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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调查河北省某高校大学生春季不同类型水的饮用量ꎬ为后期饮水宣教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简

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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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调查对象每次的饮水量和饮水种

类ꎮ 对 ７ ｄ 中有任意饮料消费的人群进行单独分析ꎮ 结果　 调查对象每天白水、牛奶、含糖饮料、其他饮料的饮用量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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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低于女生(Ｚ 值分别为－２.７３ꎬ－２.２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女生其他饮料饮用量高于男生ꎬ但仅在饮料消费人群中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Ｚ＝ ３.３１ꎬＰ<０.０１)ꎮ 两类人群中不同体质量指数的调查对象不同类型水的饮用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结论　 河北省某高校大学生主要以饮用白水为主ꎬ男女生饮水类型不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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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是人体的主要组成成分ꎬ并且在体内有多种生

理功能ꎬ除参与人体新陈代谢、维持体液正常渗透压

及电解质平衡、调节体温外ꎬ还具有润滑作用[１] ꎮ 饮

水作为人体水分的主要来源ꎬ合理选择饮水类型并足

量饮水对促进健康和预防疾病至关重要ꎮ 饮水不足

可能导致认知能力下降[２] ꎬ增加肾脏及泌尿系统疾病

风险[３] ꎬ降低人体的身体活动能力[４] ꎮ 饮水与心血管

疾病的发生也有一定关系[５] ꎮ 白水是能满足人体需

要、经济实用且安全卫生的饮水类型ꎬ应作为饮水首

选[６] ꎮ 饮料种类多样ꎬ一些饮料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和矿物质ꎬ适量饮用可恢复体能并能作为膳食的补

充ꎬ但绝大部分饮料都含有一定量的糖ꎬ随着含糖饮

料消费量的增加ꎬ其已成为添加糖摄入的重要来源之

一[７] ꎮ 多项研究发现ꎬ过量饮用含糖饮料与多种慢性

疾病有关ꎬ如龋齿、超重肥胖、２ 型糖尿病等[８－１０] ꎮ 为

了解中国大学生水的饮用量及种类ꎬ本研究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在河北省某高校调查了大学生不同饮水类型的摄

入情况ꎬ现将结果报道如下ꎮ

８０３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第 ４０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９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 ＳＡＳ ９.２ 软件ꎬ参考文献[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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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保定市某高校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

方法招募受试对象ꎬ以学号后 ３ 位数字作为学生的编

号ꎬ在随机数字表随机选取抽样开始数字ꎬ从选定的

数字开始依次选取三位数ꎬ去掉不在编号范围内的数

字及重复数字ꎬ直到满足样本量ꎮ 纳入标准:健康成

年男、女大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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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年龄<１８ 岁或

者>２３ 岁者ꎮ 最终完成调查的有 １５６ 人ꎬ其中男生 ８０
名ꎬ平均年龄、身高、体重及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分别为

(１９.９± １. ０) 岁ꎬ(１７２. ０ ± ５. ５) ｃｍꎬ( ６７. ５ ± １１. ９) ｋｇ 及

(２２.８±３.９)ｋｇ / ｍ２ꎻ女生 ７６ 名ꎬ平均年龄、身高、体重及

ＢＭＩ 分别为 １９.８ 岁ꎬ１６０.１ ｃｍꎬ５４.８ ｋｇ 及 ２１.４ ｋｇ / ｍ２ꎮ
男生身高、体重、ＢＭＩ 均高于女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ｔ 值分别为 １２.７７ꎬ８.３３ꎬ２.８９ꎬ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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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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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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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高测量精度为 ０.１ ｃｍꎬ体重测量

精度为 ０. １ ｋｇꎮ ＢＭＩ ( ｋｇ / ｍ２ ) ＝ 体重 ( ｋｇ ) / [ 身高

(ｍ)]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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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既往饮水调查使用的问卷基

础上ꎬ征求专家意见ꎬ参考专业相关文献[２ꎬ１１] ꎬ自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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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包括白开水、矿泉水、矿

物质水及纯净水等ꎮ (２)茶水:指用绿茶、花茶、红茶

等冲泡自制的饮品ꎬ不包括茶饮料ꎮ (３)饮料:包括含

糖饮料、酒类及其他饮料ꎮ (４)含糖饮料:在饮料制作

过程中人工添加糖的饮料ꎬ包括碳酸饮料、水果风味

饮料等[１２] ꎮ (５)牛奶:指牛的乳汁ꎬ本文既包括纯牛

奶也包括制作过程中未人工添加糖的其他牛奶制品ꎮ
(６)其他饮料:指除含糖饮料、酒类以外的饮料ꎬ包括

制作过程中未人工添加糖的咖啡、果蔬汁等[１２] ꎮ (７)
饮料消费人群:调查的 ７ｄ 中饮用了除白水、茶水、牛
奶之外的其他饮品ꎮ
１.２.５　 质量控制　 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ꎬ考
核合格后方可参与调查ꎮ 调查组制定工作手册ꎬ采用

统一的调查表和方法ꎬ并进行现场督导ꎬ对其中出现

的问题及时解答和纠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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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分析 　 运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软件建立数据

库ꎬ采用双录入的方式录入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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ꎻ数据为偏态分布时ꎬ采用 Ｍ(ＱＲ)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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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类型水饮用量　 调查对象每天白水、牛奶、
含糖饮料、其他饮料饮用量的中位数分别为 ８６６ꎬ４３ꎬ
４３ 和 ２ ｍＬꎮ 男生白水、含糖饮料饮用量高于女生ꎬ牛
奶饮用量低于女生(Ｐ 值均<０.０５)ꎻ不同 ＢＭＩ 调查对

象所有饮水类型的饮用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各组茶水、酒类饮用量的中位数

为 ０ꎮ 不同性别、ＢＭＩ 调查对象茶水饮用量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男生酒类饮用量高于女

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ꎬ不同 ＢＭＩ 调查对象

酒类饮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５４)ꎮ

表 １　 不同性别和 ＢＭＩ 调查对象不同类型水饮用量比较[Ｍ(ＱＲ)ꎬｍＬ / ｄ]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白水 牛奶 含糖饮料 其他饮料 茶水 酒类
性别 男 ８０ ９５９(６１９) １４(１１６) ４９(１０６) ０(３０) ０(０) ０(０)

女 ７６ ７４５(６１２) ６９(１３０) ５(７８) １７(１４１) ０(０) ０(０)
Ｚ 值 ２.３１ －２.７３ ３.０３ －１.８４ －１.５４ －３.１７
Ｐ 值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７ ０.１２ ０.００

ＢＭＩ / (ｋｇｍ－２ ) ≤２０.０ ３９ ８９４(６３０) ３７(９４) ２９(１０６) ９(３６) ０(０) ０(０)
２０.１ ~ ２１.３ ３９ ７５６(５８７) ５０(１１３) ４３(１１３) ４(４１) ０(０) ０(０)
２１.４ ~ ２３.５ ３９ ８０４(６７８) ５１(１４６) ５１(１１２) ４(３８) ０(０) ０(０)
≥２３.６ ３９ ９５９(７４５) ３６(１８７) ４６(１１９) ０(１１) ０(０) ０(０)

Ｆ 值 ３.０６ ０.５８ ０.６９ ２.３４ ０.８０ ２.１６
Ｐ 值 ０.３８ ０.９０ ０.８８ ０.５１ ０.８５ ０.５４

合计 １５６ ８６６(６４２) ４３(１３１) ４３(１１２) ２(３６) ０(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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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饮料消费人群不同类型水饮用量 　 １５６ 名被试

中ꎬ饮料消费人群共计 １２３ 名(７８.８％)ꎬ每天白水、牛
奶、含糖饮料及其他饮料饮用量的中位数分别为 ８４５ꎬ
３６ꎬ６３ 和 １１ ｍＬꎮ 饮料消费人群中男生白水、含糖饮料

饮用量高于女生ꎬ女生牛奶及其他饮料饮用量高于男

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不同 ＢＭＩ 的

饮料消费人群以上类型水的饮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饮料消费人群中各组茶

水、酒类饮用量的中位数为 ０ꎮ 不同性别、ＢＭＩ 的饮料

消费人群茶水饮用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饮料消费人群中男生酒类饮用量高于女生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０)ꎬ不同 ＢＭＩ 的调查对象酒

类饮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４９)ꎮ

表 ２　 不同性别 ＢＭＩ 饮料消费人群不同类型水饮用量比较[Ｍ(ＱＲ)ꎬｍＬ / ｄ]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白水 牛奶 含糖饮料 其他饮料 茶水 酒类
性别 男 ６９ ９４９(６３７) １４(１０９) ７１(２１７) ４(３５) ０(０) ０(０)

女 ５４ ７２２(６１３) ５６(１０６) ５８(１０７) ２９(５９) ０(０) ０(０)
Ｚ 值 ２.４５ －２.２３ ２.１１ －３.３１ －１.１０ －２.９０
Ｐ 值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２７ ０.００

ＢＭＩ / (ｋｇｍ－２ ) ≤２０.０ ３０ ９０２(７６０) ３７(８８) ４５(１６０) ２１(５０) ０(０) ０(０)
２０.１ ~ ２１.３ ３１ ７６９(５８７) ３６(１０７) ５９(１２０) １１(４１) ０(０) ０(０)
２１.４ ~ ２３.５ ３２ ７０１(５８５) ４１(１８０) ６７(１６４) ２６(５８) ０(０) ０(０)
≥２３.６ ３０ ９５９(７７３) １６(１８８) ７２(１８６) ９(４６) ０(０) ０(０)

Ｆ 值 ３.５０ ０.２６ １.２２ ３.０４ ３.７９ ２.４１
Ｐ 值 ０.３２ ０.９７ ０.７５ ０.３９ ０.２９ ０.４９

合计 １２３ ８４５(６５１) ３６(１１４) ６３(１４２) １１(４８) ０(０) ０(０)

３　 讨论

大学生阶段是自身生活方式形成和稳定的重要

时期ꎬ这一时期形成的生活方式将对其一生健康产生

重要影响ꎮ 合理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助于提高大学生

身体素质和学习效率ꎬ促进其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ꎬ
对慢性病早期预防至关重要ꎮ 但有研究发现ꎬ大学生

易形成晚睡晚起、高油高糖饮食、抽烟酗酒等不健康

生活习惯[１３] ꎮ 饮食行为是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其中饮水类型和饮水量对身体健康十分重要ꎮ 大部

分饮料均含糖ꎬ选择饮料时尽量选择含糖量低的饮

料ꎬ建议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ꎬ以饮用白水或茶水为

宜ꎮ 培养合理选择饮水类型、规律饮水的习惯ꎬ对于

培养大学生自制力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ꎮ
美国一项针对 ９０ 名平均年龄为 １９ 岁的大学生开

展的调查显示ꎬ其最常饮用的饮水类型为白水和果

汁ꎬ选择率均为 ７２％ꎬ 其次为碳酸饮料ꎬ 选择率为

６８％[１４] ꎮ 在比利时开展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ꎬ大学生

日饮用量最高的饮水类型为白水(６４９.９ ｍＬ)ꎬ其次为

碳酸饮料(２９５.２ ｍＬ)和果汁(１１０.４ ｍＬ) [１５] ꎮ 与本文

结果基本一致ꎬ均以饮用白水为主ꎬ饮料中以果汁和

碳酸饮料消费为主ꎮ
我国四城市成年居民夏季饮水量研究结果显

示[１１] ꎬ每日白水饮用量(７８６ ｍＬ)低于本次调查结果ꎬ
而饮料饮用量(１８６ ｍＬ)高于本次调查结果ꎬ可能与本

研究在医学专业的学生中开展有关ꎬ学生的健康意识

较其他专业强ꎬ导致饮料的消费量减少ꎬ也与在我国

四川省开展的医学专业大学生饮水行为调查结果相

似[１６] ꎮ
本次调查未发现不同 ＢＭＩ 的调查对象之间饮水

类型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ꎬ与既往开展研究的结果

不同[１７] ꎮ 可能由于本次调查中纳入的大部分调查对

象属于体重正常人群ꎬ超重及肥胖的大学生数量较

少ꎮ 正常体重范围内ꎬ饮水量和饮水类型与 ＢＭＩ 之间

可能并不存在相关性ꎬ需要进一步纳入超重肥胖人群

开展试验ꎮ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ꎬ我国居民人均饮料消费量

快速上升ꎬ２０１４ 年已高达 １１９ ｋｇꎬ约为 ２００３ 年人均消

费量(１２ ｋｇ)的 １０ 倍[１８] ꎮ 本次调查中ꎬ大学生虽然以

饮用白水为主ꎬ但饮用饮料人群比例高达 ７８.８％ꎬ饮料

消费已经成为大学生中普遍发生的行为ꎬ大学生对于

添加糖摄入过多的危害认识仍不足ꎬ其中男生含糖饮

料消费量高于女生ꎬ而女生其他饮料摄入量高于男

生ꎬ需要针对不同性别的大学生进行不同的饮水宣

教ꎬ以期通过多途径饮水相关健康知识普及ꎬ指导大

学生形成合理的饮水行为ꎮ 本次调查发现大学生的

牛奶饮用量远低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２０１６)» [６] 建

议的每天 ３００ ｇꎬ尤其是男生对奶制品的摄入明显不

足ꎬ而牛奶是人体钙的最佳来源ꎬ因此应对大学生进

行营养宣教ꎮ

志谢　 感谢河北大学医学部马立新、耿彦生老师以及河北大学

附属医院梁淑新、刘淑卓老师在课题开展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和

帮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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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多以烘焙、烤、煎、炸等方式为主ꎬ会损失食物中

水分ꎮ 有研究显示ꎬ欧美国家居民食物来源水分占总

水摄入量的 ２０％左右[１] ꎮ
河北省某高校大学生春季饮水行为在不同时间

段存在差异ꎬ男女生在不同时间段饮水量也有所不

同ꎻ非就餐时饮水量及白水、奶制品、饮料饮用量普遍

高于就餐时ꎬ男生和女生在就餐和非就餐时的饮水类

型也有所差异ꎮ 建议在高校教室及餐厅、宿舍等配备

直饮水、桶装水等饮水设施ꎬ为学生提供安全且便捷

的饮水环境ꎬ提高学生在校期间各时间段、就餐及就

餐时安全饮用水的可及性ꎻ并结合其饮水行为ꎬ在大

学生中开展饮水健康宣教ꎬ促进学生足量饮水ꎬ形成

定时定量的健康饮水行为ꎮ

志谢　 感谢河北大学医学部刘树芳、马立新、耿彦生老师及河

北大学附属医院梁淑新、刘淑卓老师在课题开展过程中给予的

支持和帮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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