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水与人类健康概述
水是生命的重要元素。当原始物种从海洋向陆地进

减退，加上疾病和日常活动受限，故饮水量减少。此

化时，防止脱水就成了生存的关键问题。没有水，人类

外，老年人的肾脏储水机制也受损。所有这些因素均可

仅能生存数日。在婴儿和老年人中，水分别占体重的

导致老年人发生脱水的风险增加。

75%和55%，其在细胞稳态和生命维持中发挥重要的作

体能

用。水对健康的重要性通常在脱水的条件下被描述。脱
水的概念包含两方面：一是体内水分丢失的过程；二是
脱水的状态。最近，Popkin等[1]对目前有关水的认识包括

在具有挑战性的运动中，运动员通过出汗使体重

水摄入量变化对人类健康、行为能力和生理功能的影响

下降6%~10%并不罕见，如果不补充液体，则将导致脱

进行了系统综述。

水。然而，即使在脱水程度很轻（约2%）的条件下，也
可观察到运动员体能的下降。Popkin等认为，在相对较

体温调节

轻的脱水状况下，从事高强度体力活动的个体会出现体
能下降，表现为耐力的下降、疲劳的增加、体温调节能

饮水对于体温的控制至关重要。在炎热和运动条件

力的改变、动力的下降和主观费力感的增加。在炎热的环境

下，通过出汗排出水分是一种重要的降温机制。Popkin

下运动且没有充分补充液体可导致体温过高、每搏输出量和

等提出，一个健康成年人在静息条件下的经皮水分丢失

心输出量的下降、血压的下降和肌肉血流量的减少。

量为0.3 L/d，而在炎热和高强度运动条件下为2.0 L/d。

Paik等 [3] 提出，通过饮水可以弥补体能的下降，并

如果水摄入无法补偿丢失的水分，则可导致缺水状态，

且减少由运动和脱水诱发的氧化应激，脱水对高强度和

并伴有核心体温的升高、电解质的丢失、血浆容量的减

高耐力运动（如网球和长跑）的影响比无氧运动（如举

少和血浆渗透压的增加。在此种生理条件下，出汗无法

重）或短时间运动（如划船）更明显。

有效地阻止核心体温的升高。当充分饮水后，出汗仍可

神经系统功能

作为核心体温升高的有效代偿机制。
与成年人相比，儿童和老年人对环境温度的反应及

Popkin等认为轻度脱水可以损害情绪和认知功能。

其体温调节机制存在差异。由于儿童的体表面积相对较
大、排汗速率较低且对环境的适应较慢，因而在炎热环
境下更易于发生热相关的疾病。儿童在运动期间，缺水
所致的核心体温升高相较于成人更明显，而出汗较成人
少，从而丧失了部分水的降温机制。然而，Falk等[2]的研

在相对较轻的脱水状况下，从事高强度体
力活动的个体会出现体能下降，表现为耐
力的下降、疲劳的增加、体温调节能力的
改变、动力的下降和主观费力感的增加。
通过饮水可以弥补体能的下降，并且减少
由运动和脱水诱发的氧化应激。

究显示，儿童可以通过干热损失（dry heat loss）的方式
使相当一部分热量得以消散，而且出汗的缺乏是热应激
下保存水分的一种有效途径。
在冷应激下，老年人的体温调节性血管收缩功能受
损，体内的水分从血浆进入组织间隙和细胞内。在热应
激下，水分经汗液的丢失可降低血浆的水含量，而老年
人对血粘度增加的代偿能力较弱。由于老年人的口渴感
1

这一点对于某些人群具有特殊的意义，包括特别年幼

些水分的绝大部分被小肠吸收（最高达15 L/d），仅一小

的、特别年老的、处于炎热气候下的以及从事高强度运

部分被结肠吸收（5 L/d）。

动的人。轻度脱水可以改变认知功能的多个重要特征，

Popkin等指出，便秘的原因有多种，包括药物、纤

如注意力、警惕性和短期记忆力。和体能一样，轻到中

维摄入不足、饮食差和疾病。液体摄入不足是便秘的常

度脱水可以降低完成任务的能力，如短期记忆、知觉辨

见原因，而增加液体摄入常常作为推荐的治疗方法。

认、计算能力、视觉运动追踪和精神运动技能。

Murakami等[6]的研究显示，在纤维摄入量较低的日本妇

对于老年人和身患重病的人，脱水是谵妄的一个危

女中，如同时伴有水摄入量较低，可导致便秘的发生率

[4]

险因素。最近的研究 显示，脱水是长期护理机构中观

增加。Lindeman等的研究也显示，在老年人群中，水摄入

察到的思维混乱的多种诱发因素之一。与年轻人相比，

量较低是急性便秘发生率增加的预测因素，那些水摄入量

老年人的口渴感减退。而且，液体的摄入和水平衡的维

最低者发生便秘的频率是水摄入量最高者的2倍以上。

持往往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疾病、痴呆、尿失禁、

肾脏功能

肾功能不全、活动受限和药物副作用。
脱水还可导致头痛的发生。Popkin等指出，虽然该
问题尚未在医学文献中进行深入讨论，但一些观察性研

肾脏在水分平衡和血压的调节以及体内有害物质的

究显示，脱水加上它对注意力的损害和烦躁感的增加，

去除中发挥重要作用。Popkin等指出，肾脏对水的代谢

可以作为偏头痛的诱发因素，并且可以延长偏头痛发作

可以分成两部分：调节性和强制性。水分的调节由激素

[5]

的时间 。Blau等的研究表明，在那些由脱水诱发头痛的

介导，其目的是维持血浆渗透压在一个较窄的范围内

患者中，通过饮水可以在30分钟至3小时内缓解大部分人

（275~290 mOsm/kg）。

[5]

的头痛 。脱水诱发的头痛可能与颅内脱水和总的血浆

除了调节水分平衡外，肾脏需要水分来过滤血液中

容量减少有关。虽然饮水有助于缓解脱水相关的头痛，

的有害物质，并通过尿液排泄。通过肾脏排泄水分可以

但增加水摄入对头痛的预防作用尚未被很好证实。

清除血液中的溶质，这就需要一个最低的强制尿量。
Popkin等指出，该强制尿量并不固定，随着代谢溶质的
量和血管加压素的水平而变化。根据水分储存需求的不

一些观察性研究显示，脱水加上它对注意
力的损害和烦躁感的增加，可以作为偏头
痛的诱发因素，并且可以延长偏头痛发作
的时间。

同，尿的基础渗透压也发生改变（40~1,400 mOsm/kg）。
在通常情况下，对一个成年人而言，1.5~2 L/d的尿量足
以清除900~1,200 mOsm/d的溶质负荷量。在水分储存
期间和血管加压素存在的条件下，该强制尿量降低至
0.75~1.0 L/d，而在多尿期高峰阶段，清除同样的溶质负

胃肠道功能
通过肾脏排泄水分可以清除血液中的溶
质，这就需要一个最低的强制尿量。
在通常情况下，对一个成年人而言，
1.5~2 L/d的尿量足以清除900~1,200
mOsm/d的溶质负荷量。

饮食中的液体通常在近端小肠被吸收，其吸收速率
由胃的排空速率决定。因此，摄入的所有液体将最终达
到水分的平衡，但再饮水的速率依赖于那些能够影响液
体向小肠粘膜输送速率的因素。除了从食物（1 L/d）和
饮料（约2~3 L/d）中摄入的水分外，人体分泌的消化液
在流经消化道的水分中占了更大的比例（约8 L/d）。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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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需要的强制尿量可达20 L/d。如果摄入的水量无法补偿

少痤疮或其他皮肤问题的发生。各种美容和健康杂志以

尿液的排出，则将发生低钠血症。

及互联网都提出，每天饮8~10杯水可以“去除皮肤中的
毒素”，“维持一个健康的肤色”，但Popkin等认为该

心脏功能和血流动力学反应

观点普遍缺乏相关的支持证据。然而，皮肤在维持体内
水含量和防止水分丢失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血容量、血压和心率之间密切相关。血容量由水的

皮肤的含水量约为30%，用以维持皮肤的丰满和弹

摄入和排出来调节。血容量的分布可因心脏位置的改

性。角质层相互重叠的细胞结构和皮肤所含的脂质构成

变而发生变化，从仰卧位转变为直立位可导致心率增

了身体的水屏障。水分经汗液的丢失是通过汗腺完成

加、血压下降，在某些人中甚至可导致晕厥。Popkin等

的，汗腺均匀地分布在体表的绝大部分。皮肤干燥通常

提出，这种体位性低血压可通过摄入300~500 ml水来缓

与暴露在干燥的空气中、长时间与热水接触和使用肥皂

解，在血压正常人群和高血压患者中，水摄入可以显著

以及疾病和用药有关。更为严重的脱水可导致皮肤的丰

降低心率和升高血压，这些作用于饮水后15~20分钟内发

满度下降。Mac-Mary等[8]的研究表明，在水摄入量低的

生，并且可持续60分钟。此外，Ando等[7]的研究发现，

个体中，饮水可以改善皮肤的厚度和密度，防止水分经

对于有献血后晕厥高风险的献血者，水摄入还有助于预

皮丢失，提高皮肤的水合。

防迷走神经反应。
Popkin等认为，饮水在上述情况下的作用主要是由
于对交感神经系统的作用，而非对血容量的改变。

由此可见，水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
Popkin等呼吁，希望这一重要作用能够进
一步提高我们对于健康饮水的关注。

皮肤
有关饮水的一个更深入人心的作用是对皮肤的改
善。人们总是在追求皮肤表面更水润，以及最大程度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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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在人体内吸收、分布和消失的药代动力学分析
通过摄入氧化氘（D2O）后数日内尿液中氘/氕（D/
H）比值呈指数级下降来计算体内储水池（body water

根据对D/H比值的分析，水在摄入后5分钟
内即出现于血浆和血细胞中，并于约20分
钟达到峰值。分布至整个体内储水池的时
间约为75~90分钟。

pool，BWP）的动力学参数是一种很常用的方法。然
而，Péronnet等指出，大多数研究使用的是为耐力运动
员设计的含矿物质和/或碳水化合物的液体。因此，摄入
低矿物质含量和无碳水化合物的水后血浆D/H比值的数
据缺乏，而此种水正是在普通人群中被鼓励摄入的。为
此，Péronnet等在36名健康男性受试者（18~35岁，平均
体重76.9 kg）中开展了一项实验研究[1]，探讨了低矿物质
水的吸收速率和分布，以及BWP的容量和更新率。

研究方法
在该研究中，受试者被要求每天摄入天然低矿物质
水（渗透压<20 mOsmol/kg）2 L，然后摄入D 2O标记的
水300 ml作为示踪剂。在10天试验期内，采用质谱分析
法检测尿液、唾液、血浆和血细胞中的D/H比值。采用3
种药代动力学模型[一室模型（1-CM，存在首过吸收和
消除效应）、二室模型（2-CM，首过吸收和消除效应来
自中央室）和非房室模型（N-CM）]评估标记水在BWP
中的吸收和分布，以及从该池中消失的动力学参数。这
3种模型用于观察摄入标记水后1小时内的血浆D/H变化
以及随后9天内的尿液D/H变化。采用斜率截距法建立模

图1. 摄入标记水后60分钟内血浆和血细胞D/H比值的变化。

型用于评估BWP的容量和更新率。

研究结果与讨论
衰期（ta1/2）平均值（2-CM和1-CM分别约为11分钟和13

水在BMP中的吸收和分布

分钟），水在摄入后75~90分钟几乎完全被吸收。

该研究结果显示，摄入标记水后，血浆和血细胞

根据对标记水摄入后血浆D/H变化的视觉检测以及

D/H比值迅速升高（图1）。血浆和血细胞D/H比值从

对房室模型适合度的评估，将36名受试者分成2组。在

5分钟开始显著高于基线水平，分别为：192.8±30.6和

组1（n=15，占42%）中，血浆D/H在按双指数衰减之

192±30.8 ppm（配对t检验，P<0.0001）。在60分钟的观

前于15~30分钟达峰（平均值=326±32 ppm，时间点为

察期内，所有时间点的血细胞D/H平均值和离散度均与

20.0±6.5 分钟），数据适合于2-CM。在组2（n=21，占

相对应的血浆值相似（图1）。血浆和血细胞D/H平均值

58%）中，血浆D/H达峰较迟，随后按单指数衰减，数据

在20分钟达到高峰。基于采用2种房室模型估算的吸收半

适合于1-CM。2组的血浆D/H值均适合于N-CM。

4

在组2中，摄入的水快速且毫无限制地进入整个

水在部分器官和组织中的分布动力学

BWP（45.7±3.1 L或体重的61.2±7.7%）。采用1-CM

由于技术和伦理的限制，在人类和动物中有关摄入

估算的动力学参数提示，水在BWP中的吸收与分布约

的水在BWP多个子房室中分布的动力学数据很有限。体

在摄入后的75分钟至2小时之间完成。而在组1中，采用

外实验数据显示细胞外的氚化水与红细胞内的水之间达

2-CM计算的中央室容积（18.5±4.3 L，相当于总BWP

到平衡仅需数毫秒，这与该研究中观测到的血浆和血细

的37±10%）小于外周室容积（31.6±6.4 L或BWP的

胞D/H值相似有很好的一致性。该研究也观测到摄入的

63±10%）。因此，摄入的水在扩散至一个31.6 L的外周

水很快分布于血管腔之外。这一观察结果得到了其他研

室前很快分布于一个18.5 L的中央室。水在中央室和外

究的支持，即水通过毛细血管床在血浆和组织液之间的

周室之间分布的半衰期（td 1/2）约为12.5±4.3分钟，表

交换较血浆流量高多个数量级，而且水在组织液与细胞

明标记水在被摄入后约90分钟几乎均匀分布于整个BWP

内液之间的交换也非常快。

（>99%）。

从人类和动物研究中获得的数据表明，中央室可能
与灌注良好的器官和组织中的水（组织间液与细胞内

BWP的容量和更新率

液）相对应，如脑、肝脏、肾脏和脾脏。这些器官或组

在该研究的36名受试者中，采用参考斜率截距法

织中的示踪剂/被示踪物比值与血液中的比值达到平衡约

计算的BWP容积为46.6±5.7 L（体重的60.7±4.1%）。

需2~10分钟。由此推测在高温下运动时，高血流量的皮

BWP更新率为4.58±0.80 L/天，略高于已报道的成年男

肤应属于中央室。最近，Armstrong等的研究证实，D2O

性（约3.2~3.7 L/天）。根据水的消失半衰期（tr1/2），摄

在摄入后10分钟内出现在汗液中，但在整个60分钟的运

入的水在BWP中的平均停留时间（mean residence time，

动期间，汗液的D/H比值均低于血浆。

MRT）为10.3±1.5天，提示摄入的水被完全清除（即

至于外周室，可能与低灌注的器官和组织中的水以

>99%）和BWP的全部更新约需50天。

及低更新率的水房室相对应，这些房室中的示踪剂/被示
踪物比值与血液中的比值达到平衡更慢，如休息时的骨
骼肌（约10~40分钟）、脑脊液（约60~150分钟）和骨骼
（约4小时）。

体内储水池（BWP）的容量约为46.6±5.7 L
（体重的60.7±4.1%），更新率为
4.58±0.80 L/天。摄入的水在BWP中的平
均停留时间为10.3±1.5天，提示摄入的水
被完全清除和BWP的全部更新约需50天。

总结
该研究的作者认为，从实际角度来看，如果采用简
单的斜率截距法可以轻易计算出BWP的容量和更新率，
则采用药代动力学模型进行估算并无优势，其主要的益
处是提供了水在BWP中吸收与分布的动力学参数，而目
前尚无明确的参考值。从该研究中获得的这些参考数据
将有助于根据饮品特性（如容量、温度、电解质和碳水化

2-CM轻度高估了BWP的容量，轻度低估了其更新

合物含量等）、实验对象（如年龄、饮水状态、胃肠道功

率。相反，采用N-CM和1-CM估算的BWP容量和更新率

能失调等）和环境状况（如休息与运动、炎热与寒冷等）

与采用斜率截距法计算的相应数值仅相差0~2%。

进一步描述水在BWP中吸收与分布的动力学参数变化。

参考文献
1. Péronnet F, Mignault D, du Souich P, et al. Pharmacokinetic analysis of absorption, distribution and disappearance of ingested water labeled
with D2O in humans. Eur J Appl Physiol 2011 October, published ahead-of-print.
2. Armstrong LE, Klau JF, Ganio MS, et al. Accumulation of 2H2O in plasma and eccrine sweat during exercise-heat stress. Eur J Appl Physiol
2010;108:477-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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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状况对急、慢性疾病的影响
婴儿高渗性脱水

许多疾病有多种病因。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轻度
脱水在各种疾病的发生中发挥作用。为此，德国儿童营

在婴儿中，辅食中的蛋白和钠含量较高可能导致尿
渗透压接近最大，当发生急性胃肠炎时，就会增加威胁
生命的高渗性脱水的风险（III类证据）。

养研究院的Manz教授[1]通过检索Medline上的相关文献，
评估了轻度脱水对急、慢性疾病的影响，并按下列标准
对证据进行了分类：
Ia类证据：来自随机对照研究的荟萃分析；

外来物中毒

Ib类证据：来自至少1项随机对照研究；

已知血管造影中使用的造影剂可导致肾毒性，特别
是存在轻度脱水的患者。在造影前充分饮水可以有效预
防造影剂诱发的肾毒性[3]（Ib类证据）。

IIa类证据：来自至少1项非随机对照研究；
IIb类证据：来自至少1项其他类型的准实验研究；
III类证据：来自描述性研究，如比较研究、相关性
研究和病例对照研究；

慢性全身性轻度脱水与疾病

IV类证据：来自专业委员会的报告、观点或权威作
者的临床经验。

泌尿系统疾病
Manz教授通过对文献的检索发现，有多项有关尿

急性全身性轻度脱水与疾病

石症与低液体摄入量相关性的描述性研究，但随机对照
研究仅有1项[4]。该研究将199例首次出现尿石症的患者
分成2组：一组患者给予增加饮水量，使尿量至少达到
2 L/24h，而饮食无变化；另一组患者未接受任何治疗。
在5年随访期间，干预组患者的尿量较多（2.1~2.6 vs
1.0~1.1 L/24h），复发率较低（12% vs 27%），且距首
次发作的时间较长（39 vs 25个月）（Ib类证据）。
2项大规模前瞻性研究证实，高液体摄入量可预防症
状性尿石症的发生（IIb类证据）。一项对尿量较少的高
温作业者的研究显示，其发生尿石症的风险是室温作业
者的9倍（IIb类证据）。
2项比较研究显示，液体摄入量低在泌尿道感染妇女
中较对照组更多见（分别为53% vs 16%和50% vs 9.5%）
（III类证据）。对366名符合条件的女性工作者进行健康
教育和岗位培训后2年，水摄入量和尿量增加，泌尿道感
染的发生率从9.8%下降至1.6%（IIb类证据）。

产科疾病
羊水是维持胎儿健康的重要物质。羊水过少和羊水
过多都会显著增加围产期疾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Manz
教授认为，通过口服补水或通过静脉输注低渗性液体使
母体长期保持水合状态似乎可以增加羊水的量，从而有
助于预防和处理分娩过程中的羊水过少（IIa类证据）。
一项随机对照研究显示，在初产妇分娩期间增加液
体的补充可以降低产程延长的发生几率，减少催产素的
需要量[2]（Ib类证据）。

囊性纤维化
囊性纤维化患者汗液中的钠含量较高，仅低于血浆
钠浓度。在体力活动过程中和炎热的环境下，汗液主要
来自于细胞外液。由于功能性水的丢失很少，血浆渗透
压几乎没有下降，也就无法刺激饮水。因此，Manz教授

心血管疾病

认为，囊性纤维化患者特别易于发生热损伤。2003年8

在糖尿病患者中，较低的尿量和钠排泄率与日间
血压较高和夜间血压下降减少有关（III类证据）。
Adventist健康研究显示，水摄入量较高与致命性心脏疾

月，当热浪袭击法国时，245名成人囊性纤维化患者中有
6名发生了肾外性脱水，导致肾功能衰竭、低钾血症和低
氯血症（III类证据）。
6

运动过程中，气道表面水分的丢失可促使肥大细胞释放
炎症介质，诱发支气管痉挛。持续的炎症导致粘液产生
过度。吸入高渗盐水或甘露醇可增加粘液的清除，改善
轻度哮喘、支气管扩张和囊性纤维化患者的生活质量。
在囊性纤维化患者中，阿米洛利（amiloride）通过抑
制渗透性水分运输可以阻断吸入高渗盐水的临床益处[5]
（Ib类证据）。在一项随机交叉研究中，透明质酸气雾
剂（一种能锁住水分子的物质）可降低运动性哮喘患者
的支气管高反应性。

病的发生风险下降有关（III类证据）。
在约50%的既往心脏检查正常且体型瘦长的健康女
性中，轻度脱水可诱发超声下可见的二尖瓣脱垂征象，
而在男性中，仅10%发生脱水诱发的二尖瓣脱垂（IIb类
证据）。
Manz教授提出，血液浓缩、红细胞增多和旅行血栓症
的特定环境因素是血栓栓塞症的风险因素，而脱水可能使该
风险增加。在缺血性卒中后，血浆渗透压超过297 mosm/kg的
患者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几率增加（III类证据）。长
距离旅行似乎与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发生风险增加相关。
尽管其机制尚未被证实，但一些学术委员会建议应维持
适当的饮水、活动腿部和使用弹力袜（IV类证据）。

饮水过多与疾病
Manz教授认为，饮水过多也可能导致某些疾病。在
临床实践中通常建议心血管疾病、低白蛋白血症、内分
泌疾病（如ADH的不恰当分泌）和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
应避免大量的水摄入。对于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而言，
摄入大量液体导致尿渗透压低于血浆渗透压可能加速肾
小球滤过率的下降（III类证据）。在肿瘤患者中，尿渗
透压较低是顺铂诱发肾毒性的决定因素，因此必须同时
静脉输注具有维持渗透压作用的物质（IIb类证据）。

卒中
入院时血浆渗透压或红细胞压积增加与卒中发生和
死亡风险增加相关（III类证据）。在缺血性卒中患者
中，最佳的出院结局与初始红细胞压积适中有关。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在糖尿病患者中，脱水可导致高血糖的发生，而空
腹可导致血糖下降（IIb类证据）。Manz教授指出，老年
糖尿病患者特别易于发生高血糖和脱水（高渗高糖性综
合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胰岛素
敏感性下降，口渴机制减退。

总之，Manz教授通过对文献的检索和回顾发现：
● 急性全身性轻度脱水可能是羊水过少、产程延
长、囊性纤维化、婴儿高渗性脱水和外来物肾毒
性的致病因素；
● 慢性全身性轻度脱水可能是尿石症、泌尿道感
染、高血压、致命性心脏疾病、二尖瓣脱垂、静
脉血栓栓塞症、卒中和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致病
因素；
● 局部轻度脱水可能是支气管肺疾病如运动性哮喘
或囊性纤维化的致病因素；
● 心血管疾病、慢性肾功能不全、低白蛋白血症和
接受顺铂治疗的患者应限制液体的摄入。

局部轻度脱水与疾病
全身性水合状况的改善对肺和气道疾病的临床有效
性尚未被证实。然而，Manz教授认为，局部的水分运输
和粘膜的水合状况在多种疾病的发生中具有重要作用。
在运动性哮喘中，吸入温暖、湿润的气体或能稳定粘膜
水合状况的药物可以迅速缓解临床症状（IIb类证据）。

参考文献
1. Manz F. Hydration and disease. J Am Coll Nutr 2007;26(5 Suppl):535S-541S.
2. Garite TJ, Weeks J, Peters-Phair K, et al.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the effect of increased intravenous hydration on the course of labor
in nulliparous women. Am J Obstet Gynecol 2000;183:1544-1548.
3. Kotlyar E, Keogh AM, Thavapalachandran A, et al. Prehydration alone is sufﬁcient to prevent contrast-induced nephropathy after day-only
angiography procedures -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Heart Lung Circ 2005;14:245-251.
4. Borghi L, Meschi T, Amato F, et al. Urinary volume, water and recurrence in idiopathic calcium nephrolithiasis: a 5-year randomized
prospective study. J Urol 1996;155:839-843.
5. Donaldson SH, Bennett WD, Zeman KL, et al. Mucus clearance and lung function in cystic ﬁbrosis with hypertonic saline. N Engl J Med
2006;354:24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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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运动期间合理摄入水、电解质和能量的探讨
当专业运动员进行训练或比赛期间，有时候他们可

肌的输送。Hargreaves等的研究发现，持续运动期间脱水

以很明确地通过摄入各种水、碳水化合物和电解质的混

可增加肌肉对糖原的利用，可能是核心体温升高、氧输

合物而获得益处。这些益处体现在体能的改善以及对运

送减少和儿茶酚胺增加的结果。

动员心血管、中枢神经系统和肌肉系统产生的生理应激
的减轻。尽管有充足的科学证据支持运动期间摄入水、
碳水化合物和电解质的理论，但对实践中如何合理应用

观察性研究显示，因脱水而导致体重每下
降1%，心率增加5~8次/分，心输出量明显
下降，而核心体温增加0.2~0.3℃。脱水和
体温过高可显著减少每搏输出量和肌肉的
血流量，从而限制了氧向运动中的骨骼肌
的输送。

这些理论做出推荐并不简单。为此，德克萨斯大学人类
体能实验室的Coyle教授[1]通过对实验室研究以及有关训
练和竞赛期间运动员的研究结果进行阐释，提出了有关
运动期间水和能量摄入的推荐。

运动期间水的摄入
Coyle教授认为，关于运动期间水摄入推荐的一个
重要前提是，运动员摄入液体的速率应与出汗的速率相

脱水对耐力的影响

当。目前在文献中已达成一致的是在大多数运动中，脱
水不应使体重下降超过2%。从实践角度看，制定水摄入

在不超过90分钟的运动期间且气温适宜（20~21℃）

推荐的困难在于如何识别能够耐受1%或2%脱水而不产生

的环境下评估耐力的研究报道，脱水达体重的1%~2%对

热相关疾病风险的条件，包括运动、个体和环境因素。

耐力不会产生显著影响。然而，Cheuvront等 [2]的研究表
明，脱水达体重的2%常发生于超过90分钟的运动期间，

脱水对心血管压力、体温过高和肌肉代谢的
影响

在20~21℃的环境下似乎确实可以使耐力下降。因此，

运动期间脱水可通过降低皮肤血流而减少散热，从

在适宜的气温下通常可以耐受脱水达体重的1%~2%，而

而导致核心体温升高。而且脱水还可产生心血管压力。

不产生耐力的明显下降。但如果在适宜的气温下运动超

Gonzalez-Alonso报道，脱水而无体温过高可导致每搏输

过90分钟且脱水超过体重的2%，则可对耐力产生显著

出量减少7%~8%，体温过高而无脱水也可导致每搏输出

影响。

Coyle教授认为，参加耐力运动不超过90分钟的运动员

量减少7%~8%，但既有脱水又有体温过高可导致每搏输

在炎热（31~32℃）的环境下，出汗的速率较高，

出量减少超过20%。观察性研究显示，因脱水而导致体

因此60分钟的高强度运动可导致脱水接近体重的2%。

重每下降1%，心率增加5~8次/分，心输出量明显下降，

Below等和Walsh等的研究均显示，在炎热（31~32℃）的

而核心体温增加0.2~0.3℃。Coyle教授指出，运动期间脱

环境下，运动期间脱水达体重的2%可使耐力明显下降，

水可导致耐力下降，其相关机制有多种，包括心血管压

但如果在气温适宜（20~21℃）的环境下运动，脱水2%

力增加、血容量减少，以及体温过高对肌肉代谢和神经

对耐力的影响似乎较小。基于上述研究结果，Coyle教授

系统功能的直接作用。脱水和体温过高可显著减少每搏

认为，当在炎热环境（31~32℃）下进行高强度运动达

输出量和肌肉的血流量，从而限制了氧向运动中的骨骼

60分钟或更长时间，应建议运动员尽可能地避免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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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寒冷的环境下，脱水超过体重的2%可能可以耐受。

才能得以体现，包括心率和核心体温下降，以及血容量

Coyle教授还提出了一个概念，即当环境温度进行性下降

和血浆渗透压的改善。这与摄入的液体经胃排空、小肠

时，进行耐力训练的运动员可能可以耐受脱水的进行性

吸收和渗透流后分布于全身的时间相一致。因此，Coyle

增加，而耐力无显著下降（图1）。

教授认为，摄入的而未分布至全身和仍存在于消化道的
液体无法对心血管和体温调节产生益处。换言之，摄入
液体以补偿体重的下降至少需要40分钟才能弥补细胞的
脱水。

Coyle教授认为，当在炎热环境
（31~32℃）下进行高强度运动达60分
钟或更长时间，应建议运动员尽可能地
避免脱水。

Montain和Coyle证实，在高温下运动140分钟
期间摄入1.2 L水（出汗速率为1.2 L/h）的
益处需要40~60分钟才能得以体现，包括心
率和核心体温下降，以及血容量和血浆渗
透压的改善。

对液体吸收和分布所需时间的评估有助于解答一些
实际问题，诸如在炎热环境下运动期间的可耐受脱水程
度是否是体重的2%或更低。Coyle教授认为，从细胞角
度而言，任何程度的脱水都是无法耐受的，都会对心血
管和体温调节系统产生影响。Montain和Coyle[4]通过高温
（33℃）下运动120分钟的研究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研
究设计的饮水计划为在运动初期摄入大量液体，然后不
断补充以维持较高的胃容量和胃排空率，但在运动末期
维持较低的胃容量。通过该饮水计划使细胞液体补充的
延迟降到最低。在此种条件下，与脱水仅为体重的1.1%
相比，脱水2.3%可显著增加心率和核心体温。而且，对
图1. 在气温为5~30℃的环境下长时间运动期间，脱水对耐力影响的理论。

脱水1%至4%进行比较发现，任何程度的体重下降和脱水
都会对高温下运动120分钟后的生理功能产生负面影响。
这一仅1.2%体重差异所产生的显著作用约相当于1 L或
更少的体内含水量。但这额外的1 L液体补充的益处只有

运动期间水摄入的时机以及可耐受性脱水的
实际问题

在被吸收和分布至全身后才能得以体现。根据Montain和
Coyle的研究结果，为弥补脱水而摄入的每1 L液体可使

[3]

Montain和Coyle 证实，在高温下运动140分钟期间

核心体温下降0.3℃，心率下降8次/分，而心输出量增加

摄入1.2 L水（出汗速率为1.2 L/h）的益处需要40~60分钟

1 L/分。由此可见，在高温（33℃）下运动期间，脱水达
9

间歇性运动期间的水摄入

体重的1%~2%确实可导致核心体温升高，并且产生明显
的心血管压力。

许多运动项目如篮球、冰球、足球和网球需要长时

当出汗速率超过1 L/h时，对于许多人而言，弥补细

间、间歇性的高强度运动。与马拉松不同，在这些运动

胞脱水就变得更困难，因为这需要运动时维持胃内的液

中要获得成功不仅需要消耗能量和抵抗疲劳，还需要依

体量约0.6~1.0 L。如果在运动末期，这一额外的液体量

赖认知功能来做出判断和完成复杂的技术。Williams及

仍存在于消化道内，则不会降低生理应激，也无法使运

其同事开发了一种折返跑试验，用以模拟足球运动的特

动员从中获益。因此，Coyle教授认为，从实际的角度而

性。他们发现，补充液体可以防止由脱水所致的足球技

言，有时候可能应建议摄入的液体应低于完全的液体补

术和注意力的下降。

充量，饮水计划应旨在最大程度降低运动末留存于消化
道的液体量。这就需要在运动早期摄入较大量的液体，

运动期间盐的摄入

然后持续摄入以使较高的胃容量维持40分钟，此后摄入
少量的液体。

钠是维持体力和健康最重要的电解质。细胞外液的
钠水平应维持在130~160 mmol/L，以维持细胞、组织和

马拉松运动员的水摄入

器官的功能。由于汗液中的钠浓度远低于血浆，低钠血

[2]

在最近的综述 中，Cheuvront及其同事提出，马拉

症的主要原因是在数小时内摄入大量低钠液体而导致体内

松运动员在运动结束时的脱水程度达到体重的2%~8%。

水分的稀释，从汗液丢失大量的钠也可加重低钠血症。

令人费解的一个问题是，尽管一些运动员最终的脱水程

汗液中的钠丢失有很大的个体差异，其浓度范围为

度达到体重的4%~8%，但为什么他们仍能表现得如此之

20~80 mmol/L。在大多数运动和出汗4~5小时的运动员

好。Coyle教授认为，一种可能是对真实脱水程度的错误

中，汗液的钠浓度<50 mmol/L，钠丢失的总量不到体

估计，马拉松运动员在比赛前进行体重检测时可能已经

内储存量的10%。大多数人似乎可以很好地耐受这一丢

处于过度水合的状态。另一种可能是，在跑步时，脱水

失量。当运动持续数小时，或者当大量的钠从汗液丢失

导致的体重下降可能降低运动的氧耗。

时，在液体中添加钠以减少低钠血症的发生对于运动员

长久以来，人们一致认为赛跑者的饮水量通常为

来说特别重要。因此，Coyle教授建议，当运动时间超

500 ml/h，这使他们能够耐受500~1000 ml/h的脱水率。

过2小时或从事可导致大量钠丢失（超过3~4 g）的运动

毫无疑问的是，饮水的速率与脱水的速率越接近越好。

时，应在补充的液体中添加20~40 mmol/L钠。

赛跑者需要自行决定饮水的速率。
N o a k e s 和 M a r t i n [5]曾 建 议 “ 赛 跑 者 应 按 需 饮 水

运动期间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400~800 ml/h），速度较快的赛跑者在温暖环境下的饮
水速率较高，速度较慢的赛跑者或步行者在较冷环境下

20世纪80年代已明确，摄入的碳水化合物和血糖可

的饮水速率较低”。一些快速赛跑者的饮水速率可能超

以约1 g/min的速率被氧化，这一外源性碳水化合物成

过800 ml/h，这在出汗率达到1000~1500 ml/h的环境中特

为长时间持续运动末期碳水化合物能量的主要来源。因

别有利。因此，Coyle教授认为，对于那些脱水更明显、

此，在长时间的骑车和跑步过程中，摄入碳水化合物可

受脱水所致体温升高影响更大的个体而言，加快液体补

以延缓疲劳，还可改善能量的输出。既往的综述中曾经

充速率至关重要。由于获取和饮用大量液体可导致赛跑

推荐，耐力运动员摄入碳水化合物的速率为30~60 g/h。

时间的损失，因此必须考虑每个人对胃充盈造成的不适

这一速率相当于每小时摄入含4%~8%碳水化合物的液体

感的耐受程度差异。

600~12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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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更容易穿过细胞膜，进入氧化途径，因此在理论上
更具优势。然而，尽管进行了广泛研究，但大多数研究

在大多数运动和出汗4~5小时的运动员
中，汗液的钠浓度<50 mmol/L，钠丢失的
总量不到体内储存量的10%。大多数人似
乎可以很好地耐受这一丢失量。当运动持
续数小时，或者当大量的钠从汗液丢失
时，在液体中添加钠以减少低钠血症的发
生对于运动员来说特别重要。

者认为中链甘油三酯对改善体能没有益处。同样，研究
也没有发现支链氨基酸和甘油对体能和耐力有明确的改
善作用。

总结
总之，Coyle教授对运动期间水和能量的摄入提出了
以下建议：
●

水的摄入速率应尽可能地与出汗速率保持最密切
的一致性。如果无法达到这一要求，当环境温度

在1996年美国运动医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较低（5~10℃）或适宜（21~22℃）时，一些运

Sports Medicine，ACSM）公布的有关“运动与液体补

动员可能可以耐受体重2%的脱水量，并且其健

[6]

充”的报告 中指出，“超过1小时的高强度运动期间，

康和体能不受明显影响。然而，当运动的环境温

建议以30~60 g/h的速率摄入碳水化合物以维持碳水化合

度较高（>30℃）时，脱水达体重的2%可导致能

物的氧化并延缓疲劳”。

量产生的绝对下降，并且易于使运动员产生热
损伤。

运动期间其他能量的摄入

●

在持续超过2小时或可导致大量钠丢失（超过3~4 g）
的运动期间，应在摄入的液体中加入钠。

Coyle教授指出，目前支持运动期间以任何形式和数

●

持续1小时以上且易产生疲劳的运动期间，建议

量或任何时间补充蛋白质的研究数据很少。在脂肪的摄

运动员每小时摄入30~60 g碳水化合物，后者能被

入方面，长链甘油三酯约在摄入后2小时以乳糜微滴的形

迅速转化为血糖，从而改善体能。

式进入血液，因此在少于2小时的运动期间摄入长链甘油

●

三酯缺乏理论依据。中链甘油三酯能被迅速消化，并且

运动期间摄入以下能量物质没有明显益处：蛋白
质、脂肪、支链氨基酸和甘油。

参考文献
1. Coyle EF. Fluid and fuel intake during exercise. J Sports Sci 2004;22(1):39-55.
2. Cheuvront, S., Carter, R. and Sawka, M.N. Fluid balance and endurance exercise performance. Current Sports Medicine Reports 2003;2:202-208.
3. Montain, S.J. and Coyle, E.F. Influence of the timing of fluid ingestion on temperature regulation during exercise.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ology 1993;75:688-695.
4. Montain, S.J. and Coyle, E.F. Inﬂuence of graded dehydration on hyperthermia and cardiovascular drift during exercise.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ology 1992;73:1340-1350.
5. Noakes, T. and Martin, D. IMMDA-AIMS advisory statement on guidelines for ﬂuid replacement during marathon running. New Studies in
Athletics 2002;17:15-24.
6. Convertino, V., Armstrong, L., Coyle, E., et al.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position stand: exercise and ﬂuid replacement.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Sports and Exercise 1996;28:i-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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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饮水确保正常运动
动期间合理的水摄入量约为0.6 L/h。在一个凉爽的环境
中，这足以补充低运动量（如快走、慢跑）时经汗液
丢失的水分。而当运动量较大时，尤其在温暖的气候条
件下，弥补运动期间经汗液丢失的水分就变得很困难。
因此，在开始运动前就应充分饮水，而且在运动中和运
功后也应摄入水分。最近，美国运动医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ACSM）[3]对运动期间的水摄
入做了推荐，如表1所示。

水是生命的第一要素。它在人体的降温系统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运动和炎热条件下。Péronnet教授
在最近发表于Nutrition Today上的一篇文章[1]中阐述了充
分饮水对于日常运动的重要性，并且介绍了美国运动医
学会的饮水推荐。

充分饮水对于运动的重要性
肌肉所释放的所有化学能均以热的形式出现。这些
热量通过流经肌肉的血液被带走，然后经过肺循环，由
左心分布至皮肤，在那里通过辐射、对流或传导消散到
环境中。但是，如果产热量非常大，额外的部分则将通
过皮肤的外分泌腺产生汗液而蒸发。这是一个非常有效
的机制，因为1 L水从液体转化成水蒸气时可导致580 kcal
的能量损失。
Gonzalèz-Alonso等[2]的研究就充分显示了这种冷却
机制的性能。与运动过程中充分摄入水（即足以弥补汗
液中的水分流失）的对照组相比，未充分饮水可导致血
浆容量降低。尽管心率加快，但心脏舒张期的充盈量减
少，导致每搏输出量和心输出量下降：分布到组织的血
液总量减少。肌肉和皮肤的血流量下降可影响热量从肌
肉向环境的传递。此外，明显的脱水可使汗液的产生减
少，最终导致体温高于对照组（39.5℃ vs 38℃）。
此外，Sawka等的研究显示，运动能力的平均降低幅
度依赖于脱水的程度（以体重的百分比表示），在温和
与炎热的环境下也存在差异。在温和的环境下，适度脱
水（70 kg的个体体重下降2%）可导致较高强度运动能力
平均降低20%，而在炎热的环境中，降幅可达40%。随着
脱水程度的加重，体能也迅速下降，例如，如脱水使体
重减少5%~6%，则在温和与炎热的环境中体能分别下降
50%和70%。
依据上述观察性研究结果，Péronnet教授提出，在运
动期间应摄入充足的水分。

饮水中是否需要添加矿物质和碳水化合物
Péronnet教授指出，在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摄入
的液体中不需要加入大量的矿物质，除非在温暖的环境
下从事长时间的耐力运动（超过2~3小时）。事实上，由
于汗液中的矿物质含量远低于血浆（如汗液和血浆中的
钠浓度分别为20~90 mmol/L和140 mmol/L），因此出汗
可导致血浆渗透压升高。出汗时，水分的丢失大于矿物
质的丢失。由此可见，液体补充的关键应在于水，而不
是矿物质。
同样，对于短时间的运动（≤60分钟），Péronnet教
授认为，在运动前和运动中摄入碳水化合物对疲乏和体
能的影响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

表1. ACSM有关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的水摄入推荐
摄入时间

摄入多少

摄入什么

运动前4小时

5~7 ml/kg

含少量盐的水（Na<1 g/L）

如果存在脱水可达

或含盐的点心或膳食，可促

10 ml/kg

进饮水和保持体液平衡

0.4~0.8 L/h（根据

含少量盐的水（约0.5 g/L

出汗速率）

Na），可促进饮水

运动中

如运动时间<90分钟，则没
有必要摄入更多的盐或碳水
化合物

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的饮水推荐

运动后

体重每下降1 kg，

含少量盐的水或含盐的膳食

摄入1.5 L

Péronnet教授认为，对于70 kg的个体来说，适度运

参考文献
1. Péronnet F. Healthy hydration for physical activity. Nutrition Today 2010;45(6):S41-S44.
2. Gonzalèz-Alonso J, Crandall CG, Johnson JM. The cardiovascular challenge of exercising in the heat. J Physiol 2008;586:45-53.
3. Sawka MN, Burke LM, Eichner ER, et al.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position stand. Exercise and ﬂuid replacement. Med Sci
Sports Exerc 2007;39:377-390.

12

健康饮水对认知和情绪的重要性
（5.6 km/h，5%级），诱导体重下降同时避免体温
过高。在2项研究的脱水运动期间，室内温度分别为
27.6±0.88℃和27.7±0.9℃，相对湿度分别为49.4±6.9%
和42.0±12.0%。然后休息20分钟，受试者在一个安静
昏暗的房间内（23.0℃）进行40~50分钟的认知测试。
在DN和DD组，受试者没有补充经尿液或汗液丢失的水
分。EU组除了在运动中和运功后依据个体情况给予等
量的矿泉水以补充经尿液和汗液丢失的水分外，其余与
DN组和DD组相同。在运动期间每13分钟测量一次体重
（±50g）。此外，还测定了包括心率、胃肠道和皮肤温
度、血糖、乳酸浓度、渗透压和皮质醇浓度在内的各项
生理学指标。

摄入足够的液体和维持体内水分的动态平衡是人类
健康和生存所必需的，包括维持大脑功能。重度脱水可
明显损害认知功能。然而，没有足够的研究明确健康个
体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轻度脱水是否可以降低认知功
能、改变情绪或产生不良症状。最近，美国康涅狄格大
学开展了2项设计良好的大型研究[1,2]，评估了轻度脱水
对健康个体认知功能的影响。2项研究分别针对男性和女
性，采用了相似的研究设计和认知评估方法。

研究方法
受试者
A r m s t r o n g 等 [1]的 研 究 纳 入 了 2 5 名 女 性 （ 年 龄
23.0±0.6岁，体重63.0±10.3 kg），而Ganio等 [2] 的
研究纳入了26名男性（年龄20.0±0.3岁，体重79.7±
12.1 kg）。

认知测试
2项研究均选择了一系列相似的认知测试以对认知功
能进行全面评估。该系列测试不仅对诸如选择反应时间
等的基础认知功能进行评估，还对包括学习、工作记忆
和推理能力在内的更为复杂的认知功能以及情绪状态和
脱水症状进行评估。其中的2项测试（取样匹配和目的性
重复采集）分别就工作记忆的2个不同方面（视觉工作记
忆以及工作记忆和运动学习）进行评估。
所选择的测试均对脑功能的生理变化敏感，从而反
映了脱水对认知功能的影响。例如，视觉监视警戒作业
（scanning visual vigilance task）可灵敏地反映腺苷和组
胺功能状态的改变，这2种神经递质均与疲劳相关。而工
作记忆测试则对胆碱功能的变化更为敏感。情绪和症状
的调查问卷能检测出5-羟色胺功能的微小改变。目前认为
该神经递质的变化与脱水对脑功能的负面影响有关[3]。
除了休息时的认知测试外，在跑步机上行走期
间，通过悬挂在前面的笔记本电脑进行了情绪状态量
表（profile of mood states，POMS）、视觉模拟评分
（visual analogue scales，VAS）和精神运动警觉性作业
（psychomotor vigilance test，PVT）三项测试。

研究设计
2项研究均采用交叉设计，受试者参加为期3天的测
试。在每一测试期，将受试者随机分成3组：（1）运
动诱发脱水加上不含利尿剂的安慰剂胶囊（DN组）；
（2）运动诱发脱水加上利尿剂胶囊（40 mg呋塞米；DD
组）；（3）正常饮水加上安慰剂胶囊（EU组）。所有
实验组均给予相同的运动方案。
2项研究设计中采用了几种相似的方法以最大限度降
低混杂因素的影响。例如，一组脱水状态受试者被给予
利尿剂，而另一组脱水状态受试者亦被给予外观完全相
同的安慰剂胶囊，同时饮水正常的对照组受试者亦被给
予安慰剂。给予利尿剂的目的是为了使受试者难以区分
其进入的是饮水正常组还是脱水组。此外，在所有试验
条件下，均向受试者提供少量的水，但采用的均为不透
明容器，从而使其无法辨别真实供水量。除了负责监控
受试者饮水状态的研究人员以外，其他所有人员均不清
楚受试者接受了何种试验方案。

统计分析
研究方案

体重下降≥1.0%受试者的认知测试结果被合并，不
管脱水是发生在DN组还是DD组，并且采用配对t检验与
相应的EU组测试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将脱水标准设定为
1%是因为这是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影响的最低脱水程度。

受试者在规定时间（Armstrong等的研究为
12:00、14:00和16:00；Ganio等的研究为11:00、13:00
和15:00）进入环境试验室，在跑步机上行走4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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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

表2. 轻度脱水对女性情绪状态和脱水症状的影响

在女性研究中，静息状态下，在视觉监视警戒作业
（误报除外）、PVT、四项选择反应时间测试、取样匹
配、目的性重复采集和语法推理测试中均未发现显著差
异。在视觉监视警戒作业中唯一一项发生变化的是误报
错误（P=0.02），在脱水状态下略有增加。在运动状态
下，PVT表现没有受到脱水的影响。
在男性研究中，静息状态下，脱水可对认知功
能的2个方面产生负面影响：视觉监视警戒作业中
的误报（P=0.048）以及取样匹配测试中的反应时间
（P=0.021）（表1）。在PVT、四项选择反应时间测
试、目的性重复采集和语法推理测试中均未发现显著
差异。在运动状态下，PVT的提前反应错误发生显著变
化，当脱水程度达到≥1%时，提前反应能力显著下降
（P<0.008）。

正确反应

15.40±5.80

15.10±5.60

0.723

反应时间（秒）

0.93±0.21

0.98±0.18

0.073

误报

2.90±2.20

3.70±3.20

0.048

正确反应

8.80±1.90

8.90±1.80

0.625

超时错误

0.60±0.80

0.60±0.80

0.818

反应时间（秒）

4.24±0.66

4.42±0.71

0.021

9.3±3.5

10.4±2.8

0.14

抑郁-沮丧

17.7±3.7

18.7±4.5

0.33

愤怒-敌意

14.5±3.3

15.6±3.1

0.04

精力-活力

-16.1±4.7

-14.2±2.4

0.03

疲乏-迟钝

14.6±3.1

17.1±2.5

0.003

混乱-迷惑

6.7±2.6

7.7±1.7

0.06

总的情绪障碍

46.6±15.4

55.4±15.1

0.01

任务困难

1.9±1.4

3.0±1.5

0.004

注意力

2.9±2.1

4.2±1.6

0.01

头痛

1.1±1.8

2.3±2.2

0.05

生理学指标
2项研究均显示，运动后轻度脱水（≥1%）时
的 心 率 和 胃 肠 道 温 度 （ T gi） 明 显 增 加 （ P < 0 . 0 0 1 和
P=0.001）。试验当天，DD和DN组脱水≥1%者的血浆渗
透压变化明显高于EU组（P=0.006和P<0.001）。

表1. 轻度脱水对男性认知功能的影响
P值

紧张-焦虑

现脱水的不良影响[任务难度感知（P=0.004），注意力
（P=0.01），头痛（P=0.05）]（表2）。运动状态下也
观察到脱水对POMS和VAS的不利影响（P≤0.05）。
在男性研究中，脱水可对静息时的情绪状态产
生不良影响，表现为紧张/焦虑（P=0.029）和疲乏/迟
钝（P=0.040）的增加。静息状态下并未发现脱水症
状、头痛、注意力无法集中或感知任务困难有显著变
化。在运动状态下，脱水可对疲乏/迟钝产生不良影响
（P=0.026），与静息状态下该参数的测试结果相一致。
而脱水症状（如视觉模拟量表和疼痛评分）并不受脱水
的影响。

在女性研究中，静息状态下，POMS的6个类别中有
3个受到脱水的不良影响。受试者报告脱水时愤怒-敌意
（P=0.04）和疲乏-迟钝（P=0.003）增加，而精力-活力
下降（P=0.03）（表2）。对POMS量表进行合计，脱水
时总的情绪障碍评分也较差（P=0.01）。在VAS中也发

脱水≥1%

P值

VAS

情绪状态和脱水症状

EU组

脱水≥1%

POMS

认知能力

认知测试

EU组

认知测试

在Armstrong等（女性）和Ganio等（男性）的研究
中，对于DN和DD组中体重下降≥1%的受试者，平均体
重分别下降1.36±0.16%和1.59±0.42%；而EU组的体重
下降很少（分别为-0.12±0.05%和-0.01±0.03%）。

视觉监视警戒作业

讨论与结论
Armstrong等的研究表明，在健康年轻女性中，轻度
脱水可导致重要的情绪状态如活力和疲乏的不良变化，
以及头痛和注意力难以集中的增加，但并不显著影响认
知功能的关键部分。而Ganio等的研究表明，在健康年轻
男性中，轻度脱水可对认知功能的某些方面产生不良影
响，特别是警觉性和工作记忆，并且可导致疲乏和焦虑

取样匹配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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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健康年轻女性中，轻度脱水可导致
重要的情绪状态如活力和疲乏的不良
变化，以及头痛和注意力难以集中的
增加，但并不显著影响认知功能的关
键部分。
 ● 在健康年轻男性中，轻度脱水可对认
知功能的某些方面产生不良影响，特别
是警觉性和工作记忆，并且可导致疲乏
和焦虑等情绪状态发生不良的改变。

Ganio等认为，脱水对认知功能和情绪
影响的性别差异可能源于两类受试者
间有氧运动能力的差异。

关不良反应易感程度的不同。
此外，Armstrong等指出，其研究结果对于女性而言
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由于轻度脱水可对女性的重要情
绪状态（包括活力、疲乏、感知任务困难、注意力和头
痛）产生不良影响，因此维持充分的饮水状况是确保最
佳情绪和减轻症状所必需的。女性在月经周期也可能更
容易受到适度脱水的影响，导致体液平衡的紊乱和情绪
的改变。与经前期综合征有关的情绪改变可能受到液体
变化的影响，Rosenfeld等[6]的研究结果支持这一假说。
总之，上述两项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轻度脱水对
认知功能和情绪的影响，并且具有很多实际意义。作者
强调了维持理想的饮水状况在日常活动和适度运动期间
的重要性，如果能够通过规律饮水而维持充分的水合，
则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能感觉更好且表现得更好。此
外，一些易感人群如老人和儿童可能对脱水的不良影响
更敏感。

等情绪状态发生不良的改变。
脱水导致认知功能和情绪变差的脑内机制尚未阐
明。由于电解质平衡的精确调节对电化学神经传递至关
重要，因此电解质平衡的改变可直接影响高级大脑皮层
区域。另外，当最初的脱水生理学指标出现时，检测到
脱水的下丘脑神经元可能向调节情绪的高级大脑皮层区
域发出信号[4]。脱水似乎可以改变下丘脑5-羟色胺的功
能，而该神经递质可能介导了脱水所产生的影响[3]。
根据Ganio等的分析，基于两项研究中跑步机的运
行速度和运动时间均相等，因此脱水对认知功能和情绪
影响的性别差异可能源于两类受试者间有氧运动能力的
差异。由于女性的最大有氧运动能力低于男性（这一差
异与美国普通人群的调查结果[5]相一致），因此她们的
运动量占最大有氧运动能力的百分比较高。事实上，无
论是在脱水状态还是对照的充分饮水状态下，男性受试
者运动后休息时的心率均低于女性受试者，而且在几乎
相同的脱水程度下，男性直肠温度的升高幅度亦低于女
性。因此，Ganio等认为，上述两项研究结果的性别差异
是源于男女之间适应性的不同，而非两种性别对脱水相

2项研究的作者强调了维持理想的饮水
状况在日常活动和适度运动期间的重要
性，如果能够通过规律饮水而维持充分
的水合，则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能感
觉更好且表现得更好。

参考文献
1. Armstrong, L.E., Ganio, M.S., Casa, D.J., et al. Mild dehydration affects mood in healthy young women. Journal of Nutrition 2012;142(2):382-388.
2. Ganio, M.S., Armstrong, L.E., Casa, D.J., et al. Mild dehydration impairs cognitive performance and mood of men. British Journal of Nutrition
2011;106(10):1535-1543.
3. Popova NK, Ivanova LN, Amstislavskaya TG, et al. Brain serotonin metabolism during water deprivation and hydration in rats. Neurosci
Behav Physiol 2001;31:327-332.
4. Di S and Tasker JG. Dehydration-induced synaptic plasticity in magnocellular neurons of the hypothalamic supraoptic nucleus. Endocrinology
2004;145:5141-5149.
5. Wang CY, Haskell WL, Farrell SW, et al. Cardiorespiratory ﬁtness levels among US adults 20–49 years of age: ﬁndings from the 1999–2004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Am J Epidemiol 2010;171:426-435.
6. Rosenfeld R, Livne D, Nevo O, et al. Hormonal and volume dysregulation in women with premenstrual syndrome. Hypertension
2008;51:12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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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与认知研究的方法学问题
尽管充分饮水对大脑能否发挥最佳功能至为重要，
但阐述饮水状态与人类行为和认知功能之间关系的研究
有限。迄今为止，尚未明确证实饮水状态是否会影响认
知功能、情绪和生活质量；事实上，饮水状态可因个体
间存在的差异和环境因素而出现明显的波动。而且，诸
如儿童、老年人和病患等体质较弱的人群可能更易于由
脱水而引发认知功能的减退。
Lieberman教授认为，各种方法学问题可能阻碍了该
领域的发展。目前至少存在以下3个原因：（1）评估任
何一个独立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存在困难；（2）难以
在人类中诱导同等水平的脱水状态，而不混淆脱水的真
正影响（即排除诱导脱水的应激原的影响）；（3）目
前尚缺乏能准确、可靠地测定饮水状态的手段。为此，
Lieberman教授在Nutrition Today上发表了一篇文章[1]对前
2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要的是，用以诱导所需状态的技术必须与所评估的变量
之间无任何相互作用。然而，Lieberman教授表示遗憾的
是，用于诱导适度脱水的技术的可靠性与所期望的相差
甚远，并且给受试者施加了额外的应激原。
实验室中最常用的脱水诱导方法是联合应用热暴
露、运动和限制液体摄入量。然而，由于对此类应激
原的反应存在个体差异，而且准确评估个体的饮水状况
存在困难，因此受试者最终达到的水合状态往往各不相
同。在此类研究中，对照组通常采取热暴露和运动的方
法，并且维持充分的饮水状态。目前尚不明确，由此类
方法快速诱导的脱水状态是否与通过限制液体摄入量但
不采取热暴露和运动等应激原刺激方法产生的脱水状态
相一致。同时亦无法明确，与单纯脱水相比，联合应用
热暴露、运动和脱水的方法是否会对认知功能产生更大
的影响[3]。
目前有关脱水状态行为影响的研究未使用双盲设计[3]。
受试者对脱水效应的心理预期（因为大多数人都相信脱
水必然产生不良反应）可干扰试验结果。同样，若研
究者已明确受试者的分组，则亦可导致偏倚的发生。
Lieberman教授称，尽管此类试验设计的方法学问题通
常较难克服，但通过一些方法可以减少那些无意间产生
的偏倚。例如，对所有各组的受试者都予以口服一些液
体，使其无法明确自身所处的试验组，或者通过经静脉输
注不同量的液体，使受试者无法了解其摄入的液体量。

评估饮水对认知功能影响的方法学问题
认知功能可凭借观察、认知测试、调查问卷等直接
途径以及更为复杂的电生理、脑成像技术等间接途径加
以测定 [2]。目前已开发了成千上万种人类认知功能的测
试方法，这些方法能最详细地评估脑功能的各个方面，
如记忆、学习、反应时间、警觉性等。
然而，Lieberman教授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对
某一特定功能微结构的评估可能阻碍了评估各种独立变
量（如饮水、营养状况或特定的膳食成分）对认知功能
影响的能力提升。因为心理学家对几乎所有已知的认知
功能都有多种不同的测试方法，每一种方法都有着截然
不同的特质，特别是对各种独立变量影响的敏感性，那
些看似极为相似的试验可能得到明显不同的结果。

总结
总之，Lieberman教授认为，为了明确脱水对认知
功能的影响，需要开展更多有着严格对照设计方案的研
究，此类研究应采取最先进的检测手段以准确评估饮水
状态，并且需要有足够的受试者。由于目前尚不明确哪
些认知功能最易受适度脱水的影响，因此必须使用各种
行为测试。此外，重要的一点是，研究必须采用盲法设
计以减少受试者或研究者在评估脱水状态对认知功能影
响的过程中先入为主观念的影响。

诱导脱水状态的方法学问题
为了准确评估任一独立变量的影响，首先必须能准
确、可靠、可重复地诱导所关注的状态。此外，尤为重

参考文献
1. Lieberman HR. Hydration and human cognition. Nutrition Today 2010;45(6):S33-S36.
2. Lieberman HR. Cognitive methods for assessing mental energy. Nutr Neurosci 2007;10:229-242.
3. Lieberman HR. Hydration and cognition: a critical review and recommend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J Am Coll Nutr 2007;26:555S-56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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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世界肾脏日
www.worldkidneyday.org

世界肾脏日的由来

若不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则必将使世界各国卫生
部门不得不面对高昂的且不断增加的医疗经费开

鉴于全球慢性肾脏病发病率的不断上升，公众

支。世界肾脏日活动倡导全世界各国政府积极采

对该病防治知识的普遍缺乏，在国际肾脏病学会

取行动，并进一步加大在肾脏病筛查上的经费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Nephrology，ISN）与国

投入。

际肾脏基金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Kidney

●

Foundations，IFKF）的联合倡议下，决定自2006年起

提倡移植是肾功能衰竭的最佳治疗选择，捐献肾
脏可以延续患者的生命。

将每年3月的第二个星期四设立为“世界肾脏日（World
Kidney Day）”。

历年世界肾脏日概览

设立世界肾脏日的目的在于提高人们对肾脏在整体
健康中重要性的认知，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降低肾脏

世界肾脏日始于2006年，并一直延续至今，从未间

病及其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减轻其危害。具体目标

断。每年的世界肾脏日活动都有相应的主题。以下列出

如下：

了历年世界肾脏日的主题：

●

提高人们对于“神奇的肾脏”的认知。

1. 2006年3月9日：你的肾脏健康吗？

●

强调糖尿 病和高血压是慢性肾脏病 （ch roni c

2. 2007年3月8日：慢性肾脏病：常见、有害、可治

kidney disease，CKD）的关键危险因素。

3. 2008年3月13日：神奇的肾脏

提倡对糖尿病和高血压患者进行全面的CKD

4. 2009年3月12日：稳定降压，保护肾脏

筛查。

5. 2010年3月11日：保护肾脏，控制糖尿病

●

提倡预防行为。

6. 2011年3月10日：保护肾脏，挽救心脏

●

对所有医疗工作者进行宣教，以明确他们在发现

●

2012年世界肾脏日

和降低CKD风险（尤其是高危人群）中的重要
作用。
●

强调地方性和全国性卫生部门在控制CKD发病率

2012年度世界肾脏日（3月8日）活动的主旨在于宣

中的重要地位。CKD患者的数量正与日俱增，

扬器官捐献和肾移植的积极意义。本年度的行动口号
为：捐献肾脏，延续生命。
中国的2012年世界肾脏日宣传活动由中华医学会肾
脏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和中国红十字

如能早期确诊，慢性肾脏病是可以治
疗的，进而使各类并发症的发生减
少，并可显著减轻全世界因慢性肾脏
病和心血管疾病而带来的日渐沉重的
死亡及残障负担。

会联合举办。此次活动旨在呼吁全社会共同支持器官捐
献，帮助更多肾脏衰竭患者获得移植的机会。
中国拥有最大的肾脏病患者群。根据中华医学会肾
脏病学分会的统计数据，目前有多达200万患者依靠透析
而生存。倡导公众在心脏死亡后捐献器官将有助于解决
这一难题。

17

肾脏保健的八项黄金法则

有关营养与护肾烹调方法的资讯。
5. 维持健康饮水

肾脏病是无声的杀手，它可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

尽管临床研究尚未就人体为维持健康所需的水分与

量。世界肾脏日（WKD）网站上列出了8种可以降低肾

其他液体最佳日摄入量达成统一，但长久以来，根据传

脏病发生风险的简便易行的方法。

统的经验，每日应饮用1.5~2升水。据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1. 保持体型，积极参加锻炼

研究者的报道，摄入足量的液体有助于肾脏清除体内的

保持体型有助于降低血压，从而减少CKD的发生危

钠盐、尿素和毒素，从而“显著降低”慢性肾脏病的发

险。“保持肾脏健康”是一项全世界范围内采用步行、

生风险。研究者指出，根据其研究结果，并不推荐“过

跑步和骑车等方式进行的集体活动，参加者包括普通大

量摄入液体”，因可产生不良反应，但研究的确证实，

众、社会名流和医疗专业人员。赶快加入吧！各种参与

适当增加水的摄入量（约2升/日）可显著减少肾功能不

方法任你选！详情请参见WKD官方网站的活动专栏。

全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对任何个体而言，最恰当的
水摄入量依赖于许多因素，包括性别、运动、气候、健

2. 控制血糖水平

康状况、妊娠和哺乳等。此外，对于那些罹患肾结石的

约有半数的糖尿病患者可出现肾脏损害，因而对于

患者，建议每日摄入2~3升水，以降低新发结石的风险。

糖尿病患者而言，定期检测肾功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早期诊断有助于减少或预防糖尿病所致的肾损害。

6. 不吸烟

在医生或药剂师的协助下（他们通常都乐于提供帮助）

吸烟可减慢肾脏的血流。当肾脏血供不足时，肾功

控制血糖水平极为重要。

能将受到影响。吸烟还可使肾癌的发生风险增加约50%。

3. 监测血压

7. 不经常服用非处方药

尽管许多人可能很清楚高血压可导致卒中或心肌梗

目前已明确，常用的非处方药如非甾体类抗炎药布

死，但却鲜有人知，它同时也是肾损害的最常见原因。

洛芬在规律服用的情况下可造成肾损害。在肾脏相对健

正常血压水平为120/80 mmHg。而120/80 mmHg至129/89

康且仅限紧急情况下应用时，此类药物可能不会造成显

mmHg之间则为高血压前期，此时应采取调整生活方式

著的危害，但如将其常规用于控制慢性疼痛如关节炎或

和改变饮食习惯的干预措施。当血压≥140/90 mmHg

腰背痛时，则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找到一种可有效缓解

时，应及时就诊，找出高危因素，并定期监测血压水

疼痛，但同时不危及肾脏的方法。

平。当合并其他危险因素如糖尿病、高胆固醇血症和心
8. 当存在1项或多项“高危”因素时，应定期检测

血管疾病时，高血压尤其易于造成肾脏损害。

肾功能
4. 健康饮食，监测体重

●

糖尿病

该方法有助于预防糖尿病、心脏病以及其他与慢性

●

高血压

肾脏病相关的疾病。减少盐的摄入量。推荐的盐摄入量

●

肥胖

为5~6 克/日（约为一茶匙）。为了减少盐的摄入，可尝

●

本人或家庭成员罹患肾病

试限制加工食品和餐厅食物的摄入，以及不在食物中加

●

非裔、亚裔或土著人

盐。如能使用新鲜食材自行烹制食物，则更易于控制盐

如需获得更多有关“世界肾脏日”的信息，请登录
WKD官方网站进行查询。

的摄入量。可通过访问WKD网站上的营养专栏获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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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H4H学术会议
第四届H4H（Hydration for Health）学术会议将于2012年7月4日在法国依云召开。该年度学术会议旨在
为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权威专家提供交流的平台，共同分享有关饮水习惯的最新学术和临床证据，探讨
健康饮水在与普通人群的现代生活方式和饮食相关的健康、社会和经济领域中的作用。
本次会议向健康饮水领域的所有青年研究者（博士或博士后）征集最新的研究摘要，并设立2012 H4H
Initiative青年研究者奖。研究涉及的主题可包括：饮水与总体健康、饮水与肾脏健康、饮水标志物、饮水
与认知、液体和水的摄入、水的需要量、饮水与营养行为、饮水与人类健康。获奖摘要的青年研究者将被
邀请在第四届H4H学术会议上进行演讲。

中国儿童少年饮水状况研讨会
水作为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参与人体的构成，而且发挥着许多重要的生理作用，饮水过少或过
多都会对健康带来影响。我国在制定2007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时没有中国人群的水、饮料实际消费量
的数据作为依据。为了填补这一空白，近年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做了大量的调查工
作，为修订中国成人推荐饮水摄入量提供基础数据。去年他们又开展了儿童少年饮水状况调查，旨在建立
中国儿童少年饮水习惯数据库，为制定中国儿童少年推荐饮水摄入量提供基础数据，为科学研究和政府制
定相关政策提供政策建议。为此，拟定于5月25日举办“中国儿童少年饮水状况研讨会”，会议将邀请国
内专家分享和讨论该领域的信息及研究成果。
在此，主办方诚挚地邀请您的参与！
主办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所
协办单位：中国营养学会 &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
支持单位：中国达能饮料
日期：2012年5月25日
地点：广州东方宾馆（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120号）一层国际会议中心会展C厅
日程：09:00-09:30 开幕词
葛可佑 教授
09:30-10:00 儿童饮水与健康
10:00-10:10 茶歇
10:10-10:50 中国儿童饮水调查主要发现（蓝皮书）
马冠生 研究员
10:50-11:30 中国五大城市儿童饮水状况
张 倩 副研究员
11:30-12:00 提问&解答
12:0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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