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国婴儿、儿童和青少年的水摄入推荐量介绍

出生时，人体总的含水量高达7 5 %以上。在随

后的1年中，含水量逐步下降，到成年时降至60%。

与成人相比，婴儿不仅有更高的体内含水量，

而且体表面积与体重的比值更高、水的代谢率更 

快[1]、排泄溶质的能力有限、表达口渴的能力较低。基

于这些原因，婴儿发生脱水的速度较儿童和成人更快，

且可能威胁生命。

水的需要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各国对于婴

儿、儿童和青少年的水摄入推荐量存在一定的差异。

欧洲

2010年，欧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 ty，EFSA）的膳食、营养与过敏（Dietet ic 

P r o d u c t s , 

Nut r i t ion ,  and 

A l l e r g i e s ，

NDA）专家组制

定了水摄入的推

荐量 [2]。由于母

乳的肾脏溶质负

荷较低，因此纯

母乳喂养的婴儿

不需要额外补充水分。

表1列出了儿童各个年龄段的水摄入推荐量。此外，应对

儿童进行营养宣教，指导他们如何健康饮水。需要注意

的是，应让儿童在一整天内都能够随时获取饮用水。鼓

励儿童饮用不含卡路里的饮料如白水。

美国和加拿大

美国医学研究院（Institute of Medicine，IOM）根

据美国第三次全国健康和营养调查（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III，NHANES III）于2004年

公布了水和电解质摄入的推荐量[3]，加拿大亦采纳了该

标准。对于0~6月龄的婴儿，母乳的平均摄入量约为780 

ml/d，根据母乳中约87%的含水量计算的水摄入量约为

680 ml/d。纯母乳喂养的婴儿不需要额外补充水分。对于

7~12月龄的婴儿，母乳的平均摄入量约为600 ml/d，由母

乳提供的水分为520 ml/d，加上添加辅食和饮品提供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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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EFSA有关儿童的水摄入推荐量（总的水摄入量，包括食物和液体）[2]

水摄入推荐量

100~190 ml/kg/d

800~1000 ml/d

1100~1200 ml/d

1300 ml/d

1600 ml/d

男孩2100 ml/d

女孩1900 ml/d

与成人相同

男孩2500 ml/d

女孩2000 ml/d

年龄

0~6月龄

6~12月龄

1~2岁

2~3岁

4~8岁

9~13岁

≥14岁



分约320 ml/d，此阶段婴儿的水摄入量为840 ml/d。儿童

各个年龄段的水摄入推荐量列于表2中。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澳大利亚卫生与医学研究委员会（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和新西兰卫生部（New 

Zealand Ministry of Health）于2005年联合发布了膳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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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各年龄段儿童的水摄入推荐量（总的水摄入量，包括食物和液体

来源）[3,4]

美国和加拿大

680 ml/d

840 ml/d

1300 ml/d

1700 ml/d

男孩2400 ml/d

女孩2100 ml/d

男孩3300 ml/d

女孩2300 ml/d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700 ml/d

800 ml/d

1400 ml/d

1600 ml/d

男孩2200 ml/d

女孩1900 ml/d

男孩2700 ml/d

女孩2200 ml/d

年龄

0~6月龄

7~12月龄

1~3岁

4~8岁

9~13岁

14~18岁

入推荐量[4]，其中包括水

摄入的推荐量。与EFSA

和 IOM的推荐一致，纯

母乳喂养的婴儿不需要

额外补充水分。对于混

合喂养（母乳+奶粉）的

婴儿，根据母乳的摄入

量和含水量计算出水摄

入量。儿童各个年龄段

的水摄入推荐量列于表2

中。在气候炎热或活动

量增加的情况下，需要

增加水的摄入量以维持水合状态。

中国

2007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在温和气候条

件下生活的轻体力活动的成年人每天至少饮水1200 ml。

然而对于儿童，指南尚未做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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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背景和目的

水是人体中含量最多的成分。新生儿总体水最多，

约占体重的80%，婴儿次之，约占体重的70%，随着年

龄的增长，总体水逐渐减少。从细胞角度来看，就体细

胞质量而言，73%的组成是水；就细胞外液而言，94%是

水。此外，水在体内扮演着溶剂、介质、体液平衡和运

送物质等各种角色，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并具有体温调

节和润滑作用。

水的来源和排出是动态平衡的，每人每天水的来源

和排出量维持在2500毫升左右。人体内水的来源包括：

饮水、食物中的水及体内代谢产生的水。如果饮水不足

或过量都会对人体产生不利的影响。饮水不足，体内失

水达到体重的2%时，会感到口渴，出现少尿；失水达到

体重的10%时，会出现烦躁、全身无力、血压下降等症

状；失水超过20%时，则会引起死亡。另外，如果水摄

入量超过肾脏的排出能力时，则可引起体内水过多或水

中毒。所以，适量的饮水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

水的需要量主要受代谢情况、年龄、身体活动、温

度、膳食等因素的影响，故水的需要量变化很大。儿童

少年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其渴觉机制尚未发育成

熟，其健康直接影响到学习和智力发育；缺水会影响到

其行为活动的表现、认知功能和精神状态（如警觉性降

低、注意力不集中、疲倦、头痛等）。因此，每天足量

饮水对儿童少年至关重要。

欧盟和美国制定了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儿童少年饮

水的推荐量。目前，中国营养学会制定的《中国居民膳

食指南》（2007）中只有健康成人每天饮水的建议量，

尚缺少儿童少年建议的饮水量。因此，为建立我国儿童

少年饮水习惯与健康状况数据库，制定中国儿童少年推

荐饮水摄入量，以及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的基

础数据。我们在深圳市儿童少年饮水及饮料消费状况调

查的基础上，于2011年9~10月在北京、上海、成都和广

州四城市开展了此次调查。

第二部分 调查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及抽样方法

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北京、上

海、成都、广州四大城市城区和农村5868名7~18岁学

生作为调查对象，包括小学三、四、五、六年级，初中

一、二、三年级和高中一、二年级学生，男女生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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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由被调查学生完整记录7

天饮水情况，包括饮水时间、地点和饮用量；另外，通

过家庭一般情况问卷、学生身体活动问卷和饮水“知信

行”问卷收集他们的健康状况、身体活动情况以及饮水

相关的知识和态度等信息。

调查期间，收集了各地的气温情况。上海的平均温

度（27.0℃）、湿度（56.0%）都较其他3个城市高；成

都的温度最低（21.0℃），湿度相对较高（53.5%）。四

城市城区的学校均提供饮水；农村学校中，上海和成都

均提供饮水，北京有80%的学校提供饮水，广州仅有30%

的学校提供饮水，见表1。

二、相关定义

1、饮水量

饮水量为白水与饮料的饮用量之和。

1.1 白水：包括白开水、矿泉水、矿物质水、纯净

水等；

1.2 饮料：包括

● 牛奶及其制品：植物蛋白饮料、含乳饮料、牛奶

及酸奶、豆浆、其他蛋白饮料；

● 热饮：茶和咖啡；

● 非碳酸饮料（SSDs，still sugary drinks）：普通

茶饮料、低糖/无糖茶饮料、果蔬饮料；

● 碳酸饮料（CSDs，carbonated soft drinks）：普

通可乐、低糖/无糖可乐、其他碳酸饮料；

● 功能饮料；

● 冰激凌；

● 其他：中药、固体饮料、其他饮料。

2、学习日与休息日

2.1 学习日：周一至周五；

2.2 休息日：周六至周日。

第三部分 主要发现

一、四城市结果

1、近三分之二调查学生的每日饮水量未达到建议量

1.1 饮水量

如图1.1所示，四城市调查学生平均每天饮水量为

图1.1  四城市调查学生饮水量情况。

表1.  四城市天气及学校供水情况

北京

上海

广州

成都

22

26

26

22

47

56

59

49

100%

100%

100%

100%

23

28

23

20

43

56

38

58

80%

100%

30%

100%

温度（℃）

城区 城区 城区农村 农村 农村

湿度（%） 学校供水情况（%）



逐渐增加，高中生达到829 毫升，小学生仅为672 毫升。

1.3 饮料饮用量

四城市调查学生饮料的平均每天饮用量为345毫升。

其中，上海学生最高，为424毫升；北京学生次之，为

347毫升；广州、成都学生依次减少，分别为316毫升和

293毫升。见图1.3。

男女生平均每天饮料饮用量分别为348毫升和342毫

升，无显著差异；城区学生平均每天饮料饮用量为394毫

升，显著高于农村学生（296毫升）。初中、高中学生平

均每天饮料饮用量分别为360毫升和356毫升，高于小学

生（328毫升）。

1.4 不同类型饮料饮用量

四城市调查学生奶类及其制品、SSDs、CSDs的饮

用量较高，平均每天饮用量分别为174毫升、64毫升和52 

毫升，功能饮料、冰激凌、其他饮料饮用量比较少（<25

毫升/天），见图1.4。

5

1089毫升。各城市间调查学生饮水量有所不同，广州

学生每日饮水量最高（1185毫升），其次是北京（1165 

毫升）、上海（1126毫升），成都（866毫升）最低。

男生每天饮水量（1157毫升）高于女生（1026 

毫升）；城区学生（ 1 1 8 5  毫升）高于农村学生 

（991毫升）。

随着年龄的增长，四城市调查学生平均每天饮水

量逐渐增加，小学生最少（1000毫升），初中生居中

（1141毫升），高中生最多（1185毫升）。

1.2 白水饮用量

四城市调查学生白水平均每天饮用量为744毫升。各

城市间调查学生白水饮用量有所不同，广州学生最高，

为869毫升；北京学生次之，为818 毫升；上海、成都学

生依次减少，分别为702 毫升和573毫升，见图1.2。

男生平均每天白水饮用量（809毫升）显著高于女生

（683毫升），城区学生（792毫升）显著高于农村学生

（695毫升）。

随着年龄的增长，四城市调查学生白水的每天饮用量

图1.2  四城市调查学生白水饮用情况。

图1.3  四城市调查学生饮料饮用情况。



图1.4  调查学生各类饮料的饮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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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学生平均每天饮用奶类及其制品最高，为225毫

升，高于其他城市，见图1.5。

女生平均每天奶类及其制品的饮用量（181毫升）

高于男生（166毫升），其他各类饮料的饮用量均低于 

男生。

城区学生平均每天CSDs的饮用量（49毫升）低于

农村学生（56毫升），其他各类饮料的饮用量高于农村 

学生。

1.5 未达到每天1200毫升建议量的比例

四城市调查学生中，65.4%人平均每天的饮水量未

达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7）》中1200毫升的建议

量。其中，成都最高（81.8%），上海次之（63.9%），

北京和广州学生也超过了一半，分别为59.4%和57.5%，

见图1.6。

女生平均每天饮水量不足1200毫升的比例（69.9%）

高于男生（60.4%）；农村学生（72.4%）显著高于城区

学生（58.4%）。

小学生平均每天饮水量不足1200毫升的比例最高

（71.5%），初中学生（63.0%）、高中学生（56.9%）

依次减少。

2、大部分调查学生每天饮水次数不达标

四城市调查学生大部分人平均每天饮水次数少于6

次，约占63.5%；

每天饮水次数少于6次的城市中，成都最高，达

82.9%；广州最低，为44.6%。

四城市农村学生每日饮水次数小于6次的比例均高于

图1.6  四城市调查学生每日饮水量不足1200毫升的比例。

图1.5  四城市调查学生奶类、SSDs及CSDs的饮用情况。



城区，见图1.7。

随着年龄增长，四城市学生平均每天饮水次数逐渐

减少，小学生为4.9次/天，初中生为4.6次/天，高中生减

少至4.4次/天。

3、平时饮水以白水为主，周末饮料饮用量增加

四城市调查学生在学习日饮用白水为主，平均每天

白水饮用量（767毫升），高于休息日（691毫升）。

周末饮料饮用量有所增加，为370毫升/天，高于学习日

（336毫升/天），见图1.8。

广州学生学习日与休息日的白水饮用量均高于其他

城市，上海学生学习日与休息日饮料的饮用量均高于其

他城市，见图1.9。

4、饮水知识知晓情况

4.1 近30%的学生不知道“饮水应少量多次”

四城市调查学生中，29.3%的人不知道“饮水应少量

多次”，见图1.10。

4.2 近四分之三的学生最喜欢喝饮料

四城市调查学生中，超过一半的人在学校和家里常

喝白水，分别占87.3%和60.7%；在公共场所，调查学生

最常饮用的是饮料，高达65.5%，见图1.11。

四城市调查的学生中，81.4%的人认为最应该喝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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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调查学生学习日、休息日饮水情况。

图1.9  四城市调查学生白水及饮料饮用量在学习日与休息日的分布情况。

图1.7  四城市调查学生每日饮水次数情况。



图1.10  四城市调查学生饮水知识的知晓情况。

图1.11  调查学生不同情况下选择的饮品类型。

四城市调查的学生中，超过一半（58.0%）的学生喜

欢喝饮料是因为味道好，42.5%的学生认为饮料较解渴，

而且有19.9%的学生认为饮料有利于健康，见图1.12。

二、深圳预调查结果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深圳市816名7~19岁学

生进行调查。其中，男生440人（53.9%），女生376

人（46.1%）；小学生402人（49.3%），初中生192人

（23.5%），高中生222人（27.2%）。

调查期间平均温度25℃、湿度64%，与其他四城市

接近。

1、超过一半调查学生的每日饮水量未达到建议量

1.1 饮水量

调查学生平均每天的饮水量为1225毫升，其中有

52.3%的学生平均每天的饮水量少于1200毫升；男生的饮

水量（1303毫升）显著高于女生（1134毫升）。

8

白水，但是他们最喜欢喝的饮品却是饮料，高达73.5%。

11.2%的学生在家里最常喝奶或奶制品。

4.3 一半以上学生因为“饮料味道好”而喜欢喝饮料

图1.12  调查学生喜欢喝饮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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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和高中生平均每天的饮水量（分别为1389 毫

升和1318毫升）高于小学生（1097毫升）。

1.2 白水饮用量

调查学生平均每天的白水饮用量为818毫升；男生

（890毫升）显著高于女生（734毫升）；初中生和高中

生的白水饮用量（分别为908毫升和884毫升）也显著高

于小学生（739毫升）。

1.3 饮料饮用量

调查学生平均每天的饮料饮用量为407毫升，男、女

生平均每天的饮用量分别为413 毫升和400毫升，无明显

差异；初中生（481毫升）和高中生（434毫升）的饮料

饮用量高于小学生（357毫升）。

1.4 不同类型饮料的饮用量

调查学生奶类及其制品、SSDs、CSDs饮用量较高，

平均每天的饮用量分别为181毫升、80毫升和74毫升，功能

饮料、冰激凌和其他饮料的饮用量较少（<18毫升/天），

见图2.1。

男生平均每天CSDs的饮用量（87毫升）显著高于女

生（59毫升）。初中生每天CSDs的饮用量（100毫升）

明显高于高中生（45毫升）。

初中生平均每天SSDs的饮用量（121毫升）最多，

其次是高中生（79毫升）和小学生（60毫升）。

2、超过一半的调查学生每天饮水次数不达标

深圳市调查学生平均每天饮水次数为5.3次，普遍少

于每天6次（52.6%）。

调查学生平均每次饮水量是239毫升，76%的调查学

生一周内至少饮用一次含糖饮料。

3、学习日以白水为主，休息日饮料饮用量与平常无

差别

调查学生以饮用白水为主，学习日平均每天白水的

饮用量（866 毫升）高于休息日（708毫升）。周末饮料

饮用量（418毫升/天）与学习日（404毫升/天）没有明显

差异。

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学习日的饮水总量与白水

饮用量均高于休息日。小学生学习日饮料饮用量低于休

息日，而初中生相反，高中生学习日与休息日的饮料饮

用量没有差异。

调查学生学习日平均每天奶类的饮用量（185毫升）

显著高于休息日（175毫升）。小学生、初中生及高中生

CSDs的饮用量均为学习日高于休息日。初中生SSDs饮用

量是学习日高于休息日，而小学生及高中生学习日SSDs

的饮用量与休息日没有显著差异。

4、饮水知识知晓情况

4.1 近三分之二的学生认为晨起空腹饮水有利于健康

如图2.2所示，63.7%的学生认为晨起空腹饮水有利
图2.1   深圳市调查学生各类饮料的饮用量。



图2.2   深圳市调查学生认为最有利于健康的饮水时间的认知情况。

图2.3   深圳市调查学生日常饮水时间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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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健康，46.3%的学生认为感到口渴饮水有利于健康，也

有7.0%的学生认为就餐时喝水有利于健康，尚有4.8%的

学生认为无所谓。

女生认为晨起空腹饮水有利于健康的比例（68.4%）

高于男生（59.7%）。随着年龄的增长，认为晨起空腹饮

水有利于健康的比例逐渐增加，小学生最低（49.6%）、

初中生次之（71.7%）、高中生最高（83.6%）。

4.2 近三分之二调查学生感到口渴时才饮水

如图2.3所示，调查学生日常的饮水时间中，感到口

渴时、晨起空腹与剧烈运动后饮水的比例较高，分别为

63.7%、50.6%和42.3%。。

男生（64.1%）感到口渴时饮水的比例与女生接近

（63.2%）。

初中生感到口渴时饮水的比例（71.7%）最高，其次

是高中生（63.6%），而小学生最低（61.1%）。

第四部分 主要建议

一、每天足量饮水，促进生长发育

水是一切生命必需的物质，是人体重要的组成部

分，在生命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水的需要量主

要受年龄、环境温度、身体活动等因素的影响。饮水不

足会对人体健康带来危害。儿童少年处于生长发育的关

键时期，体表积较大，身体中水分的百分比和代谢率较

高，肾脏的调节能力有限，易发生严重失水。因此，儿

童少年饮水不足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长发育和学习。

欧盟和美国已经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少年制定了

不同的饮水推荐量，均大于1200毫升。虽然我国目前

尚无儿童饮水推荐量标准，但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07）》中对成年人每人每天最少饮水量为1200毫升

以及饮水时间应分配在一天中任何时刻、喝水应该少量

多次、每次200毫升左右（1杯）等的建议相比，本次调

查发现，四城市调查学生中，超过一半的人每天饮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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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1200毫升。同时还发现，四城市调查学生平均每

天饮水次数少于6次的人达到了63.5%。因此，要大力提

倡科学饮水，保证儿童生长发育和学习。

二、加大饮水知识的宣传，促进健康
饮水行为

认知决定行为，行为影响健康。儿童少年正是知识

学习及健康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本次调查发现，四城

市调查学生饮水知识匮乏。对饮水不足的危害认识不

足，超过一半（65.5%）的学生在口渴的时候才饮水。同

时，还有接近四分之三的学生喜欢喝饮料，并且在可以

自己选择饮品时，也有超过一半（65.5%）的人选择饮

料。另外，还有近20%的学生认为饮料有利于健康。

调查还发现，调查学生在休息日饮水较少，而且周

末饮用饮料的量有所增加。因此，要对儿童少年加大健

康饮水知识的宣传教育，建议他们在周末也要多喝水，

尤其是白水，培养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饮水行为习惯。

三、继续深入开展儿童饮水调查研究，
制定儿童少年饮水推荐量

本次调查仅在我国五城市部分儿童少年中进行。我

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经济和风俗习惯大不相同，这些

数据不足以代表我国儿童少年饮水习惯的整体状况。因

此，建议深入开展儿童少年饮水的调查研究，为制定我

国儿童适宜饮水量积累更多的数据。

另外，饮水量受温度和湿度影响，此次调查仅在秋

季进行，还应在其他季节开展调查。同时，本次调查未

了解儿童食物水的情况，因此在进一步开展儿童饮水调

查时，可将食物水纳入，以获得更完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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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育干预改善饮水状况有助于提高青少年体能

水和电解质平衡是人体器

官发挥正常功能和维持总体健

康的关键。Gonzalez-Alonso等

的研究发现，即使是丢失仅占

体重2%的水分也会显著增加生

理应激、降低体能和干扰体温

调节能力。Marino等的研究显

示，与成人相比，儿童的最大

有氧运动能力通常较低，脂肪

较多，当在温暖的环境中运动时

出汗也较少，这可能是由于儿童体

表面积与体重的比值较高，从而导致当环

境温度高于皮肤温度时，儿童从环境中吸收热量的速度

更快，这也就限制了他们对蒸发散热的依赖。

很少有研究探讨在自由活动的条件下儿童饮水状况

与体能的相关性。McDermott等[1]的一项研究显示，参加

足球夏令营的儿童存在脱水，并且始终维持这一状况，

可导致体力恢复困难和后续的体能受损，但介入的教育

并没有明显反映出水合状态的改善。最近，Kavouras等[2]

在希腊开展了一项研究，旨在评估一种强调水摄入的营

养教育干预计划对脱水的预防作用，以及饮水状况改善

对青少年运动员体能的影响。

研究方法

2007年8月，92名年轻的排球或篮球运动员参加了

连续5天的训练夏令营。在第1周，31名青少年作为对

照组（男性13名，女性18

名；平均年龄 1 3 . 3± 0 . 4

岁）；在第2周，6 1名青

少年作为干预组（男性30

名，女性31名；平均年龄

1 4 . 1± 0 . 6岁）。两组参

与者的生理特征无显著 

差异。

夏令营的日程安排包

括早晨测试、午间休息和

晚间训练。分别在夏令营第2

天和第4天采集清晨第一次尿液样本测定尿比重（urine 

specific gravity，USG）和尿渗透压，进行饮水状况的评

估。采用一系列场地体能测试评估运动能力，包括600米

跑、30米短跑、垂直跳以及排球和篮球技能测试。体能

测试仅在夏令营第2和第4天进行。测试时的平均气温为

28℃。

干预组在第二天接受基础的饮水状况评估和体能测

试后，参加了一项干预计划，包括以下内容：（1）1小

时的有关饮水及其益处的课程，在此期间，受试者接受

如何维持理想饮水状况的指导；（2）明确尿液颜色比

对图的意义，并且在夏令营的所有盥洗室内悬挂该图；

（3）在训练、用餐和休息的地方都有方便取用的瓶装

水；（4）在部分测试期间，受试者被要求在测试前后测

量体重以明确水分的丢失量，但并不给予指导。对照组

除了未接受教育干预外，其他条件与干预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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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

饮水状况评估结果显示，根据USG标准（>1.020表

明存在脱水），第2天（干预前）出现脱水的受试者比例

在对照组和干预组分别为96.7%和91.7%。第4天（干预

后），该比例分别为96.7%和66.1%。可见，干预组的脱

水发生率显著下降（P=0.003）（图1）。根据尿渗透压

标准（>700 mOsm/kg表明存在脱水），第2天出现脱水

的受试者比例在对照组和干预组分别为90.3%和83.3%。

第4天，干预组的脱水发生率降至62.1%（P=0.005），而

对照组无差异（90.0%）。

600米跑耐力测试仅在

干预组获得显著性改善（干

预前，189±5秒；干预后，

167±4秒；P=0.009），同

时测试前后的心率无差异

（P>0.05）。两组受试者在

短跑、垂直跳和技能测试方

面均无显著差异。

在训练夏令营结束时，

对运动员进行的有关饮水状

况的问卷调查显示，干预组

的平均评分高于对照组。

研究结论

Kavouras等指出，基于600米体能测试后的即刻心率

无变化，对耐力改善的一种可能解释是每搏输出量得到

很好的维持，使得心输出量得以维持，最终导致有氧运

动能力显著提高。Maughan等[3]在一篇综述中提到，肌肉

强度和短跑能力受缺水的影响相对较小，这就部分解释

了研究中观察到的短跑和垂直跳测试结果无差异。

总之，Kavouras等认为，一种相对简单但合理的干

预计划在短短2天的时间内就可以成功改善饮水状况，而

且在自由活动的青少年运动员训练期间，通过自由摄入

水获得良好的饮水状况可以显著提高耐力运动的能力。

图1   对照组和干预组在干预前后的尿比重（USG）变化。*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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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儿童从小养成良好的饮水习惯

问题一：水在人体内的重要功能是什么？

答：
人体是一部极其复杂的机器，需要经常

加满液体才能维持正常运转。水进入人体

后，流经全身各个脏器，最后通过呼吸、尿

液、粪便和汗液排出体外（图1）。从本质

上说，水是细胞工作的关键，如果没有达到

正常的液体水平，机体就会出现脱水的表

现，如情绪低落、头痛或疲乏等。

问题二：脱水会导致哪些不良后果？

答：
儿童发生脱水现象很常见，虽然脱水的

表现看似只是思维混乱、脾气暴躁和精神不

振等，但实质已经影响到身体健康，可能造

成不良后果。许多研究已经证实，饮水有助

于大家获得良好的精神面貌。

由于儿童发生脱水的速度非常

快，因此有必要考虑儿童每天

摄入的水是否足够。

图1   水在人体内的重要功能。

为了帮助父母理解充分饮水对于儿童的重要性，培养儿童从小养成良好的饮

水习惯，本期水科学时讯邀请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学生营

养室主任胡小琪教授针对儿童饮水中的一些常见问题进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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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应鼓励儿童饮用

哪种水？ 

答：

首选的肯定是白

水。或许有些人也会

提到鼓励儿童多喝果

汁，以满足他们充

足的维生素需要。

但我认为，获取维生

素和充分饮水的理想

方法，是让儿童习惯于

摄入整个水果和饮用白水

或低脂牛奶。要从小培养孩

子对甜味无偏好，以后维持良好

习惯才能变得很容易。当然，也可以

给儿童尝试一些稀释不含糖的果汁或者添加鲜榨

的柠檬汁或橙汁。

问题四：儿童每天的水摄入量应该是多少？

答：

婴儿体内的含水量较高，因而更易于发生脱水。

他们每天丢失的水分占体重的百分比与成人相比更高

（15% vs 4%）。例如，体重5 kg的婴

儿每天需要0.75 L水来补充丢失的

水分，而体重70 kg的成年男性

需要2.9 L水，体重10 kg的儿

童每天需要约1 L水。

当儿童玩耍或运动

时，会消耗体内的水分

储备，因此补充丢失的

水分很重要。

问题五：如何判断儿

童脱水？

答：

对于这个问题，无法快速给

出答案，因为人体不会告诉我们什么

时候缺水。当孩子说他们口渴时，其实已

经脱水了，可能还会表现出一些不良反应。以下是学

龄前儿童常见的一些脱水表现：

● 舌苔干

● 口渴

● 哭时无泪

● 眼睛轻度凹陷

然而，这里所列出的并不能涵盖所有的脱水症状，

孩子脱水时也可能不会表现出上述所有的症状。

请记住，白水是最便捷、最纯净、最

天然的液体来源，无须担心能量的摄

入或长期的不良影响。

请记住，如果你很担心你的孩子，那

就打电话向医疗专业人员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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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看儿童的几点建议：

●   有规律地给孩子提供水

●   让他们认识水对身体的重要性

●  对于中小学生，让他们带一瓶水到学校

●  询问老师是否在儿童休息时鼓励他们饮水

●  如果你的孩子喜欢有味道的水，那就加一些鲜榨的果汁

●  鼓励学龄儿童在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饮水

●  确保儿童在课外活动时间能够饮水

问题六：如何确保儿童规律饮水？

答：

成人相对容易获取水，但儿童则需要依赖看护他们

的人为他们提供基本的食物和水。有时候，很难知晓你

的孩子究竟饮用了多少水，尤其是当孩子在幼儿园或学

校时。事实上，许多研究显示，不少儿童在学校期间的

水摄入量不足。这也可能是由于儿童的口渴机制与成人

相比尚未发育完善所致。

● 确保孩子在早餐时摄入充足的水。对于学龄前儿

童或小学低年级学生，幼儿园和小学老师有责任在其休

息时鼓励饮水。

● 当儿童说他口渴时，应立即让其饮水。为了鼓励

健康的饮水习惯，最好为儿童提供白水。

问题七：父母应如何做？

答：

儿童利用和丢失的水分比例远远超过成人。因此，

帮助他们了解其需求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首先，父母自己必须做到每天健康饮水，通过自己

的良好行为影响孩子，让他们有一个好的起点，帮助他

们从小养成健康饮水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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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少年饮水状况研讨会隆重召开

2 0 1 2 年 5 月

25日，由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食品安全

所 主 办 、 中 国

营养学会和中国

学生营养与健康

促进会协办、中

国达能饮料支持

的“中国儿童少

年饮水状况研讨

会”隆重召开。国内众多知名专家齐聚广州，分享和讨

论了儿童少年饮水领域的信息及研究成果。

中国营养学会名誉理事长葛可佑教授首先做了题为

“儿童饮水与健康”的演讲。葛教授强调，水是人体不

可缺少的重要物质，尤其是对于儿童。由于儿童体表面

积较大，身体中水分的百分比和代谢率较高，肾脏的调

节能力有限，因而易发生严重脱水。轻度脱水即可导

致儿童变得烦躁、疲惫、不能够集中注意力和记忆力下

降。在饮用水的选择方面，葛教授建议，白水无疑是最

佳选择，其次是牛奶和纯果汁。饮水的方法有多种：

（1）少量多次，每次200 ml左右；（2）晨起空腹时饮

用150~200 ml凉开水，分多次饮用；（3）身边常备饮用

水以供随时取用。

马冠生研究员报告了“中国五大城市儿童少年饮水

习惯调查”的主要发现。马研究员指出，目前，《中国

居民膳食指南》（2007）中只有健康成人每天饮水的建

议量，尚缺少儿童少年建议的饮水量。因此，为建立我

国儿童少年饮

水习惯与健康

状况数据库，

制定中国儿童

少年推荐饮水

摄入量，由中

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营养与

食品安全所牵

头，在深圳市

儿童少年饮水

及饮料消费状况调查的基础上，于2011年9~10月在北

京、上海、成都和广州四城市开展了此项调查。结果发

现，三分之二调查学生的每日饮水量未达到建议量，大

部分调查学生每天饮水次数不达标。因此，有必要大力

提倡科学饮水，加大对儿童少年健康饮水知识的宣传教

育。

张倩副研究员对中国五大城市儿童少年的饮水状况

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在每天平均饮水量方面，男生高

于女生，城区高于农村，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平均每

天饮水量也逐渐增加。在平均每天饮水量不足1200 ml的

比例方面，则呈现相反的趋势，女生高于男生，农村高

于城区，随着年龄的增长，比例逐渐下降。同样，在每

日饮水次数小于6次的比例方面，农村高于城区，随着年

龄的增长，每天饮水次数逐渐减少。总之，不同城市、

性别、城乡、年龄段的饮水状况存在差异。

本次会议为中国儿童少年推荐饮水摄入量和政府相

关政策的制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会议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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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居民

健康饮水意识

薄弱，科学补

水常识掌握不

足，因此有必

要强化公众健

康饮水理念，

普及健康饮水

常识。

除 关 注

“健康饮水”

主题之外，本

次峰会还关注

和倡导行业“节约用水、低碳节能”，探讨了包装饮用

水行业国内外发展趋势及面临的挑战，并对国内的相关

政策进行解读。同时还就食品安全、标准法规、行业自

律、促进消费等方面进行了研讨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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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中国 • 国际包装饮用水峰会概要

3月22日是世

界水日，由中国

饮料工业协会、

欧洲瓶装水协会

联合主办、世界

自然基金会支持

的2012中国•国际

包装饮用水峰会

（CGPW2012）

在京隆重召开。

此次峰会的主题

为“健康饮水、

节约用水、低碳

生活”。国内外专家、学者近300人参会。

峰会期间，中国饮料工业协会联合众多企业共同启

动了“你@水吗？——全国健康饮水公益活动”，并发

布国内首部《健康饮水手册》。启动仪式上，中国饮

料工业协会赵亚利理事长呼吁并号召“行业内每家企业

都要为这项活动贡献一份力量，无论是发放一本手册、

还是转发一条微博，让全社会都@水、关注水”。作为

活动的倡导者，中国饮料工业协会希望能够将它持续下

去，在前行的路途中得到更多企业、更多科研机构、更

多媒体的响应，向社会普及健康饮水常识、引导消费者

建立良好的饮水习惯。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所副所长马冠生研究员

作了题为“我国四城市成年居民夏季饮水量的分析”的

报告。他指出，通过调查发现近一半的人群口渴时才饮

水，部分人群饮水量也不足1200毫升。同时，他还强调



千年发展目标中的饮用水具体目标得以实现

2012年3月6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2012年饮用水和卫生设施进展》报告。报

告称，全世界已实现将无法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这远早于2015年千年发

展目标的最后期限。

该报告显示，到2010年年底，全世界89%的人口或者有61亿人使用了经过改良的饮用水源（如自来水

供应和受保护的水井）。这比千年发展目标确立的88%的目标高出一个百分点。报告估计，到2015年，全

球将有92%的人口获得经改良的饮用水。

“这对于儿童而言尤其是个好消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安东尼•雷克说，“每天，3000名
以上的儿童死于腹泻病。实现这一目标对挽救儿童生命大有裨益”。

然而，该报告强调，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卫生设施具体目标方面，全世界依旧相差甚远，并不太可

能在2015年前成功实现。目前，全世界仅有63%的人口可以获得良好卫生设施，预测数据显示，到2015年
时仅可能提高到67%，大大低于千年发展目标中确定的75%目标。目前，仍有25亿人缺乏良好卫生设施。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还提醒到，由于无法在全球衡量水质，在安全饮用水的千年发展目

标方面取得的进展是通过收集改良水源的使用数据来衡量的。必须做大量的工作，确保改良水源既做到安

全又能长期维持安全。

“我们已经实现了一项重要目标，但我们不能在此停滞不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下一步我

们必须锁定全世界最难覆盖、最贫穷和最弱势的人群。联合国大会已将饮用水和卫生设施当作人权。这就

意味着，我们必须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

本资料版权所有，严禁以任何语言、任何形式或途径复制本资料内容，包括利用电子、机械、影印等方式对此资料文字或插图作
全部或部分之抄袭、复制或传播；或将此资料储存于任何检索库存系统内。

本资料经精心编撰，但对资料所存在的错误、遗漏、不准确，以及由此所致之任何后果，编者及赞助商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本资
料仅供学术研究及交流之用，不作为任何处方依据或推荐意见。

《水科学时讯》上海联络处:
北京华夏新力医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成都北路500号峻岭广场2901~03室
邮编：200003
电话：86-21-63279901/02/03
传真：86-21-63279968

建议、反馈或联系广告请联系：
E-mail:times@emd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