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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河北省某高校大学生春季日均饮水次数与每次饮水量及其之间的关系ꎬ为修订中国居民适宜饮

水量提供基础数据ꎮ 方法　 采用单纯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河北省某高校 １５６ 名大学生ꎬ采用连续 ７ ｄ ２４ ｈ 饮水记录法ꎬ记
录其每次的饮水量和饮水种类ꎬ分析不同性别、体质量指数大学生饮水次数及每次饮水量差异ꎮ 结果　 大学生每天饮水量

中位数为 １ １３５ ｍＬꎬ饮水次数中位数为 ６ 次ꎬ每次饮水量中位数为 １７７ ｍＬꎮ 饮水次数<６ 次的人群比例为３４.６％ꎮ 女生每

天饮水次数和饮用白水次数高于男生(χ２ / Ｚ 值分别为 ８.３４ꎬ－２.０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男生每次饮水量、每次饮用白水和饮料的

量高于女生(χ２ / Ｚ 值分别为 ２３.８６ꎬ－５.４８ꎬ３.７０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不同体质量指数大学生每次饮用白水的量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２ ＝ ９.１７ꎬＰ＝ ０.０３)ꎮ 调查对象每次饮水量与体表面积呈正相关( ｒ ＝ ０.１８ꎬＰ ＝ ０.０３)ꎬ饮水次数与饮水量呈正相关、与每

次饮水量呈负相关ꎬ饮水量与每次饮水量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３０ꎬ－０.４７ꎬ０.６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大学生存在一定

比例的不良饮水行为ꎻ饮水行为在不同性别、体质量指数大学生间有差异ꎻ随着饮水次数的增加ꎬ每次饮水量减少ꎬ但是饮

水量增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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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内水的来源包括饮水、食物中的水及内生水 ３
个部分[１] ꎬ水通过尿、粪便、汗液等方式排出体外ꎬ正

常人每日水的摄入和排出处于动态平衡[２] ꎮ 水不仅

是构成人体的重要成分ꎬ还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ꎬ如
在细胞内构成介质、参与生化反应、运输营养成分、排
出代谢废物、保持体温稳定、润滑组织关节等[３] ꎮ 饮

水不足会影响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ꎬ如脱水会影响人

的情绪和认知功能[４－５] ꎮ 当失水达到体重的 ２％时ꎬ会
感到口渴ꎬ出现尿少现象ꎻ当失水达到体重的 １０％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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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会感到烦躁、全身无力ꎬ出现体温升高、血压下

降、皮肤失去弹性现象ꎻ失水超过体重的 ２０％时ꎬ会导

致死亡[１－２] ꎮ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２０１６)» (以下称

«指南») 建议成年男性和女性每天饮水量分别为

１ ７００ꎬ１ ５００ ｍＬꎬ饮水次数为 ７ ~ ８ 次[３] ꎮ 笔者通过调

查我国河北省某高校大学生日均饮水次数与每次饮

水量及其之间的关系ꎬ为修订我国居民适宜饮水量提

供基础数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在河

北省保定市某高校招募受试对象ꎮ 纳入标准:健康成

年大学生ꎬ年龄 １８ ~ ２３ 岁ꎮ 排除标准:患有口腔、内分

泌、肾脏、胃肠道、代谢性疾病者ꎮ 成年男性饮水量为

(１ ３４２±４６８)ｍＬ / ｄꎬα ＝ ０.０５ꎬ计算出样本量为 １４４ 名ꎬ
考虑到失访率(１０％)ꎬ计算出样本量为 １５９ 名ꎬ最终

完成调查人数为 １５６ 人ꎮ 其中男生 ８０ 名ꎬ平均年龄、
身高、体重、体质量指数 ( ＢＭＩ) 及体表面积分别为

(１９.９±１.０)岁ꎬ(１７２.０±５.５)ｃｍꎬ(６７.５±１１.９) ｋｇꎬ(２２.８
±３.９)ｋｇ / ｍ２ 及(１.９±０.２)ｍ２ꎻ女生 ７６ 名ꎬ平均年龄、身
高、体重、 ＢＭＩ 及体表面积分别为 ( １９. ８ ± １. １) 岁ꎬ
(１６０.１±６.１)ｃｍꎬ(５４.８±６.６) ｋｇꎬ(２１.４±２.２) ｋｇ / ｍ２ 及

(１.７±０.１)ｍ２ꎮ 男生身高、体重、ＢＭＩ 及体表面积均高

于女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１２.７７ꎬ８.３３ꎬ
２.８９ꎬ１１.３０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本调查通过了北京大学生

物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伦理审查批件号:ＩＲＢ
００００１０５２－１６０７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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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身高体重计 (型号: ＨＤＷ －
３００ꎻ华聚ꎻ浙江ꎬ中国)测量调查对象身高、体重ꎬ重复

测量 ２ 次并记录ꎮ 身高精度为 ０. １ ｃｍꎬ体重精度为

０.１ ｋｇꎮ ＢＭＩ(ｋｇ / ｍ２)＝ 体重(ｋｇ) / [身高(ｍ)] ２ꎮ 按四

分位数分组(Ｐ２５ ＝ ２０.０ ｋｇ / ｍ２ꎬＰ２５ ~ <Ｐ５０为 ２０.１ ~ ２１.３
ｋｇ / ｍ２ꎬＰ５０ ~ <Ｐ７５ 为 ２１.４ ~ ２３.５ ｋｇ / ｍ２ꎬＰ７５ ＝ ２３. ６ ｋｇ /
ｍ２)ꎮ 男性、女性体表面积的回归方程式分别为:

男性体表面积( ｍ２ ) ＝ ０.００５ ７×身高( ｃｍ) ＋ ０.０１２ １×体重

(ｋｇ) ＋０.０８８ ２
女性体表面积( ｍ２ ) ＝ ０.００７ ３×身高( ｃｍ) ＋ ０.０１２ ７×体重

(ｋｇ) －０.２１０ ６[７]

１.２.２　 问卷调查　 由调查员进行填写说明ꎬ调查对象

自行填写«一般情况调查问卷»ꎬ收集调查对象年龄、
疾病史等一般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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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ꎬ１２ꎬ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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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制的有刻度的水杯完整记录 ７ ｄ 内每次饮水的种

类、饮用量( ｍＬ)、饮用地点及饮用水或饮料的商品

名称ꎮ
１.２.４　 相关定义　 (１)饮水量:白水、牛奶与饮料的饮

用量之和ꎮ (２)饮水次数:白水、牛奶与饮料的饮用次

数之和ꎬ１５ ｍｉｎ 内多次饮水计为 １ 次ꎮ (３)每次饮水

量:每次饮用白水、牛奶或饮料的量ꎮ (４)白水:包括

白开水、矿泉水、矿物质水及纯净水等[１０] ꎮ (５)饮料:
本文所指饮料的分类包括茶水(冲泡的绿茶、发酵或

非发酵茶等)、含糖饮料(碳酸饮料、蛋白饮料、功能饮

料、果汁等添加糖的饮料等)、酒类(白酒、红酒、啤酒、
酒精饮料等)以及其他饮料ꎮ
１.２.５　 饮水次数及每次饮水量分级方法　 «指南»中

建议我国成年居民每天应喝 ７ ~ ８ 杯水ꎬ每次 ２００ ｍＬ
左右ꎬ故将饮水次数分为<６ꎬ６ ~ ９ꎬ≥１０ 次ꎬ将每次饮

水量分为<１００ꎬ１００ ~ <２００ꎬ２００ ~ <３００ꎬ≥３００ ｍＬꎮ
１.２.６　 质量控制　 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ꎬ考核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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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中出现

的问题及时进行解答和纠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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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分析 　 运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建立数据库ꎬ
采用双录入的方式进行数据录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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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并
用 ｔ 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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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侧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饮水次数及每次饮用量的人群分布　 调查对象

每人每天的饮水量中位数为 １ １３５ ｍＬꎬ饮水次数中位

数为 ６ 次ꎬ每次饮水量中位数为 １７７ ｍＬꎮ
２.１.１　 饮水次数的人群分布 　 调查对象每天饮水次

数的范围是 ２ ~ １９ 次ꎬ主要集中在 ４ ~ ９ 次ꎬ占 ８１.４％
(１２７ / １５６)ꎻ饮用 ５ 次的人最多ꎬ占 ２０.５％ (３２ / １５６)ꎻ
饮水次数为 ６ ~ ９ 次的占 ５１.３％ꎬ<６ 次的占 ３４.６％ꎮ 不

同性别人群饮水次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女
生饮水次数比男生多ꎮ 不同 ＢＭＩ 人群饮水次数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１ꎮ
２.１.２　 每次饮水量的人群分布 　 调查对象平均每次

饮水 量 的 范 围 是 ４９ ~ ６１０ ｍＬꎬ 主 要 集 中 在 ０ ~
<３００ ｍＬꎬ占 ９１. ０％ ( １４２ / １５６)ꎻ每次饮水量为 １００ ~
<２００ ｍＬ者最多ꎬ占 ４６.８％ꎻ１００ ~ <３００ ｍＬ 的占７８.２％ꎮ
不同性别人群每次饮水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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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１)ꎬ男生每次饮水量比女生高ꎮ 不同 ＢＭＩ 人群每

次饮水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调查

对象每次饮水量与体表面积呈正相关( ｒ ＝ ０.１８ꎬＰ ＝
０.０３)ꎬ体表面积越大ꎬ每次饮水量越高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大学生每天饮水次数及每次饮水量分布比较

性别与 ＢＭＩ 人数
饮水次数 / 次

<６ ６~ ９ ≥１０ χ２ 值 Ｐ 值

每次饮水量 / ｍＬ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８０ ３６(４５.０) ３６(４５.０) ８(１０.０) ８.３４ ０.０２ ３(３.８) ３２(４０.０) ３７(４６.３) ８(１０.０) ２３.８６ <０.０１
　 女 ７６ １８(２３.７) ４４(５７.９) １４(１８.４) １７(２２.４) ４１(５３.９) １２(１５.８) ６(７.９)
ＢＭＩ / (ｋｇｍ－２)
　 ≤２０.０ ３９ １３(３３.３) ２１(５３.８) ５(１２.８) ０.９７ ０.９９ ５(１２.８) ２０(５１.３) １２(３０.８) ２(５.１) １０.９３ ０.２８
　 ２０.１~ ２１.３ ３９ １５(３８.５) １９(４８.７) ５(１２.８) ７(１７.９) ２２(５６.４) ７(１７.９) ３(７.７)
　 ２１.４~ ２３.５ ３９ １３(３３.３) ２１(５３.８) ５(１２.８) ５(１２.８) １６(４１.０) １２(３０.８) ６(１５.４)
　 ≥２３.６ ３９ １３(３３.３) １９(４８.７) ７(１７.９) ３(７.７) １５(３８.５) １８(４６.２) ３(７.７)
合计 １５６ ５４(３４.６) ８０(５１.３) ２２(１４.１) ２０(１２.８) ７３(４６.８) ４９(３１.４) １４(９.０)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２　 白水和饮料的饮水次数及每次饮水量

２.２.１　 白水和饮料的饮水次数 　 调查对象平均每天

饮用白水和饮料次数中位数分别为 ５ 和 １ 次ꎬ不同性

别人群饮用白水次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４)ꎬ女
生饮用白水次数多于男生ꎮ 不同 ＢＭＩ 人群饮用白水

和饮料次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

表 ２ꎮ
２.２.２　 白水和饮料的每次饮水量 　 调查对象平均每

次饮用白水和饮料的量中位数分别为 １７７ 和 １１４ ｍＬꎮ
不同性别人群每次饮用白水和饮料的量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ꎬ男生每次饮用白水和饮料

的量均高于女生ꎮ 不同 ＢＭＩ 人群每次饮用白水的量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组别大学生每天白水和

饮料饮用次数与每次饮水量比较[Ｍ(ＱＲ)]

性别与 ＢＭＩ 人数 统计值
饮水次数 / 次

白水 饮料

每次饮水量 / ｍＬ
白水 饮料

性别
　 男 ８０ ４.９(３.５) ０.６(１.０) ２０６(８３) １５６(１６８)
　 女 ７６ ６.０(３.８) ０.６(０.９) １４９(８０) ８４(１４７)

Ｚ 值 －２.０３ －０.１９ ５.４８ ３.７０
Ｐ 值 ０.０４ ０.８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ＢＭＩ / (ｋｇｍ－２)
　 ≤２０.０ ３９ ６.０(４.０) ０.４(０.７) １７０(９５) １１５(１９８)
　 ２０.１~ ２１.３ ３９ ５.０(３.０) ０.６(１.０) １５９(６４) １２３(１２９)
　 ２１.４~ ２３.５ ３９ ５.０(３.０) ０.６(０.９) １８５(８９) １１１(１９６)
　 ≥２３.６ ３９ ５.０(３.６) ０.６(１.０) ２１７(９１) １０６(２０３)

Ｚ 值 １.６０ ０.５７ ９.１７ ０.６３
Ｐ 值 ０.６６ ０.９０ ０.０３ ０.８９

合计 １５６ ５.０(３.０) ０.６(０.９) １７７(８７) １１４(１５０)

２.３　 饮水次数、每次饮水量与饮水量之间的关系　 调

查对象饮水次数与饮水量呈正相关ꎬ与每次饮水量呈

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３０ꎬ－０.４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饮水

量与每次饮水量呈正相关( ｒ ＝ ０.６１ꎬ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饮水行为包括饮水方式、饮水时间等[８] ꎮ 本调查

中每人每天饮水次数中位数为 ６ 次ꎬ高于美国ꎬ每次饮

水量中位数为 １７７ ｍＬꎬ低于美国调查结果[９] ꎬ可能源

于文化、膳食结构的不同ꎮ «指南» [３] 建议我国居民每

天应 足 量 饮 水ꎬ 成 年 人 每 天 ７ ~ ８ 杯 ( １ ５００ ~
１ ７００ ｍＬ)ꎬ饮水应少量多次ꎬ每次 ２００ ｍＬ 左右ꎮ 本

调查中大学生虽然每天饮水次数和每次饮水量基本

达到«指南»的要求ꎬ但饮水次数<６ 次的占 ３４.６％ꎬ每
次饮水量为 １００ ~ <３００ ｍＬ 的人数仅占 ７８.２％ꎬ说明大

学生饮水次数达到«指南»推荐次数的比例较低ꎬ且部

分大学生每次饮水量尚未达到«指南»推荐值ꎬ存在一

定比例的不良饮水行为ꎮ 本研究发现随着饮水次数

的增加ꎬ每次饮水量减少ꎬ但是饮水量增加ꎬ其他研究

也得出相同的结论[１０] ꎮ 饮水次数越少ꎬ饮水量越少ꎬ
越容易导致脱水ꎬ而长期缺水会增加高血压、冠心病

等疾病的发生风险[１１] ꎬ故需要对大学生进行饮水宣

教ꎬ提高对饮水的重视程度ꎬ改善饮水行为ꎮ
本调查中平均每天饮用白水和饮料次数中位数

分别为 ５ 和 １ 次ꎬ平均每次饮用白水和饮料的量的中

位数分别为 １７３ 和 １２３ ｍＬꎮ 与中国四城市居民夏季

饮水量调查结果相比ꎬ本调查中白水饮用次数较高而

饮料饮用次数较低[１０] ꎬ可能是受季节、身体活动频率、
饮料可及性和个人喜好等多方面的影响ꎮ 夏季天气

炎热ꎬ居民身体活动和能量消耗增加[１２－１３] ꎬ而很多饮

料含有一定的能量ꎮ 此外ꎬ夏季饮料(尤其是冰镇饮

料)更方便获得ꎬ且饮料的口感一般比白水好ꎬ因此夏

季居民可能更倾向于选择饮用饮料而非白水ꎮ
本研究发现ꎬ不同性别人群饮水行为存在差异ꎬ

女生每天饮水次数和饮用白水次数均高于男生ꎬ男生

每次饮水量、每次饮用白水和饮料的量均高于女生ꎬ
中国四城市居民夏季饮水量调查也得出相似的结

论[１２] ꎮ 女生更倾向于多次少量饮水ꎬ而男生更倾向于

少次多量饮水ꎬ应针对不同性别人群有侧重地开展饮

水行为宣教ꎮ 调查还发现ꎬ男生更倾向于选择饮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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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女生更倾向于选择白水ꎬ可能是因为男生的基础代

谢[１４]和能量消耗均高于女生[１５] ꎬ且相同身体活动形

式下体重大的个体消耗的能量高于体重轻的个体[１２] ꎬ
也可能与个人喜好等因素有关ꎮ

本研究发现ꎬ不同 ＢＭＩ、体表面积人群饮水行为存

在差异ꎬＢＭＩ 越大ꎬ每次饮用白水的量越多ꎮ 中国四城

市居民夏季饮水量调查和一项美国的研究也得出相

似的结论[１２ꎬ１６] ꎮ 肥胖人群每天排汗较多ꎬ为保持体内

水分平衡会增加饮水量[１２] ꎬ可能是造成 ＢＭＩ 较大者

每次饮用更多白水的原因ꎮ 但有的研究表明ꎬＢＭＩ 和

饮水量呈负相关[１７－１８] ꎬ因此尚需进一步的人群试验验

证ꎮ 本研究发现ꎬ体表面积越大ꎬ每次饮水量越高ꎮ
研究表明ꎬ皮肤无感水分丢失与体表面积呈正相关ꎬ
体表面积越大ꎬ水分丢失越多ꎬ因此每次饮水量越

大[１９] ꎮ
由此可见ꎬ调查对象存在一定比例的不良饮水行

为ꎻ饮水行为在不同性别、ＢＭＩ 调查对象间有差异ꎻ随
着饮水次数的增加ꎬ每次饮水量减少ꎬ但是饮水量增

加ꎮ 需要针对不同性别大学生有侧重地开展饮水行

为宣教ꎬ科普健康饮水知识ꎬ提高他们对饮水的重视ꎬ
改善饮水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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