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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调查并分析北京市某高校男性运动人群春季饮水量、排尿量与水合状态ꎬ为后期开展针对性的饮水

宣教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北京市某高校男性运动人群 １０９ 名ꎬ采用连续 ７ ｄ ２４ ｈ 饮水记录

法调查其饮水量ꎬ采用双份饭法与称重法ꎬ对研究对象食用的食物进行称重采样送检ꎬ调查其食物水摄入量ꎬ收集调查对象

连续 ３ ｄ 的尿液ꎬ记录其排尿量并进行检测ꎬ使用训练计划估算其每周运动训练的能量消耗ꎮ 结果　 调查对象整体每日饮

水量的中位数为 １ ７８９ ｍＬꎬ每日食物水摄入量的中位数为 ９５５ ｍＬꎬ每日总水摄入量的中位数为 ２ ７０１ ｍＬꎬ每日 ２４ ｈ 排尿量

的中位数为 ８５０ ｍＬꎬ１５.６％的研究对象处于适宜水合状态ꎬ４３.１％处于脱水状态ꎮ 不同体脂率( ＢＦ％)、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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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消耗等级的研究对象每日饮水量、总水摄入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９.２０ꎬ８.４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相比

普通人群ꎬ北京市某高校男性运动人群的每日饮水量与总水摄入量较高ꎬ排尿量较低ꎬ且存在水合状态较差的现象ꎬ应对其

进行针对性的饮水宣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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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是人体内重要的组成部分ꎬ在个体的新陈代谢

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ꎮ 身体摄入水分有 ３ 个来源:饮
水、食物水、代谢水ꎻ排出水分有 ４ 个途径:消化道、皮
肤、肺、肾[１] ꎮ 正常情况下ꎬ饮水与排尿分别是水的来

源与去路中最主要的途径[２] ꎮ 为了维持人体正常的

生理功能ꎬ水在人体内的含量保持动态平衡ꎬ即摄入

与排出的量大致相等ꎮ 如果由于水分摄入不足或者

丢失过多ꎬ水分含量低于正常范围ꎬ则称为脱水状态ꎮ
水合状态与人体健康有着密切关系ꎬ脱水会影响人的

情绪[３]与大脑功能[４] ꎬ甚至增加头痛[５] 、尿结石[６] 等

疾病的发生风险ꎮ
运动人群在剧烈运动的过程中会丢失大量水份ꎬ

其饮水、排尿行为与水合状态可能与普通人群存在一

些差异ꎮ 为此ꎬ本研究于 ２０１９ 年 ４—５ 月对有规律运

动习惯的大学生运动人群开展调查ꎬ分析其饮水量、
排尿量与水合状态的分布特征ꎬ为后期开展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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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根据简单随机抽样样本量计算公式 Ｎ ＝ ｔ２Ｐ

(１－Ｐ) / ｅ２ꎬ参考文献[７]及类似的调查ꎬ４.４％的研究对

象有 ７５％以上的随机尿处于适宜水合状态ꎬ令 ｔ ＝ １.９６
(α ＝ ０.０５)ꎬｅ ＝ ４％ꎬ计算得到最大样本量为 １０１ꎬ考虑

到约 １０％的失访率ꎬ计算出实际样本量应为 １１１ 人ꎮ
纳入标准:１８ ~ ２５ 岁ꎬ有规律运动训练计划的健康男

性大学生( >５ 次 / 周中等强度以上运动)ꎮ 排除标准:
患有口腔、内分泌、肾脏、胃肠道、代谢性疾病等慢性

疾病或运动损伤ꎬ有认知障碍ꎬ１ 个月内服用过药物或

维生素等其他保健品者ꎮ
共调查 １１１ 名男性大学生ꎬ最终 １０９ 名完成此次

调查ꎬ完成率为 ９８.２％ꎮ 平均身高为(１７８.７±５.２) ｃｍꎬ
平均年龄为(２０.７±１.１)岁ꎮ 将调查对象按照体质量指

数(ＢＭＩ)、体脂率(ＢＦ％)和运动训练能量消耗四分位

分组后ꎬ不同组间的身高和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研究期间平均气温为(２４.２±５.８)℃ ꎬ平
均湿度为(３０±１６)％ꎮ

本调查通过了北京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审

批(批号:ＩＲＢ００００１０５２－１９０５１)ꎬ所有调查对象均签署

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体格测量 　 使用身高测量仪(型号:ＢＳＭ３７０ꎻ
ＢＩＯＳＰＡＣＥꎻ韩国)进行身高测量ꎬ精确至 ０.１ ｃｍꎮ 使

用卷尺进行腰围测量ꎬ精确至 ０.１ ｃｍꎮ 使用体成分仪

(型号:ｉｎｂｏｄｙ ２３０ꎻｉｎｂｏｄｙꎻ韩国)测量体重、体脂率、肌
肉含量等指标ꎬ体重测量至 ０.１ ｋｇꎮ 使用肺活量测试

仪(型号:ＧＭＣＳ－ＦＨＬꎻ健民ꎻ北京ꎻ中国)测量肺活量ꎮ
１.２.２ 　 温湿度测量 　 调查期间内使用温湿度计(型

号:ＷＳＢ－１－Ｈ２ꎻＥｘａｓａｃｅꎻ浙江ꎬ中国)每日早晨 １０:００
在空气内外流通处进行温湿度测量ꎮ 温度精确到

０.１ ℃ ꎬ湿度精确到 １％ꎮ
１.２.３　 饮水量调查　 在以往使用的问卷基础上ꎬ征求

专家意见ꎬ参考专业相关文献[８] ꎬ设计 ７ ｄ ２４ ｈ 饮水行

为调查问卷ꎬ由调查对象自行使用统一订制的带有刻

度的水杯完整记录 ７ ｄ 内每次饮水的时间段、种类、饮
用量(ｍＬ)、饮用地点及运动情况等信息ꎮ
１.２.４　 食物水分调查 　 食物水包括食物本身含有的

水分以及烹调过程中加入的水分ꎮ 调查中由经过培

训的调查员记录调查对象连续 ２ 个学习日与 １ 个休息

日(即周四、周五、周六)吃的食物的种类ꎬ并使用同一

型号的电子天平( ＹＰ２０００１ꎻＳＰＣꎻ上海ꎬ中国) 对食用

前、食用后的食物进行称量ꎬ计算出实际食用量(即食

用前重量－食用后重量)并记录ꎮ 同时采用双份饭法

与称重法ꎬ对每一种食物分别采样ꎬ装入密封袋内封

好ꎬ于 ４ ℃冰箱内冷藏保存ꎮ 由专业实验员依据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 ＧＢ ５００９. ３—
２０１０)» [９]进行各类食物含水量测定ꎮ 每类食物均做

平行样ꎬ２ 次结果误差不超过 ５％ꎮ 测定后计算出调查

对象食用食物的食物水含量ꎮ
食物水分＝ [烘前容器及样品重( ｇ) －烘后容器及样品重

(ｇ) / 实验室取样重量(ｇ)] ×１００％ꎮ
食物水摄入量( ｍＬ) ＝ 个人食用量( ｇ) ×食物水分％ / １( ｇ /

ｍＬ)ꎮ
零食与水果中的食物水分: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

利用统一的电子天平进行称重ꎬ测量调查对象连续 ３
ｄ 每日水果和其他零食食用前及食用后重量ꎬ计算出

实际使用量并记录ꎬ由调查员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

(第一册)(第 ２ 版)» [１０] 中各类水果和其他零食含水

量及实际食用量计算出调查对象从水果和其他零食

中摄入的水分ꎮ
１.２.５　 排尿量调查与相关指标检测　 在连续 ２ 个学

习日与 １ 个休息日(即周四、周五、周六)内ꎬ研究对象

使用定制的尿液收集袋收集所有随机尿ꎬ自行填写 ３
ｄ ２４ ｈ 排尿行为调查问卷[１１] ꎬ记录每次排尿的时间与

运动情况ꎬ并立刻将收集的尿液送至实验室ꎮ 受过培

训的调查员对收集的尿液进行称重 ( 仪器型号:
ＹＰ２０００１ꎻ上海佑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记录、取样

后ꎬ将尿液保存于 ４ ℃冰箱中ꎮ
采用渗透压重量摩尔浓度测定仪( ＳＭＣ３０Ｃꎻ天

河ꎻ天津ꎬ中国)进行渗透压检测ꎬ测量原理为冰点下

降法ꎬ可精确到 １ ｍＯｓｍ / ｋｇꎮ 采用全自动尿液分析仪

(ＵＡ－６００ꎻ迈瑞ꎻ广东ꎬ中国)进行尿比重检测ꎬ测量方

法为干化学法ꎬ精确到 ０.００１ꎮ
本次研究中 ２４ ｈ 排尿量为研究对象每天第 ２ 次

排尿到第 ２ 天起床后第 １ 次排尿的排尿量ꎮ 排尿量、
排尿次数、每次排尿量均为连续 ３ ｄ 的平均值ꎮ 按照

２４ ｈ 尿液渗透压将研究对象的水合状态进行划分ꎬ适
宜水合状态为尿液渗透压≤５００ ｍＯｓｍ / ｋｇꎻ中间水合

状态为>５００ ~ ８００ ｍＯｓｍ / ｋｇꎻ脱水状态为>８００ ｍＯｓｍ /
ｋｇ[６] ꎮ
１.２.６　 运动情况调查 　 使用自制的运动训练计划问

卷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ꎬ获得其每周进行主修项目、
健身房训练、其他运动的频率与每次的时间ꎬ并计算

出其平均每天进行各项运动训练的时间ꎮ
代谢当量(ＭＥＴｓ)常被用来评定活动时氧气消耗

量与能量消耗[１２－１３] ꎬ１ ＭＥＴ 被定义为无活动时ꎬ一个

人安静坐着的耗氧量ꎬ约为 ３.５ ｍＬＯ２ / ( ｋｇｍｉｎ)ꎬ换
算为能量消耗ꎬ约为 １ ｋｃａｌ / (ｋｇｈ) [１４] ꎮ 查阅相关文

献[１５] ꎬ得出研究对象 １ 周内进行的训练项目对应的代

谢当量ꎮ 参考相关文献[１６] ꎬ利用训练计划与体重数

据ꎬ估算出调查对象 １ 周内运动训练的能量消耗值ꎮ
１.２.７　 质量控制　 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ꎬ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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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合格后方可进行调查ꎮ 调查组制定工作手册ꎬ采用

统一的调查表格和调查方法ꎬ并进行现场督导ꎬ对问

卷进行及时解答和纠正ꎮ 每天由专人对饮水记录表

进行审核ꎬ以确保记录的完整性和准确性ꎮ 采用双录

入方式对数据进行录入核对ꎬ对错误项进行核查和

清理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运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软件建立数据

库ꎻ运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ꎮ 数据

符合正态分布时ꎬ采用( ｘ±ｓ)描述数据的集中和离散

趋势ꎻ数据为偏态分布时ꎬ采用 Ｍ(ＱＲ)描述数据的集

中趋势和离散趋势ꎮ 采用 χ２ 检验、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

或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验比较不同特征调查对象的差

异ꎮ ＢＭＩ、体脂率、运动训练能量消耗按四分位数分

组ꎮ 双侧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 ＢＭＩ、ＢＦ％、运动训练能量消耗等级被试水

摄入量 　 调查对象整体每日饮水量的中位数为

１ ７８９ ｍＬꎬ每日食物水摄入量的中位数为 ９５５ ｍＬꎬ每
日总水摄入量的中位数为 ２ ７０１ ｍＬꎬ每日饮水量占总

水摄入量比例的中位数为 ６５.０％ꎮ 不同 ＢＭＩ、ＢＦ％等

级调查对象的每日饮水量、食物水摄入量、总水摄入

量以及饮水量占总水摄入量的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不同运动训练能量消耗等级研

究对象的饮水量、总水摄入量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９.２０ꎬ８.４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且能量消耗等

级最高的组别其饮水量、总水摄入量也最高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不同 ＢＭＩ、ＢＦ％、运动训练能量消耗等级被试的

排尿量与尿液指标　 调查对象整体每日 ２４ ｈ 排尿量

的中位数为 ８５０ ｍＬꎬ每日 ２４ ｈ 排尿次数的中位数为

３.７次ꎬ２４ ｈ 尿渗透压的中位数为 ７６４ ｍＯｓｍ / ｋｇꎬ尿液

比重的中位数为１.０２０ꎮ 不同 ＢＦ％、ＢＭＩ、运动训练能

量消耗等级调查对象的 ２４ ｈ 排尿量与排尿次数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不同 ＢＦ％等级研究

对象的 ２４ ｈ 尿渗透压与尿比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７.８４ꎬ９.０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不同体脂率、ＢＭＩ 及运动训练能量消耗等级调查对象每天水摄入量比较[ｍＬꎬＭ(ＱＲ)]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饮水量
食物水

摄入量

总水

摄入量

饮水量占总水

摄入量的比例
ＢＦ％ Ｑ１ ２７ １ ８００(６８１) ９５５(４２５) ２ ７５９(８７６) ６６.６(１５.０)

Ｑ２ ２８ １ ９３６(８９４) ９５０(４１４) ３ ０３６(１１８７) ６２.９(１５.４)
Ｑ３ ２７ １ ７０１(５１０) ９３９(５１６) ２ ６７９(５０３) ６６.４(１５.４)
Ｑ４ ２７ １ ７０３(１０２１) ９９６(５１６) ２ ５５０(１５９２) ６５.０(１５.４)

χ２ 值 １.８４ １.１５ ２.１７ ０.６８
Ｐ 值 ０.６１ ０.７７ ０.５４ ０.８８

ＢＭＩ Ｑ１ ２７ １ ９２９(８０４) ８９４(３３１) ２ ８４２(１０２７) ６７.９(１１.３)
Ｑ２ ２８ １ ７６６(７４０) ９６５(６９９) ２ ８４７(７０３) ６６.４(１７.５)
Ｑ３ ２７ １ ５７６(７１７) ９５５(４５６) ２ ５３２(１２７８) ６０.５(１１.１)
Ｑ４ ２７ １ ８１４(９６１) １０２４(４１０) ２ ７０１(１２１０) ６５.０(１５.８)

χ２ 值 ３.７８ ２.７２ ２.０７ ５.３５
Ｐ 值 ０.２９ ０.４４ ０.５６ ０.１５

运动训练能量消耗 Ｑ１ ２７ １ ５５１(７００) １０５２(４９３) ２ ６０６(７８７) ５８.０(１３.６)
Ｑ２ ２８ １ ６８７(９４２) ８９２(３９８) ２ ６１４(８２４) ６９.４(１６.７)
Ｑ３ ２７ １ ７０１(７８５) ８９４(４７４) ２ ６８５(９３９) ６７.２(１３.６)
Ｑ４ ２７ ２ ０３２(４９７) ９５９(４４１) ３ ２２７(８９３) ６５.１(１０.８)

χ２ 值 ９.２０ ３.００ ８.４３ ４.９９
Ｐ 值 ０.０３ ０.３９ ０.０４ ０.１７

表 ２　 不同体脂率、ＢＭＩ 及运动训练能量消耗等级调查对象每天的排尿量及尿液指标[Ｍ(ＱＲ)]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排尿量 / ｍＬ 排尿次数
２４ ｈ 尿渗透压

/ (ｍＯｓｍｋｇ－１ )
２４ ｈ 尿比重

ＢＦ％ Ｑ１ ２７ ８７４(４９９) ４.０(１.７) ６９０(３２１) １.０１８(０.００７)
Ｑ２ ２８ ８４３(３８４) ３.７(１.２) ８４３(２３２) １.０２２(０.００５)
Ｑ３ ２７ ８５０(４３３) ３.３(１.３) ７８１(２８１) １.０２０(０.０１０)
Ｑ４ ２７ ７１１(５７０) ４.０(１.７) ６７５(３１３) １.０１８(０.００８)

χ２ 值 １.１５ ３.６３ ７.８４ ９.０４
Ｐ 值 ０.７７ ０.３０ <０.０５ ０.０３

ＢＭＩ Ｑ１ ２７ ８５７(４５５) ３.７(１.３) ７０５(４４７) １.０２０(０.００８)
Ｑ２ ２８ ８７７(４９９) ３.７(１.６) ７４２(２６３) １.０２０(０.００９)
Ｑ３ ２７ ８２５(４０２) ４.０(１.３) ８０５(３２５) １.０２０(０.００７)
Ｑ４ ２７ ７９５(３９７) ３.７(２.０) ７６４(２５６) １.０２２(０.００７)

χ２ 值 ０.５８ ０.６１ ３.５８ １.０４
Ｐ 值 ０.９０ ０.９０ ０.３１ ０.７９

运动训练能量消耗 Ｑ１ ２７ ９３２(６９７) ４.０(１.７) ６９０(３５７) １.０１８(０.００７)
Ｑ２ ２８ ８５５(３１３) ３.７(１.３) ７８２(２４３) １.０２３(０.００７)
Ｑ３ ２７ ７１９(６０８) ３.７(１.７) ７３２(２９９) １.０２０(０.００８)
Ｑ４ ２７ ８２３(３７１) ３.３(１.７) ７７９(３２３) １.０２０(０.００７)

χ２ 值 ３.８７ ５.６５ １.４７ ７.３４
Ｐ 值 ０.２８ ０.１３ ０.６９ 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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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不同 ＢＭＩ、ＢＦ％、运动训练能量消耗等级被试的

水合状态分布　 有 １７(１５.６％)人处于适宜水合状态ꎬ
４５(４１.３％)人处于中间水合状态ꎬ４７(４３.１％)人处于

脱水状态ꎮ 不同 ＢＭＩ、ＢＦ％、运动训练能量消耗等级

调查对象的水合状态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２ 值

分别为 １０.０１ꎬ６.２４ꎬ４.７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３　 讨论

本次研究中ꎬ研究对象整体每日饮水量的中位数

为 １ ７８９ ｍＬꎬ每日总水摄入量的中位数为 ２ ７０１ ｍＬꎬ
每日饮水量占总水摄入量比例的中位数为 ６５.０％ꎬ结
果均高于我国普通男性大学生中的调查结果(１ ２１４
ｍＬꎬ２ ４８３ ｍＬꎬ４８.９％) [８] ꎮ 然而ꎬ本次研究中研究对象

的 ２４ ｈ 排尿量中位数为 ８５０ ｍＬꎬ排尿次数的中位数为

３.７ 次ꎬ低于之前在普通男性大学生中的调查结果(１
２７２ ｍＬꎬ６.３ 次) [９] ꎮ 可能是由于本研究的对象为运动

人群ꎬ身体活动强度较大ꎬ通过汗液排出水分较多ꎻ同
时本次研究时间为 ４—５ 月ꎬ相较以往研究气温较高ꎬ
也会导致研究对象排汗增多ꎮ 理论上ꎬ当身体大量出

汗时ꎬ失水多于溶质丢失ꎬ体液晶体渗透压升高ꎬ会刺

激血管升压素的分泌ꎬ一方面产生渴觉ꎬ促进饮水ꎻ另
一方面通过肾小管和集合管增加对水的重吸收ꎬ使尿

量减少ꎬ尿液浓缩[１７] ꎮ 以上因素共同作用ꎬ使运动人

群相比普通人群饮水量较高而排尿量较低ꎮ 本次研

究中ꎬ运动训练能量消耗等级更高的研究对象的饮水

量与总水摄入量均更高ꎬ与上述结论相一致ꎮ
以往的研究中ꎬＢＭＩ、体脂、体表面积等指标往往

作为独立的影响因素对研究对象的饮水量产生影

响[１８－１９] ꎬ理论上ꎬ体重更高的肥胖者相同运动形式下

消耗的能量更高ꎬ对水的需求更大ꎮ 然而ꎬ本次研究

中ꎬ不同 ＢＭＩ 与体脂率等级的研究对象的饮水量、食
物水摄入量、总水摄入量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ꎬ不
同运动训练能量消耗等级的研究对象的饮水量、总水

摄入量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ꎮ 可能是由于运动人

群中个体的运动形式与运动习惯差异较大ꎬ肥胖相关

指标的差异无法准确反映日常运动训练能量消耗的

差异ꎬ运动训练能量消耗值可能比 ＢＭＩ、体脂等指标更

能直接地影响研究对象的饮水量ꎮ 本文主要使用运

动训练计划问卷结合相关文献对能量消耗进行估算ꎬ
可能仍然存在一定误差ꎬ未来需要更精确的方法就能

量消耗对饮水的影响进行更准确的描述ꎮ
２４ ｈ 排尿量、尿液比重、尿液渗透压都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身体的水合状态[２０－２１] ꎮ 本次研究与以

往研究相比[８] ꎬ研究对象的排尿量中位数较低ꎬ整体

的尿液比重与尿液渗透压中位数均较高ꎬ处于适宜水

合状态的比例更低ꎬ处于脱水状态的比例更高ꎮ 提示

与普通人群相比ꎬ运动人群可能存在水合状态较差的

现象ꎮ
身体的水合状态与运动关系密切ꎬ有研究表明ꎬ

通过适当补充水分ꎬ保持理想的水合状态ꎬ可以起到

提高运动成绩[２２] 、保证运动安全性[２３] 的作用ꎮ 本次

研究中ꎬ作为研究对象的运动人群相对普通人群虽然

饮水量较高ꎬ但水合状态较差ꎬ这在日常的运动过程

中是一个隐患ꎮ 因此需要对运动人群展开针对性的

饮水宣教ꎬ使其认识到饮水的重要性ꎬ促进其养成科

学的饮水习惯ꎬ改善水合状态ꎬ促进身体健康与运动

安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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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本调查采集不同食品种类数量有关ꎮ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浦东新区中小学生膳食中铅

暴露的主要来源是蔬菜类及其制品、豆类及其制品和

谷类及其制品ꎬ占总膳食暴露量的 ６４.８１％ꎬ与第四次

中国总膳食研究全国结果一致[１５] ꎬ与上海市居民调查

中主要来源是大米、蔬菜、鱼虾略有不同[３] ꎮ 提示人

群膳食中铅暴露的主要来源排位顺序、食品种类虽因

年龄、性别或饮食结构差异略有不同ꎬ但蔬菜类及其

制品、豆类及其制品和谷类及其制品仍是我国人群膳

食中铅的主要暴露来源ꎬ可能与谷类及其制品和蔬菜

类及其制品在人群中消费量较高有关ꎬ降低以上食品

中铅污染水平也将有效减少中小学生膳食铅暴露

量[１８] ꎮ
本次调查结果中ꎬ学生每周膳食铅暴露量均值、

Ｐ９０和 Ｐ９７.５均低于第四次中国总膳食的研究结果[１５] ꎬ
但高于浙江省调查同龄人的铅暴露量[１４] 、上海市居民

每周 ６.２０ μｇ / ｋｇ 的膳食铅暴露量均值和 １２.３０ μｇ / ｋｇ
的膳食铅暴露量 Ｐ９０

[３] 以及深圳市居民每周 ３. ４０
μｇ / ｋｇ的膳食铅暴露量均值[１９] ꎬ可能由于本次调查覆

盖食品种类较全ꎬ也有可能与本调查中铅污染水平较

高的菌藻类、水产类食品样本较多ꎬ导致暴露水平

偏高ꎮ
综上所述ꎬ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售食品中存在一定

程度的铅污染ꎬ中小学生膳食中铅暴露的总体风险处

于可接受水平ꎬ但不同食物消费量人群铅暴露水平有

一定差异ꎬ仍应引起重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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