液什么样？
A、 浑浊； B、 澄澈； C、 气味

浓； D、 气味淡； E、 泡沫多； F、
泡沫少 正确答案：B、F

������ 【专家解析】 淡黄、 澄澈、 透
亮是健康小便的重要标准。 但尿液
稍浑浊也不必过于担心， 尤其天气
较凉时， 尿液放置一会儿后容易变
得浑浊，甚至放久后，尿盆底部还会
出现白色沉渣， 这往往是尿液析出
了盐类结晶，它与肾脏疾病无关。

如果尿液中泡沫多则应该及时
到医院去做尿检 ， 如果出现蛋白
尿， 可能是肾脏病造成的， 但是如
果尿检无蛋白， 就并非异常。

临床上很少用尿的气味来辨别
健康与否， 所以尿味浓淡不用太放
在心上， 除非你的尿呈一种奇怪的
烂苹果味， 那有可能是糖尿病酮症
酸中毒的征兆。

本报综合

张医生：
孩子发烧， 我给他在床上量体

温时不小心把体温表打破了， 弄得
床上都是水银， 虽然经过清理， 但
不知道是否清理干净， 若孩子也睡
在这个床上， 会不会影响健康？

读者 孙女士
孙女士：

你好，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职
业病科主任医师赖燕回复， 水银又
称汞， 常温下容易挥发， 可通过呼
吸道吸收引起中毒症状， 如头痛、
头昏、 乏力、 发热、 恶心、 呕吐、
腹痛、 腹泻等， 或者在四肢和头面
部出现红色斑丘疹， 少数患者可出
现肾损害。

因此， 如果水银体温计不小心
打破了， 家长可戴上口罩， 用湿润
的小棉棒或胶带纸将水银收集起
来， 装进有水的矿泉水瓶内密封，
并保持室内通风， 一般不会引起汞
中毒。 但是， 如果是在给孩子测量
口腔温度时发生意外的， 家长首先
应让孩子将碎玻璃吐出， 并用清水
漱口， 如孩子误吞了水银， 可以先
服用大量的牛奶、 豆浆或蛋清， 以
保护胃粘膜， 同时尽快送往医院。

张医生

水银体温计打破了
怎么办？

老人呕吐细查因
"""""""""""""""""""""""""""""

1、一天小便几次最正常？
A、 6 次； B、 7 次； C、 8 次；

D、 9次 正确答案： C

������ 【专家解析】 健康的小便标准
是每天 8 次， 每次 300 毫升左右，
总量不超过 3000 毫升。 如果超过 8
次， 就叫尿频， 但尿频并非都与肾
有关。

如果小便次数多， 但尿量少，
有可能是膀胱和尿道的问题； 如果
次数多， 且尿量也多， 则有可能是
内科代谢性疾病， 如糖尿病或多尿
症； 如果总是有尿意， 且很急， 很
可能是膀胱过度活动症； 如果尿意
隐隐的， 不太急， 可能是感觉神经
过敏， 或泌尿系统感染引起的膀胱
慢性炎症。 只有尿频而且尿常规检
查发现尿蛋白也增高时， 才有可能
是肾脏的问题。

2、晚上最好起夜几次？
A、 0 次； B、 1 次； C、 2 次；

D、 3次 正确答案： B

������ 【专家解析】 很多人认为起夜
会影响睡眠， 因此， 为了减少起夜
的次数而刻意减少晚上的饮水量，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对于健康的成
年人来说， 白天 7 次， 晚上 1 次，
才是小便次数的最佳比例。

当然， 对于某些疾病患者， 如
充血性心力衰竭和高血压患者， 为
了减轻心脏的负担， 还是需要控制
全天饮水量，晚上应该尽量少饮水；
另外，有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如果晚
上喝水太多， 早晨起来眼睛和面部
会浮肿，也需要减少晚上饮水量。

相反， 健康成年人如果为了减
少起夜， 晚上一点水也不敢喝， 时
间长了， 反而会让尿液浓缩， 导致
膀胱结石等疾病。

3、喝水后，多久去厕所最好？
A、 10-30 分钟； B、 30-45 分

钟； C、 45 分钟 -2 个小时； D、 2
个小时以上 正确答案：B

������ 【专家解析】 一般来说， 水在
体内正常代谢需要 30-45 分钟， 不
过， 如果稍长或稍短也不一定代表
你的身体， 尤其是肾脏出了问题。
因为水在体内停留时间的长短主要
受两个因素影响， 一是吃的是咸还
是淡， 如果吃得过咸， 排尿的时间
就会长一点， 因为盐会造成水在体
内潴留； 二是是否空腹， 如果空腹
喝水， 很快就想上厕所， 而吃了东
西后再喝水， 就不太容易有尿意。
原因很简单， 食物像海绵一样吸附
了水， 延长了它排出的时间。

此外， 身体是否缺水和天气也
会影响排尿时间。 如运动完出一身
汗， 身体高度缺水， 喝的水全部被
吸收 ， 就不易有尿 ； 如果天气太
冷， 水分很难通过汗液挥发， 只能
变成尿液， 就让人老想上厕所。

4、正常的尿液是什么颜色？
A、 淡茶色； B、 无色； C、 发

亮的黄色； D、 鲜红色； E、 酱油
色； F、 白色。 正确答案：A

������ 【专家解析】 健康的尿液应该
是淡黄透亮的， 就像沏的茶水。 但
是， 喝水多的时候， 尿液也可能像
白开水一样， 是无色的； 喝水少的
时候， 则像一种黄色的啤酒。 这几
种情况都是正常的。

不正常的尿液主要包括以下几
种： 发亮的鲜黄色， 说明尿液中含
有黄疸， 或者服用了维生素 B2 （核
黄素）； 如果像洗肉水一样的鲜红
色， 说明尿中有红细胞， 可能是肾
脏外科疾病或肾炎， 或者是受利福

平等抗结核药的影响； 如果是酱油
色， 说明尿中有破了的红细胞， 也
可能是肾炎； 如果是白色， 说明尿
中有乳糜， 源自丝虫病或肾、 淋巴
管堵塞， 临床很少见。

5、一天的尿量正常是多少？
A、 100 毫升； B、 400 毫升；

C、 1000 毫升； D、 1500 毫升； E、
3000毫升 正确答案：D

������ 【专家解析】 我们每天排出的
尿量大约是 1500 毫升左右， 这是
正常尿量， 但是， 只要每天尿量多
于 400 毫升， 少于 3000 毫升都没
有太大问题。

如果一天 24 小时尿量少于 400
毫升叫做少尿 ， 大多为急性肾衰
竭； 多于 3000 毫升叫做多尿， 多
为糖尿病或尿崩症等内分泌疾病，
也可能是精神性烦渴症。 此外，慢性
肾功能衰竭患者也可能出现多尿，
尤其是夜间尿量增多。

认为多喝水多排尿就能排毒，
完全是个误区。 只要排尿量在正常
范围内 ， 就足以把体内毒素排出
去， 没必要刻意地多喝水。

6、健康的尿液什么样？
A、 浑浊； B、 澄澈； C、 气味

浓； D、 气味淡； E、 泡沫多； F、
泡沫少 正确答案：B、F

������ 【专家解析】 淡黄、 澄澈、 透
亮是健康小便的重要标准。 但尿液
稍浑浊也不必过于担心， 尤其天气
较凉时， 尿液放置一会儿后容易变
得浑浊，甚至放久后，尿盆底部还会
出现白色沉渣， 这往往是尿液析出
了盐类结晶，它与肾脏疾病无关。

如果尿液中泡沫多则应该及时
到医院去做尿检 ， 如果出现蛋白
尿， 可能是肾脏病造成的， 但是如
果尿检无蛋白， 就并非异常。

临床上很少用尿的气味来辨别
健康与否， 所以尿味浓淡不用太放
在心上， 除非你的尿呈一种奇怪的
烂苹果味， 那有可能是糖尿病酮症
酸中毒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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