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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河北省某高校大学生春季排尿行为ꎬ为开展健康宣教ꎬ促使大学生养成良好的排尿行为提供科

学依据ꎮ 方法　 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在河北省保定市某高校招募 １５６ 名受试对象ꎬ利用特定装置收集调查对象连续 ３ ｄ ２４ ｈ 内

所有尿液并测定排尿量、排尿次数、排尿时间ꎮ 结果　 调查对象平均每天排尿量为 １ ２７９ ｍＬꎬ平均每天排尿次数为 ６.２ 次ꎬ
平均每次排尿量为 ２０９ ｍＬꎮ 调查对象排尿量、排尿量占比及排尿次数主要集中午餐后ꎬ排尿量、排尿量占比及排尿次数分

别为 ４０６ ｍＬ、３１.０％、１.７ 次ꎮ 调查对象及男、女生在 ８ 个时间段排尿量及排尿次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９２２.７６ꎬ９７４.０３ꎻ４８３.３８ꎬ４９９.０９ꎻ４３９.６５ꎬ４３９.６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调查对象排尿量、排尿量占比及排尿次数主要集中在上午ꎬ
其次是下午ꎻ上午排尿量、排尿量比例及排尿次数分别为 ５３５ ｍＬ、４４.１％、２.３ 次ꎮ 上午、下午、晚上 ３ 个时间段调查对象总

体情况及男生和女生排尿量、排尿量占比及排尿次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７３.７１ꎬ４７.４８ꎬ３４.９２ꎻ３５.１７ꎬ２１.３０ꎬ
２０.６９ꎻ３７.０２ꎬ２５.３０ꎬ１５.３２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调查对象排尿次数与每次排尿量呈负相关ꎬ排尿量与每次排尿量呈正相关( ｒ 值

分别为－０.６１ꎬ０.７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河北省某高校大学生排尿主要集中在上午和下午ꎻ调查对象存在不良排尿行为

现象ꎬ需开展相关健康宣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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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对于维持体内正常生理功能不可缺少ꎬ水在体

内保持一个动态平衡状态ꎬ即水的摄入量和排出量大

体相等[１] ꎮ 体内水的排出途径有 ４ 个ꎬ即肾脏、皮肤、
肺和肠道ꎬ而尿液是体内水分排出的主要形式[２] ꎮ 排

尿行为包括排尿量、排尿时间、排尿次数等ꎮ 一般来

说ꎬ健康成年人每天排尿量在 １ ０００ ~ ２ ０００ ｍＬꎬ正常

成年人排尿次数为 ４ ~ ８ 次ꎮ 本研究通过分析我国河

北省某高校大学生春季排尿行为ꎬ有助于发现可能影

响其膀胱健康的危险因素ꎬ可为后期在大学生中开展

健康宣教ꎬ促使大学生养成良好的排尿行为提供科学

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在河北省保定市某高校招募

受试对象ꎮ 利用 ＳＡＳ ９.２ 软件ꎬ参考文献[３]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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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失访率ꎬ最终计算出样本量

为 １５９ 名ꎮ 纳入标准:健康成年大学生ꎬ年龄在 １８ ~ ２３
岁ꎮ 排除标准:患口腔、内分泌、肾脏、胃肠道、代谢性

疾病及其他慢性病者ꎮ 共招募 １５９ 名调查对象ꎬ最终

完成 １５６ 名ꎮ 其中男生 ８０ 名ꎬ女生 ７６ 名ꎮ 平均年龄

为(１９.８± １.１) 岁 ꎬ男女生在身高、体重、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１２.７７ꎬ
８.２１ꎬ２.８５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本调查通过了北京大学生

物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 ( 批号: ＩＲＢ００００１０５２ －
１６０７１)ꎬ所有调查对象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方法　 (１)体格测量[４]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使

用身高体重计(型号:ＨＤＷ－３００ꎬ浙江省义乌市华聚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测量调查对象身高、体重ꎬ重复测量

２ 次并记录ꎮ (２)排尿量收集:利用特定尿液收集装置

(尿袋)ꎬ收集调查对象连续 ３ ｄ ２４ ｈ 内所有尿液ꎮ 调

查对象利用«３ ｄ ２４ ｈ 排尿记录表»对排尿时间进行记

录ꎮ 调查对象每次尿液排出后ꎬ立即送至相关调查

点ꎬ调查员将尿液迅速送至实验室ꎬ并利用电子天平

对尿液进行称重、记录、取样(型号:ＹＰ２０００１ꎻ上海佑

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ꎮ 所有尿液采集后ꎬ立即放入

４ ℃冰箱ꎮ
１.３　 相关定义　 水合状态:适宜水合状态为尿液渗透

压≤５００ ｍＯｓｍ / ｋｇꎻ中间水合状态指 ５００ ｍＯｓｍ / ｋｇ<尿
液渗透压≤８００ ｍＯｓｍ / ｋｇꎻ脱水状态指尿液渗透压>
８００ ｍＯｓｍ / ｋｇ[５] ꎮ ２４ ｈ 排尿量:收集调查对象每天第

２ 次尿液至第 ２ 天起床后的第 １ 次尿为 ２４ ｈ 排尿量ꎬ
本研究中 ２４ ｈ 排尿量为连续 ３ ｄ ２４ ｈ 排尿量的平均

值ꎮ 不同时间段分别为早餐前、早餐、早餐后、午餐、
午餐后、晚餐、晚餐后及夜间 ８ 个时间段ꎮ ３ 个时间

段:早餐前、早餐和早餐后合并为上午ꎻ午餐和午餐后

合并为下午ꎻ晚餐、晚餐后和夜间合并为晚上ꎮ
１.４　 质量控制　 开展现场调查前ꎬ对参与调查的调查

员进行统一培训ꎬ制定工作手册ꎬ采用统一的调查表

格和调查方法进行现场督导ꎬ对其中出现的问题及时

进行解答和纠正ꎮ 尿液收集与检测时ꎬ要求调查对象

每次排尿后在尿袋上面记录“编号”“排尿时间”“第几

次排尿”等信息ꎬ并立即送至尿液收集处ꎻ调查员将尿

液收集后立即送至实验室ꎬ放置 ４ ℃ 冰箱ꎮ 在尿液称

重、取样时ꎬ２ 名调查员认真核对编号ꎬ并进行复核ꎬ如
有重复编号立即核查并上报课题组负责人ꎬ负责人对

重复编号进行核对ꎬ如果重复取样ꎬ则留取 １ 个样本即

可ꎻ若样本不一致ꎬ则将错误编号进行改正ꎮ
１.５　 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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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统计分析ꎮ 年龄、身高、体重、ＢＭＩ 呈正态分布ꎬ采
用(ｘ± ｓ) 描述数据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ꎮ ２４ ｈ 排尿

量、排尿次数、每次排尿量、排尿比例呈偏态分布ꎬ采
用 Ｍ(ＱＲ)描述ꎮ 采用 ｔ 检验比较不同性别学生身高、
体重、ＢＭＩ 差异ꎻ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比较不同性

别 ２４ ｈ 排尿量、排尿次数、每次排尿量、排尿比例的差

异ꎻ采用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秩和检验比较调查对象不同

时间段排尿量、排尿次数、排尿比例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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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尿次数及每次排尿量　 调查对象平均每天排

尿量为 １ ２７９ ｍＬꎬ其中男生为 １ ２７２ ｍＬꎬ女生为 １ ３０４
ｍＬꎮ 调查对象每人每天排尿次数为 ６.２ 次ꎬ每次排尿

量为 ２０９ ｍＬꎮ 调查对象每天排尿次数的范围是 ３ ~ １１
次ꎬ主要集中在 ５ ~ ７ 次ꎬ占 ６７.４％(１０５ / １５６)ꎻ排尿次

数 ５ 次的最多ꎬ占 ２４.４％ (３８ / １５６)ꎬ６ ~ ７ 次占 ４２.９％
(６７ / １５６)ꎬ<４ 次占 ５.１％ (８ / １５６)ꎮ 调查对象夜间排

尿比例为 ３６.５％ (５７ / １５６)ꎮ 调查对象平均每次排尿

量的范围为 ５６ ~ ６５７ ｍＬꎬ主要集中在 ２００ ~ ４００ ｍＬꎬ占
８８.５％(１３８ / １５６)ꎮ 调查对象排尿次数与每次排尿量

呈负相关ꎬ排尿量与每次排尿量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６１ꎬ０.７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２　 调查对象 ８ 个时间段排尿行为　 全部调查对象、
男生及女生在 ８ 个时间段排尿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１)ꎻ全部调查对象、男生及女生排尿量高

峰均在早餐前、早餐后、午餐后及晚餐后 ４ 个时间段ꎮ
男生和女生在不同时间段排尿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Ｚ 值分别为－ ０. ５６ꎬ － ０. ７８ꎬ － １. ６４ꎬ － ０. ２８ꎬ － ０. ８３ꎬ
－０.２５ꎬ－０.９１ꎬ－０.７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全部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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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及女生在 ８ 个时间段排尿次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０１)ꎻ全部调查对象、男生以及女生排尿

次数高峰在早餐前、早餐后、午餐后以及晚餐后 ４ 个时

间段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河北省某高校大学生 ８ 个时间段的排尿情况比较[Ｍ(ＱＲ)]

时间段
男生(ｎ ＝ ８０)

排尿量 / ｍＬ 排尿量占比 / ％ 排尿次数

女生(ｎ ＝ ７６)
排尿量 / ｍＬ 排尿量占比 / ％ 排尿次数

合计(ｎ ＝ １５６)
排尿量 / ｍＬ 排尿量占比 / ％ 排尿次数

早餐前 ３５１(２１８) ２７.７(２４.８) １.３(０.０) ３５５(１７７) ２８.８(２１.２) １.３(０.０) ３５３(１９８) ２８.２(２３.６) １.３(０.０)
早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早餐后 １６２(１８９) １１.７(１８.７) ０.７(０.６) ２０７(２３１) １６.８(２２.５) ０.７(０.６) １９０(２０７) １３.９(２０.２) １.０(０.６)
午餐 ０(６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３) ０(５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 ０(０) ０(０)
午餐后 ３９９(２２５) ２８.９(２４.５) １.７(１.３) ４２３(３０７) ３２.３(２６.３) ２.０(１.０) ４０６(２５９) ３１.０(２６.２) １.７(１.０)
晚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晚餐后 ３０３(１６９) ２３.１(１９.６) １.７(１.０) ２５４(１９８) １８.２(２２.４) １.７(１.０) ２７３(１９３) ２０.９(２０.４) １.７(１.０)
夜间 ０(５７) ０(３.４) ０(０.３) ０(８１) ０(７.１) ０(０.３) ０(６８) ０(５.１) ０(０.３)
χ２ 值 ４８３.３８ ４６１.４６ ４９９.０９ ４３９.６５ ４１８.６４ ４３９.６５ ９２２.７６ ８８０.４０ ４９９.０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３　 ３ 个时间段排尿行为　 调查对象、男生及女生排

尿量及排尿次数在 ３ 个时间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１)ꎬ排尿量和排尿次数主要集中在上午

和下午ꎬ排尿量分别为 ５３５ꎬ４１６ ｍＬꎬ占每天排尿量的

比例分别为 ４４.１％ꎬ３３.１％ꎻ排尿次数分别为 ２.３ꎬ２.０
次ꎮ 男生排尿量和排尿次数主要集中在上午和下午ꎬ
排尿量分别为 ５１１ꎬ４１１ ｍＬꎬ占每天排尿量的比例分别

为 ３８.５％ꎬ３１.３％ꎻ排尿次数分别为 ２.２ꎬ１.７ 次ꎮ 女生

排尿量和排尿次数主要集中在上午和下午ꎬ排尿量分

别为 ５３５ꎬ４１６ ｍＬꎬ占每天排尿量的比例分别为４５.８％ꎬ
３４.５％ꎻ排尿次数分别为 ２.３ꎬ２.０ 次ꎮ 男生和女生在上

午、下午和晚上排尿次数、排尿量、排尿量占比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 Ｚ 值分别为 － ０. ６６ꎬ － １. ７２ꎬ － ０. ６０ꎬ
－０.９８ꎬ－０. ８７ꎬ － ０. ３１ꎬ － ０. ６９ꎬ － ０. ９２ꎬ － ０. ０８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河北省某高校大学生 ３ 个时间段的排尿情况比较[Ｍ(ＱＲ)]

时间段
男生(ｎ ＝ ８０)

排尿量 / ｍＬ 排尿量占比 / ％ 排尿次数

女生(ｎ ＝ ７６)
排尿量 / ｍＬ 排尿量占比 / ％ 排尿次数

合计(ｎ ＝ １５６)
排尿量 / ｍＬ 排尿量占比 / ％ 排尿次数

上午 ５１１(３８１) ３８.５(３７.６) ２.２(０.７) ５８０(３５７) ４５.８(３７.５) ２.３(０.７) ５３５(３６３) ４４.１(３９.２) ２.３(０.７)
下午 ４１１(２３９) ３１.３(２２.２) １.７(１.０) ４４３(３０８) ３４.５(２４.７) ２.０(１.６) ４１６(２７１) ３３.１(２５.３) ２.０(１.０)
晚上 ３５１(２０５) ２８.２(２２.７) １.７(１.０) ３２４(２５８) ２３.４(２７.１) ２.０(１.０) ３４２(２３０) ２６.５(２５.３) ２.０(１.０)
χ２ 值 ３５.１７ ２１.３０ ２０.６９ ３７.０２ ２５.３０ １５.３２ ７３.７１ ４７.４８ ３４.９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３　 讨论

一般来说ꎬ当人体白天排尿次数>７ 次时ꎬ可认为

具有尿频的危险因素ꎻ若夜间醒来排尿次数≥１ 次ꎬ可
认为其有“夜尿症” [６] ꎮ 排尿次数过多或是夜间排尿

次数过多均提示泌尿系统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ꎮ 此

外ꎬ排尿次数与水合状态密切相关ꎮ 处于适宜水合状

态的女性排尿次数高于处于脱水状态者ꎬ而且排尿次

数与尿比重、尿液渗透压具有相关性[７] ꎮ 与一项在 １４
名成年男性中开展的研究结果一致ꎬ处于脱水状态的

男性排尿次数明显低于处于适宜水合状态者[８] ꎮ 在

临床上ꎬ每天排尿量<４００ ｍＬ 时定义为无尿ꎻ排尿量>
２ ５００ ｍＬ 时定义为多尿ꎮ 无论是多尿还是少尿ꎬ均提

示人体泌尿系统可能存在一定疾病ꎮ Ｃｌａｒｋ 等[９] 对

２ １４８名调查对象随访 ６ 年发现ꎬ排尿量较高的人群肾

脏功能退化的速度慢于排尿量较少的人群ꎮ
本研究中调查对象 ２４ ｈ 排尿量为 １ ２７９ ｍＬꎬ与中

国河北省沧州某高校研究结果相符ꎬ该研究中成年男

性大学生排尿量为 １ ３５８ ｍＬ[３] ꎮ 研究显示ꎬ饮水量与

排尿量具有强相关性ꎬ正常健康成年人每天排尿次数

在 ４ ~ ８ 次ꎮ 本研究中ꎬ调查对象排尿次数为 ６.２ 次ꎬ
主要集中在早餐前、早餐后、午餐后及晚餐后 ４ 个时间

段ꎮ 调查对象排尿次数及排尿量主要集中在上午和

下午ꎬ与美国相关研究结果不同ꎬ该研究显示ꎬ成年人

下午和晚上(１３:００ ~ ０１:００)排尿次数占每天排尿次数

的 ７８％ꎬ可能与研究调查方法以及调查对象生活习惯

不同有关[７] ꎮ
本研究中ꎬ调查对象排尿次数主要集中在 ５ ~ ７

次ꎬ占 ６７.４％ꎬ而排尿次数≤３ 次占比为 ５.１％ꎬ可能是

由于饮水量较少导致ꎬ也可能提示泌尿系统存在一定

问题ꎬ还有可能是因为大学生存在憋尿行为ꎮ 经常故

意减少排尿次数是增加尿路感染风险的危险因素之

一ꎮ 前期研究显示ꎬ北京市小学生中男女生憋尿比例

分别为 ９.８％ꎬ１０.７％ꎬ大学生中存在憋尿行为比例为

７.４％[１０－１１] ꎮ 憋尿有可能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ꎬ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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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功能障碍的危险性[１２] ꎬ憋尿是尿失禁和膀胱过度

活动症的危险因素[１３] ꎮ 此外ꎬ排尿次数是判断水合状

态的指标之一ꎬ处于正常水合状态的成年人排尿次数

高于处于脱水状态成年人[(７±２) ∶ (５±２)次] [８] ꎮ 本

研究中ꎬ调查对象排尿次数≤５ 次比例达 ３７.８％ꎬ提示

调查对象饮水量可能不足、处于脱水风险的人较多ꎬ
需开展相关健康宣教ꎮ 调查对象夜间排尿比例为

３６.５％ꎬ夜间排尿可能会影响睡眠质量ꎬ长此以往可能

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影响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调查对象平均每次排尿量为

２０９ ｍＬꎬ主要集中在 ２００ ~ ４００ ｍＬꎬ占 ８８.５％ꎬ每次排尿

量在 ５００ ~ ７００ ｍＬ 的比例为 ７.１％ꎮ 提示有部分大学

生存在憋尿行为ꎬ后期应该对其开展健康宣教ꎬ使其

尽量避免憋尿行为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排尿次数与每

次排尿量呈负相关ꎬ排尿量与每次排尿量呈正相关ꎬ
而排尿次数与排尿量之间无相关性ꎮ 可能由于大学

生在上课时受到课程时间安排的干扰ꎬ从而导致排尿

次数与排尿量之间无相关性ꎮ 提示在今后相关健康

宣教中应加强对大学生排尿行为的教育ꎬ使其形成良

好的排尿行为ꎮ

志谢　 感谢河北大学医学部全体志愿者的配合ꎬ感谢河北大学

医学部全体调查员的帮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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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快报(９):瑞典男童青春期生长加速的长期趋势
近二十年以来ꎬ女童月经初潮年龄提前的长期趋势渐缓ꎬ而男童青春期发育长期趋势尚不明确ꎮ 瑞典哥德堡大学萨尔

格伦斯卡医学院内科和临床营养学系 Ｍａｒｉａ Ｂｙｇｄｅｌｌ 博士及其团队对 １９４７—１９９６ 年期间出生在瑞典哥德堡的 ４ ０９０ 名男

性ꎬ收集了学校健康记录、征兵体检记录以及护照记录中个体身高、体重ꎮ 使用婴儿—儿童—青春期( ｉｎｆａｎｃｙ￣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ｐｕ￣
ｂｅｒｔｙ)模型计算生长速度高峰(ｐｅａｋ ｈｅｉｇｈ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ꎬ ＰＨＶ)年龄ꎬ并将 ６.５~ ９.５ 岁期间测量的身高、体重信息计算的体质量指

数(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ＢＭＩ)作为青春期前 ＢＭＩꎮ 研究发现ꎬ出生年份和 ＰＨＶ 年龄之间存在关联ꎬ出生年份每增加 １０ 年ꎬＰＨＶ
的年龄提前 １.５ 月ꎮ 青春前期较高的 ＢＭＩ 与 ＰＨＶ 年龄呈负相关ꎮ 控制青春前期 ＢＭＩ 后ꎬ出生年份与青春期提前的关系仍

然有统计学意义ꎬ出生年份每增加 １０ 年ꎬＰＨＶ 年龄提前 １.２ 月ꎮ
尽管该研究对于青春期生长采用了 ＰＨＶ 年龄ꎬ而非体格检查或实验室检查ꎬ但该研究首次较为完整地描述了男性青

春期生长发育长期趋势ꎮ 表明男童青春期发育提前长期趋势的部分原因可能是 ＢＭＩ 的增加ꎮ 该研究结果对于界定正常的

青春期发育时相、青春期发育年龄的范围ꎬ及青春期发育可能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ꎮ
[来源:ＯＨＬＳＳＯＮ ＣꎬＢＹＧＤＥＬＬ ＭꎬＣＥＬＩＮＤ Ｊꎬｅｔ ａｌ.Ｓｅｃｕｌａｒ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ｐｕｂｅｒｔ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ｂｏｙｓ ｂｏｒ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４７ ｔｏ １９９６[Ｊ].ＪＡＭＡ Ｐｅｄｉａｔｒꎬ２０１９ꎻ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１ / ｊａｍａ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２０１９.２３１５.编译:张丹丹ꎬ孙莹(审校).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ꎬ合肥(２３０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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