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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次全国营养科学大会暨国际DRIs研讨会报道

2013年5月15日是中国营养学会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式的日子。第十一次全国营养科学大会暨国际DRIs研讨

会在杭州第一世界大酒店隆重举行。此次学术大会的主

题是“DRIs新进展：循证营养科学与实践”。由于DRIs

的制定和修订是各国营养学界和一些国际组织高度关注

的一项营养学核心工作，所以这次学术大会受到广大营

养专业人员的欢迎和积极参与。共有来自世界各国及中

国营养界的1500余名代表济济一堂，使得本次大会成为

中国营养学会史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学术性最强、

交流最密集、代表最广泛的大会。

围绕大会主题，会议安排了18场主会场报告，组织

了不同领域的19个专题会议和卫星会议，编印了优选的

600余篇《论文摘要汇编》，并设置了研究论文板报和有

关企事业单位的展示平台等交流方式。共有200多位专家

做了报告。

此次会议上，首次公布了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

摄入量的修订结果，并且发布了最新的中国居民营养与

健康状况监测数据。同时中国营养学会第八次全国会员

代表大会同期举行，总结了第七届理事会的工作，选举

产生了第八届理事会。

大 会 还 荣 幸 地 邀 请 到 国 际 营 养 科 学 联 合 会

（International Union of Nutritional Sciences，IUNS）主席

Ibrahim Elmadfa教授和前任主席Mark L Wahlqvist教授，

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FAO）和中国、英国、美

国、瑞士、日本、荷兰等多个国家的著名营养学专家参

加会议并报告他们的研究成果。

会议收到的论文内容涉及到非常广泛的学术领域，

不仅介绍了多个国家和组织最新的DRIs修订进展，而且

涵盖了与此有关的各类人群需要量研究、营养监测和调

查、基因和代谢基础研究、营养干预、慢性病防治、相

关政策和标准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

可以说，这次大会交流的内容从营养学理论和实践

方面为参会者带来了丰富的科学信息，为推动营养科学

的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5月15日，作为本次大会的分会场之一——中国居民

水的适宜摄入量研讨会在苏黎世厅成功举行。大会由中

国营养学会主办，中国达能饮料支持。国内外相关领域

的知名专家包括中国营养学会名誉理事长葛可佑教授、

理事长程义勇教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

品安全所副所长马冠生教授、著名水研究专家Lawrence 

Armstrong教授和Stavros Kavouras教授受邀出席会议，还

有来自全国各省市的200余名营养学者参会。

会上，各位专家分别介绍了中国及国外水研究的研

究成果；交流了“饮水与健康、水的生理代谢、维持水

合状态的科学依据、中国居民饮水量摄入调查”；回

顾了“全球水的适宜摄入量及中国居民水的适宜摄入

量”，并就水是否是营养素等进行了深度的学术讨论。

马冠生教授指出，在中国营养学会2000年颁布的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简称DRIs）中，

因为当时缺乏人群饮水量数据而没有制定中国居民水的

适宜摄入量。在2007年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提出

了每天至少饮水1.2升的饮水推荐量，但这一数值与国

外的推荐量存在较大差距。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

Armstrong教授介绍，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欧洲

成年男女的饮水推荐量都在2升或2升以上，其中美国成

年男性的饮水推荐量更是高达每天3升，目前中国居民饮

水推荐量的数值偏低。

2010~2011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

安全所对我国成年居民和儿童少年的饮水状况展开了调

查。该所的杜松明副研究员分享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近

三分之一的成人和近三分之二的儿童少年，每日饮水量

未达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7》中的建议量1.2升。该

调查报告填补了该领域在全国性调研数据上的空白，也

为中国居民饮水摄入量信息提供了可靠的数字依据。

本次研讨会上，最令人期待的重要事件是，中国营

养学会首次发布了中国居民水的适宜摄入量：成人每天

需要喝水1.5~1.7升。马冠生教授表示，“这一水适宜摄

入量参照了国际水适宜摄入量和国内居民饮水状况。它

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对中国消费者健康饮水有实质性帮

助的建议。” 

本次会议使与会者在互动研讨中拓宽视野，循得依

据，引领着今后水研究工作的方向，同时也起到了积极

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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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与健康
中国营养学会  葛可佑

水不仅是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生命存在的重要资源，

也是生物体重要的组成部分。有水摄入而无食物摄入，

生命可维持3周，但不摄入水，生命只能维持3天。断食

至所有体脂和组织蛋白消耗50%时，人才会死亡；而断

水至失去全身水分的10%时，就可能导致死亡。由此可

见，水是人体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

水摄入不足或丢失过多，均可引起体内失水。失水

量约为体重的1%时，可出现口渴感，体温调节功能和体

能开始受到影响；失水量占体重的2%~4%时，为轻度脱

水，表现为口渴、食欲减低、尿少、尿比重增高、体能

下降20%~30%等；失水量占体重的5%时，会出现精力难

以集中、头痛、烦躁、困乏；失水量超过体重的8%时，

为重度脱水，表现为高热、烦躁、精神恍惚等；失水量

超过体重的10%时，可危及生命。

失水的危害

既往的研究已经证实，水摄入不足会对健康产生危

害。近年来，水摄入不足对认知能力和体能的影响也受

到人们的关注。

失水对认知的影响

在成年人中开展的研究[1]表明，失水量达到或超过

体重的2%时，会引起视觉追踪、短期记忆和注意力的下

降。与成年人相比，儿童的体表面积较大，体内含水量

和代谢率较高，肾脏的调剂能力有限，因而更易发生脱

水。儿童轻度脱水的表现往往被忽视。在课堂上，可能

表现为烦躁、疲惫、不能集中注意力、记忆力下降；回

家后，可能会抱怨累、头痛、没精神做事情等。这些行

为可能会被认为是很正常的，但实际上，这可能至少有

部分是由脱水造成的。目前有一种理论认为，摄入充足

的水分后，脑细胞之间的信息交流会更加通畅。有研究

发现，儿童在轻度脱水状态下，多喝水能提高其认知和

学习能力[2]。东伦敦大学的研究者在7~9岁的儿童中开展

了一项研究，将受试者分成两组，一组摄入250毫升水，

一组未摄入。20分钟后，所有儿童均参加了测试。测试

结果显示，与未饮水组儿童相比，饮水组儿童的困难翻

译测试成绩高23%，从序列中删除字母测试成绩高11%。

失水对体能的影响

研究发现，即使是丢失仅占体重2%的水分也会出

现生理应激增加、体能下降和体温调节异常[3]。从事高

强度身体活动的个体发生轻度脱水时，即可出现体能下

降，表现为耐力下降、疲劳、体温调节紊乱和主观感觉

吃力等[4]。最近，在希腊针对92名10~15岁运动员开展了

一项研究[5]。结果表明，宣传饮水的干预措施在短短的

两天时间内就可以改善运动员的饮水状况，提高耐力运

动的能力。

缺水与慢性肾病

既往的研究表明，增加饮水量可降低肾结石的发生

风险。一项超过6年的队列研究[6]评估了尿量与肾功能障

碍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与尿量为1~1.9升/天的人群

相比，尿量2~2.9升/天或≥3升/天的人群出现肾功能障碍

的风险降低。

如何健康饮水

2010年对我国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四城市成年

人开展的饮水状况调查[7,8]显示，28.4%的调查对象不知

道每天最少饮水1200毫升；14.4%的调查对象认为饮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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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对健康没有危害；接近一半的调查对象错误地认为感

到口渴时饮水有利于健康；18.9%的调查对象不知道白水

是最健康的饮品，其中尚有17.9%的人认为饮料最健康。

可见，中国居民对饮水存在误区。那么究竟应该喝什么

水呢？白水当然是最佳的选择。下表列出了有关健康饮

水方式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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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生理功能及代谢
中国营养学会  程义勇

水是地球上最常见的物质之一，由氢、氧两种元素组成。

水参与了机体的许多生化反应而保持自身的稳定。它可与动物

蛋白质以氢键相结合，形成稳定性较强的胶体，使组织细胞保

持形态、硬度和弹性。此外，水还具有溶解性强、比热大、蒸发

热高等特性。本文将重点介绍一下水的生理功能和代谢。

水的生理功能

结构功能

水是构成人体、组织、细胞的主要成分。人体内所含的

水分总量约占一个健康成年人体重的60%~70%。水在体内

主要分布于细胞内和细胞外，细胞内液和细胞外液分别约

占体重的40%和20%，细胞外液包括组织液（15%）和血浆

（5%）。人体各组织器官的含水量存在差异，血液中最多，

脂肪组织中较少。此外，代谢活跃的组织含水量高，如心脏、

肾脏、肌肉和肝脏；稳定而代谢不活跃的组织含水量低，如

脂肪、骨骼。

生化功能

体内的生化反应由酶催化，酶和反应物溶于内环境的

水中，才能发生反应。水为体内物质提供载体和介质。以水

何时饮水？ 如何饮水？

√ 任何时刻 √ 少量多次，每次200毫升 
√ 晨起空腹      左右

√ 午睡起床后 √ 晨起空腹时喝150~200毫升

√ 睡前2小时      凉开水，分多次喝完

√ 运动后 √ 身边常备饮用水以供随时 
√ 洗澡后      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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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第十一次全国营养大会报告内容摘录整理）

图1. 体内水平衡的调节机制

作为反应物的生化反应包括：大分子有机物的水解；糖原分

解；ATP分解；有氧呼吸第二阶段；光合作用的光反应。此

外，酶的活性与体内含水量有关。在酶的数量一定时，反应

物浓度越大，酶的活性越低。婴儿的含水量可达80%以上，

他们的新陈代谢旺盛。

维持体内稳态功能

正常情况下，体液在血浆、组织间液和细胞内液之间通

过溶质的渗透作用，维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即渗透压平

衡。维持细胞内液和细胞外液的渗透压平衡，主要依靠水分

子在细胞内外的自由渗透。当水摄入量不足或水丢失过多

时，细胞外液的渗透压就会增高，通过神经系统、激素和肾

脏等调节机制，使水摄入增多、排出减少，从而维持体液的

正常渗透压。体液的另一个重要成分是电解质。细胞外液和

细胞内液化学组成和理化性质的相对恒定，对保持细胞的

正常形态与功能非常重要。

体温调节功能

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发挥需要恒定的体温环境，过高

或过低都会导致机体正常生理活动的失调。生理测量表明，

不与外界发生热交换的个体，由于体内产热可使体温每小

时升高2℃，要保持体温恒定，就需要依赖体内水分的蒸发。

人在静息状态下也需要不断蒸发水分。按体重70 kg、体表 

1.73 cm2来计算，一昼夜散失的水分达850毫升。

运输功能

水作为物质代谢的载体，可以协助营养物质的运送，协

助代谢物质通过大小便、汗液等途径排泄。健康人体每天约

有50克固体成分需要从肾脏排出，至少需要500毫升水的溶

解。如少于必要的尿量，有可能使这些代谢产物（主要是尿

素）在体内堆积，严重者可产生尿中毒。

润滑保护功能

水与粘性分子结合形成关节的润滑液、胃肠道的消化

液、呼吸系统的粘液和泌尿生殖系统的粘液，对器官和组织

起到缓冲、润滑、保护的功效。

人体内水的平衡

人体内环境稳态控制机制保证了水摄入和排出之间的

平衡。正常人每日水的来源和排出处于动态平衡。体内水的

来源包括饮水、食物中的水和内生水（由物质代谢产生）。

水的排出主要通过肾脏，其次是皮肤、肺和粪便。

体内水的平衡受口渴中枢、垂体后叶分泌的抗利尿激

素和肾脏的调节（图1，引自“神经调节和体液调节”教学资

料）。当机体水摄入量不足或失水过多或盐摄入过多，细胞

外液的渗透压就会升高，刺激下丘脑渗透压感受器，一方面

引起口渴中枢兴奋，激发饮水行为，另一方面促使垂体分泌

抗利尿激素增加，通过改变肾脏远端小管和集合管对水的

通透性，增加水的重吸收，减少水的排出。

因此，口渴、抗利尿激素的分泌和肾脏对水的重吸收都

是调节体液平衡的重要机制。饮水是维持体液平衡的重要

行为，在口渴之前饮水是维持良好水合状态的一个好习惯。



统计学差异，工作日的摄入量最低，平均摄入量逐步

增加，至周六时达到峰值。这些差异提示，为了获得

更具代表性的平均液体摄入量，必须采用连续7天记录

的方法。关于人群的代表性，液体摄入行为因个体的生

理学需求以及一些环境因素（如气候、体力活动、教育

水平等）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对人群调查而言，能否代

表所有个体是关键。定额抽样方法以多种参数为基础，

包括年龄、性别、地理位置、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阶

层，可能是征募参与者的一种最合适的方法。最后关于

液体的专属性，记录液体摄入的方法在法国的各项调查

之间存在差异。在1999年的第一次全国膳食调查（the 

first Individual National Survey on Dietary Consumption，

INCA1）中，整份问卷中每天仅有一个有关液体的问

题。在2004年的INCA2调查中，问题的数量增加至每餐

一个，而2006年的研究则全部集中在液体摄入。这体现

了在营养调查中专门针对液体摄入的必要性。

因此，Vergne教授提出，收集完整的液体摄入数据

的最佳方法是7天实时液体日记。

采用特定的7天液体日记法进行的

液体摄入量研究

据Vergne教授介绍，7天液体日记法已经在多个国家

中被使用，包括波兰（2006）、印度尼西亚（2008）、

墨西哥（2008）和日本（2010）。这些调查结果显示，

调查人群中液体摄入量低于欧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EFSA）推荐量者占相当大的比例。

EFSA专家组建议成年女性的水适宜摄入量为2升/天。在

波兰，平均摄入量为1.66升/天，调查人群中水摄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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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g ne教授提出，收集完整的液体摄入

数据的最佳方法是7天实时液体日记。

液体摄入量调查方法及研究发现

Vergne教授近期在Nutrition Today上发表的一篇文

章[1]中指出，在制定水的适宜摄入量（adequate intake，

AI）时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包括全国性的液体摄入量

调查。然而，收集这些数据时所采用的方法学存在很大

差异。此外，在对多个国家（如欧盟）进行摄入量推

荐时，这些差异就变得非常重要，可能会影响推荐的 

正确性。

液体摄入量调查的方法学

Vergne教授认为，在评估调查数据的质量时，需要

考虑一些重要因素，包括：（1）准确性；（2）调查时

期的代表性；（3）人群的代表性；（4）液体的专属

性。随后，Vergne教授就上述4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

首先关于准确性，对法国最近开展的CCAF调查进

行分析发现，液体摄入绝大多数发生于家中用餐时。究

其原因，主要是调查问卷是建立在膳食基础上的。事实

上，膳食调查方法重点记录的是进餐事件而非饮水事

件。因此，在一些膳食调查中可能未对单独的饮水事件

进行记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膳食以外的液体摄入

量在各个国家之间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其次关于调查时

期的代表性，随机误差是摄入量评估中固有的。增加评

估的天数可降低随机误差。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对一

周的液体摄入情况进行了记录，并且对每天的平均摄入

量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一周的摄入量存在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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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EFSA推荐量的占75%（918/1,225）。在印度尼西

亚、墨西哥和日本，平均摄入量分别为1.84、2.38和1.50

升 /天。水摄入量未达到2升 /天的比例在上述3个国家

中分别为64%（1,660/2,594）、42%（406/966）和78%

（1,077/1,381）。

在英国，尚未开展过专门针对液体摄入的研究，英

国全国性膳食和营养调查（National Diet and Nutrition 

Survey，NDNS）采用的食物日记可能无法记录所有的饮

水事件。为此，Gandy等[2]采用液体特异性方法于2010年 

3~5月开展了一项液体摄入情况调查，在英国征募了

1,456名3~18岁儿童和19~75岁成人，由于采用了严格的

定额抽样方法，因而使调查人群在地域、社会经济特征

和城市/乡村分布方面具有代表性。参与者或15岁以下儿

童的成年看护者被要求完成一份7天液体日记，记录每次

饮用的量和饮用的次数。

表1显示了各个年龄组的液体摄入量。虽然成人的液

体平均摄入量为2.31升/天，与EFSA推荐的水适宜摄入量

相似，但有30%未达到EFSA的推荐量，男性未达到推荐

量的比例高于女性（分别为35%和25%）。总体而言，

达到水适宜摄入量的儿童不到50%，所有年龄组的平均

摄入量低于EFSA的推荐量，但显著高于2008年NDNS的

调查结果[3]。而成人的摄入量较NDNS的调查结果高约

30%。Gandy等提出需要注意的是，高达70%的液体是在

用餐时间以外摄入的，因而在NDNS调查中很有可能未

被记录。该调查人群中液体摄入量的明显不足引发了对

水合状况的担忧。尽管很少有研究探讨水合状况与液体

摄入之间的相关性，但已有研究[4]显示，摄入液体（特

别是水）越多的儿童，越有可能维持良好的水合状况。

Gandy等认为，调查发现的液体摄入量不足提示，一些参

与者可能存在轻度脱水的风险，后续可能导致认知功能

下降和相关的并发症。

Gandy等表示，其调查发现的液体摄入量高于NDNS

结果可能对EFSA推荐的正确性提出了质疑。EFSA的推

荐采用了来自13个欧洲国家的数据，包括英国2001年的

NDNS研究，而该研究报道的液体摄入量低于2008年的

NDNS调查结果，也低于本调查结果。其他国家的数据

也来自膳食研究而非专门针对液体的研究，也可能低估

液体的摄入量。因此，Gandy等认为EFSA制定的推荐量

可能过低。

小结

Vergne教授在文章最后总结道，有关水的适宜摄入

量推荐部分依赖于现有的调查数据。然而，收集这些数

据所使用的方法是为获取能量和营养素的摄入量而设计

的，因而可能低估了水的摄入量和总的液体摄入量。采

用恰当的方法是获得完整的液体摄入量数据的关键。7

天液体日记可能是目前最合理的方法。为了制定有意义

的、准确的水适宜摄入量，有必要在更多国家使用液体

特异性方法开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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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年龄组的液体平均摄入量（标准差）以及未达到EFSA推荐的
水适宜摄入量的参与者比例

年龄（岁） 性别 例数 液体摄入量 未达到EFSA 

   （升/天） 推荐量的比例

3~6 男/女 97 1.55（0.60） 36

7~10 男/女 126 1.62（0.69） 56

11~14 男/女 141 1.59（0.66） 34

15~17 男/女 57 1.74（0.83） 39

18+ 男 426 2.25（0.79） 35

18+ 女 590 2.36（0.9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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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城市成年人和五城市儿童少年

饮水状况调查报告摘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水是人体重要的组成成分。人体中水的含量由于年

龄、性别不同而有所不同。水不仅参与人体的构成，而

且发挥着许多重要的生理作用。

足量饮水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每天需

要喝多少水才能满足身体的需要呢？《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2007》中建议，在温和气候条件下生活的轻度身体活

动的成年人每天最少饮水量为1200毫升。我国以往开展

的全国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收集了部分饮料消费量的信

息，但是由于没有白水、茶水的消费数据，所以不能全

面反映我国居民每天饮水量的情况。

为了解我国城市成年居民饮水量及水分来源情况，

为制定我国居民适宜饮水量提供科学依据，我们于2010
年6~7月，在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四个城市开展了此

次调查。

第二部分 调查对象与方法

一、每天饮水情况调查

随机抽取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四大城市的城

区和农村中18~60岁的1483名成人作为调查对象，分为

18~29岁、30~39岁、40~49岁、50~60岁四个年龄段，每

个年龄段男性、女性人数相同。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由调查对象详细记录连续7天
所有的饮水情况，包括饮水时间、地点和饮用量；通过

面对面询问了解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一般健康状况、

身体活动情况以及与饮水相关的知识和态度等信息。

二、水分来源调查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63名18~60岁北京、上

海、成都、广州的成人作为调查对象，各城市、各地区

和不同性别的人数基本相同。 
采用双份饭法收集这些调查对象连续3天的食物样

品，用国家标准的方法（GB/T 5009.3-2003）测定这些

牵头单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参加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北京市西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北京市怀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

 深圳市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协会

支持单位 中国达能饮料

第一部分 背景和目的

中国四大城市成年居民饮水状况
调查报告

图1. 四大城市调查对象饮水量及白水、茶水、饮料饮用情况

* 表示平均饮用量在四个城市之间有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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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的水分含量，计算主食、菜、零食和清汤提供的水

分；由调查对象详细记录调查期间内的饮水情况。 采
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面对面询问了解他们的社会经济状

况、一般健康状况、身体活动情况以及与饮水相关的知

识和态度等信息。

三、相关定义

水摄入总量：饮水量和食物水量的合计。

饮水量：白水、茶水和饮料饮用量的总和。

食物水量：来源于主食、菜、零食和清汤中水分的

总和。

第三部分 主要发现

一、近三分之一调查对象的饮水量 
未达到建议量

1、饮水量

如图1所示，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的18~60岁调

查对象平均每天饮水量为1676毫升，各城市之间存在显

著差异。四地男性居民的平均每天饮水量（1890毫升）

显著高于女性（1463毫升）。

2、不同类型水的饮用情况

在参加调查的7天中，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

18~60岁的调查对象饮用白水、茶水和饮料的比例分别

为97.8%、62.8%和81.1%，平均每天的饮用量分别为 

966毫升、437毫升和271毫升。

3、未达到建议量的比例

如图2所示，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18~60岁的调

查对象中，有32.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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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这一比例最高，高达53.4%，广州为33.7%，北京和

上海较低，也分别占到了25.9%和16.6%。

二、大部分调查对象每天饮水次数和 
每次饮水量均不达标

1、饮水次数 
如图3所示，四大城市调查对象平均每天饮水次数

少于6次者占74.9%，成都居民最高，达87.7%，广州最

低，为50.7%。

2、每次饮水量

四大城市调查对象平均每次饮水量少于200毫升的人

数仅占15.4%，200~400毫升的人数占53.5%，超过400毫
升的达到31.1%。 

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的调查对象平均每次饮水

量在200~400毫升的比例分别为57.1%、48.2%、53.6%和

55.5%。上海居民平均每次饮水量超过400毫升的比例最

多，达46.6%，北京和成都居民分别为34.3%和24.7%，

广州居民最低，仅为18.3%。
图2. 四大城市调查对象每天饮水量分布情况

图3. 四大城市调查对象每天饮水次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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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时间段饮水量 
四大城市的调查对象在下午时饮水量最高，平均

为430毫升；上午和晚上的饮水量分别为382毫升和318 
毫升；清晨和夜间的平均饮水量也超过了200毫升。

4、工作日和休息日的饮水量 
四大城市调查对象在工作日的平均每天饮水量、白

水饮用量和茶水饮用量分别为1685毫升、977毫升和442
毫升，都高于休息日的饮用量（分别为1648毫升、938毫
升和420毫升）；工作日的饮料饮用量为265毫升，低于

休息日（289毫升）。

三、水分来源

1、调查对象每天的水分五成左右源于饮水，四成左右源

于食物

如图4所示，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18~60岁的

小样本调查对象中，平均每天水摄入总量为3259毫升，

男性（3626毫升）显著高于女性（2926毫升）。其中，

平均每天饮水量为1815毫升，占人体每天水摄入总量的

55.7%；平均每天饮酒量为114毫升，占每天水摄入总量

的3.5%；平均每天来源于食物的水分含量为1331毫升，

占每天水摄入总量的40.8%。

2、食物水分的来源主要为主食和菜

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的小样本调查对象中，平

均每天从主食、菜、汤和零食中摄入的水分别为553毫
升、496毫升、207毫升和75毫升，占食物水量的比例分

别为41.8%、37.9%、13.8%和6.4%。

四、饮水知识知晓情况

1、近1/3的调查对象不知道每天应至少饮水1200毫升

2、对饮水不足的危害认识不充分

3、近一半的调查对象认为口渴时才饮水

4、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喝白开水最有益于健康

第四部分 主要建议

1、科学足量饮水，保证身体健康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07)》中建议，在温和气候

条件下生活的轻度身体活动的成年人，每天最少饮水量

为1200毫升。同时还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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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本次调查发现，有近三分之一的调查对象每日

饮水量未达到1200毫升。同时还发现，四城市调查对象

平均每天饮水次数普遍低于6次，且多集中于上午和下

午，平均每次饮用量也多大于200毫升。因此，要大力提

倡科学足量饮水，以保证身体健康。

2、加大宣传力度，普及饮水知识

常言道，知识决定行为。本次调查发现，四城市调

查对象饮水知识匮乏，有超过1/3的人不知道每日最少

饮水量为1200毫升。同时，对饮水不足的危害认识也

不足，48.0%的人错误地认为“感到口渴时饮水有利于

健康”。另外，虽然只有5%的人认为“饮料最有益健

康”，但却仍有80%的人喝饮料，且平均每天饮用量达

到了270毫升。为此，要长时间在全社会中加大科学饮水

知识的宣传力度，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促进居民从观念

到行为的转变。

3、继续深入开展居民饮水的调查研究，制定不同人群的

饮水量建议

本次调查仅在四个城市部分人群中进行，而我国幅

员辽阔，此四城市人群的调查结果不足以代表我国居民

的整体状况。因此，建议深入开展居民饮水的调查研
图4. 四大城市调查对象每日水分来源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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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为制定我国居民适宜饮水量积累更广泛的数据。另

外，国外除了有健康成年人的适宜饮水量外，还特别针

对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营养物质需要量增大

的孕妇和乳母以及身体机能逐渐衰退的老年人等特殊人

群提出专门的饮水量建议。因此，建议在我国继续深入

开展健康成年人的饮水调查外，同时应对特殊人群的

饮水进行调查研究，并制定和提出相应的饮水摄入量 
建议。

中国五大城市儿童少年饮水习惯
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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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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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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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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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相关定义

饮水量：白水与饮料的饮用量之和。

白水：包括白开水、矿泉水、矿物质水、纯净水等。

饮料：包括牛奶及其制品、热饮（茶和咖啡）、非

碳酸饮料、碳酸饮料、功能饮料、冰激凌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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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水量

如图5所示，四城市调查学生平均每天饮水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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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四城市调查学生饮水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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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升）、上海（1126毫升），成都（866毫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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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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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类型饮料饮用量

四城市调查学生奶类及其制品、非碳酸饮料

（SSDs）、碳酸饮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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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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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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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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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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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饮水知识知晓情况

近30%的学生不知道“饮水应少量多次”；近四分

之三的学生最喜欢喝饮料（见图7）；一半以上学生因为

“饮料味道好”而喜欢喝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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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超过一半调查学生的每日饮水量未达到建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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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学生平均

每天的白水饮用量为818毫升，饮料饮用量为407毫升。

图7. 调查学生不同情况下选择的饮品类型

图6. 四城市调查学生每日饮水量不足1200毫升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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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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超过一半的调查学生每天饮水次数不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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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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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饮水知识知晓情况

近三分之二的学生认为晨起空腹饮水有利于健康；

近三分之二调查学生感到口渴时才饮水。

第四部分 主要建议

一、每天足量饮水，促进生长发育

儿童少年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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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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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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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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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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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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水的适宜摄入量

世界卫生组织规定[1]，一般环境下，静态的成年男性

和女性的水适宜摄入量分别为2900毫升/天和2200毫升/天，

其中饮水量为1500毫升/天。然而，不同年龄人群水的适

宜摄入量在不同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对这些资料进行回

顾，可以为制定中国人群水的适宜摄入量提供借鉴。

美国和加拿大

美国医学研究院（Institute of Medicine，IOM）根

据美国第3次全国健康和营养调查（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III，NHANES III）中水摄入

量的资料，于2004年公布了不同年龄人群的水适宜摄入

量[2]，加拿大亦采纳了该标准（表1）。

对于0~6月龄的婴儿，母乳的平均摄入量约为780 

毫升/天，根据母乳中约87%的含水量计算的水适宜摄入

量为680毫升/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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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升/天，由母乳提供的水分为520毫升/天，加上添加辅

食和饮品提供的水分约320毫升/天，此阶段婴儿的水适宜

摄入量为840毫升/天。1~3岁儿童的水适宜摄入量为1300

毫升/天，4~8岁儿童为1700毫升/天。9岁之后，儿童的水

适宜摄入量出现性别差异：9~13岁男孩为2400毫升/天， 

女孩为2100毫升/天；14~18岁男孩为3300毫升/天，女孩

为2300毫升/天。19~30岁男性和女性的水适宜摄入量分

别为3700毫升/天和2700毫升/天。尽管调查显示，31~50

岁成人的水摄入量相对较低，但无证据认为19~30岁人

群的建议量对于31~50岁成人而言过多，因此建议31~50

岁成人的水适宜摄入量仍是男性3700毫升/天、女性2700 

毫升/天。对于19岁以上的成人，液体摄入量为男性3000

毫升/天，女性2200毫升/天（表2）。

欧洲

2010年，应欧盟委员会的要求，欧洲食品安全局

表1. 美国和加拿大、欧洲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同年龄人群水适宜摄入量（包括食物和液体来源）的比较

婴儿

儿童和青少年

成人

孕妇

乳母

分组

0~6月龄

7~12月龄

1~2岁
2~3岁
4~8岁

9~13岁
14~18岁
≥19岁
≥19岁
≥19岁

年龄 EFSA，2010
（毫升/天）

男

2100
2500
2500
—

—

女

1900
2000
2000
2300

2600~2700

680（牛奶）

800~1000
1100~1200

1300
1600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005
（毫升/天）

男

2200
2700
3400
—

—

女

1900
2200
2800
3100
3500

700
800
1400
1400
1600

美国IOM，2004
（毫升/天）

男

2400
3300
3700
—

—

女

2100
2300
2700
3000
3800

700
800
1300
1300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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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EFSA）膳食、营养与

过敏（Dietetic Products, Nutrition, and Allergies，NDA）

专家组基于欧洲各国的水摄入量资料以及尿渗透压值，

提出了不同年龄人群的水适宜摄入量[3]（表1）。

完全母乳喂养的婴儿每天从母乳中摄入的水分约为

100~190毫升/公斤，0~6月龄婴儿的适宜摄入量可据此估

计。年龄较大婴儿的水适宜摄入量应根据母乳摄入量以

及添加的辅食和饮料进行计算。6~12月龄婴儿的水适宜

摄入量为800~1000毫升/天，1~2岁幼儿为1100~1200毫升

/天，2~3岁儿童为1300毫升/天，4~8岁儿童为1600毫升/

天。9岁及以上人群的水适宜摄入量因年龄和性别而有所

差别。9~13岁男孩的水适宜摄入量为2100毫升/天，女孩

为1900毫升/天。14岁以上儿童归入成年人群。专家组认

为，成年人的水适宜摄入量应根据摄入量的调查资料以

及可达到的或理想的尿液渗透压标准（500 mOsm/L）进

行制定。成年女性的总水适宜摄入量为2000毫升/天，男

性为2500毫升/天。

此外，英国食品标准署和英国饮食协会均建议[4]，在

温和的气候条件下，每天的饮水量（包括水、牛奶、茶或

咖啡等）为1500~2500毫升（表2）。当天气炎热或者运动

导致大量出汗时，对液体的需求会相应增加，英国饮食协

会的建议是每剧烈运动1小时，补充1000毫升水。法国的

液体推荐摄入量为1500毫升/天[5]（表2）。

表2. 不同国家的成人液体推荐摄入量

1500
男：3000
女：2200
男：2600
女：2100

1500
1500~2500

WHO
美国和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法国

英国

国家 液体推荐摄入量（毫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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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共同提出了水的适

宜摄入量[6]（表1）。

与IOM的建议相同，母乳喂养的婴儿不需要额外补充

水，配方奶粉喂养和混合喂养（母乳+奶粉）婴儿的水需

要量可以根据母乳的摄入量和含水量计算得出。0~6月龄

婴儿的水适宜摄入量约为700毫升/天，7~12月龄婴儿约为

800毫升/天。1~3岁儿童的水适宜摄入量为1400毫升/天，

4~8岁儿童稍有增加，为1600毫升/天。9~13岁男童和女童

的水适宜摄入量分别为2200毫升/天和1900毫升/天。14~18

岁男性和女性的水适宜摄入量分别为2700毫升/天和2200

毫升/天。成年男性的水适宜摄入量为3400毫升/天，女性

为2800毫升/天，其中液体推荐摄入量分别为2600毫升/天

和2100毫升/天（表2）。若居住环境的气候炎热，或身体

活动量增加，需要增加水的摄入量以维持水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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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水适宜摄入量的制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马冠生

水的需要量主要受代谢情况、性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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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需要量不仅个体差异较大，而且同一个体不同环

境或生理条件下需要量也有差异，因此水的人群推荐量

并不完全等同于个体每天的需要量。近年来，许多国家

以人群的水摄入量数据为基础，有些国家还结合考虑肾

浓缩功能以及能量消耗与水代谢的关系，提出了本国或

本地区的总水摄入量或饮水摄入量的推荐值。

总水摄入量定义为：将来源于食物中的水称为食物

水，将来源于普通水和各种饮料的水称为饮水，两者合

计构成了人体的总水摄入量。

计算水摄入量的方法[1]

根据水丢失量计算水摄入量

水的丢失量可以通过生理学和生物物理学方法评估

和计算。国外不同研究者对处于静态的健康成人的每日

最少失水量进行了研究。通过呼气的失水量为250~350 

毫升/天；通过尿液排出的水量为500~1000毫升/天；通过

粪便的失水量为100~200毫升/天；通过皮肤的失水量为

450~1900毫升/天；每日机体代谢产生的水为250毫升。

故健康成人每日的净失水量为1050~3100毫升。由此可推

算出健康成人每日的需水量。

根据能量消耗与水代谢的关系计算每日水需要量

美国1989年膳食营养素供给量（recommended dietary 

allowance，RDA）指出，成人每消耗4.184千焦能量，水

需要量为1毫升。考虑到发生水中毒的危险性极低，水需

要量常增至1.5毫升/4.184千焦，以便包括活动、出汗和

溶质负荷等的变化。

根据调查人群平均每天水摄入量来提出适宜摄入量

美国根据第3次全国健康和营养调查（Nat iona 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III，NHANES 

I I I）中健康人群每天水摄入量制定出了居民的适宜

水摄入量；欧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EFSA）将人群每日水摄入量与尿渗透压值和

每单位能量耗水量结合起来，提出了水的适宜摄入量。

国外饮水量调查方法介绍

饮水量调查是制定水的适宜推荐摄入量的基础。国外

的饮水量调查大多附在膳食调查中，如美国在1999~2004

年开展的NHANES III，采用24小时膳食回顾法收集调查对

象膳食信息后，再询问调查对象调查前一天的饮水量。在

2005~2006年的调查中对方法进行了改进，在回顾24小时

膳食情况的同时对饮水情况进行回忆[2]。EFSA对欧洲各国

的调查结果进行了综合考虑。荷兰和比利时分别采用两天

膳食记录法和2次24小时膳食回顾法收集居民每日膳食及

水分摄入信息。法国和英国则通过7天膳食记录法来了解

水分摄入情况。这种方法要求调查对象记忆或记录的内容

较多，调查对象的负担较重，可能会降低依从性，进而导

致数据的准确性下降。Barraj等[3]在美国进行的饮水量调

查（drinking water consumption survey，DWCS）中采用

1周日记法，让调查对象自行记录他们每次的饮水行为和

饮水量，在问卷中提供常用饮水盛具的大小及每小时饮

水量，调查对象只需在相应的选项上打钩即可。这种方

法是专门针对饮水量设计的，相对减轻了调查对象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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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负担，从而提高了记录的准确性并减少了遗漏情况。

但此方法只能得出每日的饮水总量，而不能详细分出饮

水种类。

我国不同年龄人群水的适宜摄入量

我国既往的RDA和近年的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dietary reference intakes，DRI）均没有提出水的需要量

标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7》[4]提出了每天饮水1200

毫升的建议。我国以往开展的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收集

了饮料和酒的消费量信息，但缺乏白水、茶水的消费情

况，故不能全面反映我国居民的每日饮水情况。2010年

和2011年分别对我国五城市成年人和儿童少年进行了饮

水状况调查，为制定水的适宜摄入量积累了基础数据。

婴幼儿（0~3岁）

水占婴幼儿体重的比例较大，单位体重的基础代谢

率高于成人，而肾脏功能发育尚未成熟，更容易发生

体液和电解质的失衡，因此适宜的水摄入量对婴幼儿

尤其重要。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对0~6月龄婴儿

进行纯母乳喂养，不需要额外补充水分。我国0~6月龄

婴儿平均每天母乳摄入量约750毫升/天，根据母乳中约

85%~90%的含水量，计算出我国0~6月龄婴儿的水适宜

摄入量为0.7升/天（表1）。

对于7~12月龄的婴儿，WHO报告发展中国家母乳的

平均摄入量约为630毫升/天，由母乳提供的水为570毫升

/天，加上添加辅食和饮品提供的水约330毫升/天，从而

计算出此阶段婴儿的总水适宜摄入量为0.9升/天。

对于1~2岁幼儿，WHO报告母乳的平均摄入量约为

530毫升/天，由母乳提供的水为480毫升/天；来自辅食的

能量要求达到550千卡，按照美国1989年RDA提出的：婴

儿和儿童每消耗1千卡能量，水的需要量为1.5毫升，由此

推算出来自辅食的水分为825毫升。因此，我国1~2岁幼

儿的总水适宜推荐量为1.3升/天（表1）。由于我国缺少3

岁儿童的水摄入量数据，参考以上数据，仍为1.3升/天。

儿童青少年（4~17岁）

儿童少年体内水含量随年龄增大而降低，但仍高于

成人。同时他们生长发育迅速，代谢比较旺盛，炎热天

气下运动时容易出现体温上升较快。因此儿童少年应保

持充分的水摄入，满足机体的需要。随着青春期的出

现，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生理特点差异逐渐明显，水摄入

量差异也逐渐增大。

我国缺少4~6岁儿童的水摄入量人群调查数据。按照

2000年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标准，我国4~6岁

儿童的能量需求比3岁儿童的高出100~350千卡，按照每

消耗1千卡能量水的需要量为1.5毫升，推算出消耗的水

大约为400毫升。因此，4~6岁儿童的总水适宜摄入量为

1.7升/天。考虑到此年龄段儿童的消化能力相对较弱，饮

食中应含有较多的水分以便更好消化，参考我国成年人

调查中得出的饮水量占总水的56%，4~6岁儿童的饮水量

为0.9升/天。

2011年对我国四城市儿童少年进行了饮水调查[5-9]，

并公布了饮水状况调查报告蓝皮书。基于此调查结果，

提出7~10岁儿童的饮水量为1.0升/天；11~13岁儿童少年

的饮水量分别为1.3升/天（男）和1.1升/天（女）；14~17

岁儿童少年的饮水量分别为1.4升/天（男）和1.2升/天

（女）。由于我国缺少儿童少年食物水和饮水的比例，

参考我国成年人调查中得出的饮水量占总水的56%，提

出我国4~17岁儿童的总水推荐量（见表1）。

成人（18岁及以上）

2010年7~8月在我国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四城市

的成年人中开展了饮水状况调查[10-12]。结果显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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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的饮水量占总水摄入量的56%；饮水摄入量中位数

为1488毫升，男性为1679毫升，女性为1370毫升。根据

此调查结果，建议我国男性的水适宜摄入量为1.7升/天；

WHO推荐的水适宜摄入量为1500毫升，因此，将我国女

性的水适宜摄入量调整为1.5升/天。根据饮水量占总水摄

入量的比例（56%），推算出：男性总水适宜摄入量为

3.0升/天，女性为2.7升/天。对于身处炎热环境中或身体

活动量有所增加的人群，需要增加水的摄入量（表1）。

老年人肾脏功能减弱，体液平衡恢复较慢。同时由

于口渴感比较迟钝，因此在环境温度和湿度升高的情况

下，水摄入不足的风险增加。我国四城市居民饮水调查

也观察到，50~60岁成人与50岁以下成人的饮水量差异不

大。结合国外推荐量，50岁以上老人的水适宜摄入量与

成人相同。与其他年龄组相比，老年人对失水与脱水的

反应迟钝，因此老年人不应在感到口渴时才饮水，而应

该有规律性地主动饮水。 

孕妇因细胞外液间隙增加，胎儿的需要和羊水，水

分需要量增多。哺乳期妇女产后6个月内乳汁的平均分泌

量约750毫升/天。美国医学研究所对于孕妇及哺乳期妇

女的总水推荐量分别比正常成年女性增加300毫升/天和

1100毫升/天。我国缺乏孕妇与乳母平均饮水量的基础数

据，参考美国的数据，在我国正常女性总水适宜摄入量

2.7升/天的基础上分别增加300毫升/天和1100毫升/天，得

出孕妇总水适宜摄入量为3.0升/天，乳母总水适宜摄入量

为3.8升/天。根据我国18岁以上成人的饮水量占总水摄入

量的56%，计算出孕妇饮水适宜摄入量为1.7升/天，乳母

饮水适宜摄入量为2.1升/天。

最新制定的中国居民水适宜摄入量为： 
男性1.7升/天，女性1.5升/天。

表1. 中国居民水适宜摄入量a

年龄（岁）             适宜摄入量（升/天）

 总水 饮水

0~ 0.7b —

0.5~ 0.9 —

1~ 1.3 —

4~ 1.7 0.9
7~ 1.8 1.1
 男 女 男 女

11~ 2.3 2.0 1.3 1.1
14~ 2.5 2.2 1.4 1.2
18~ 3.0 2.7 1.7 1.5
孕妇 — 3.0 — 1.7
乳母 — 3.8 — 2.1

a 温和气候条件下，轻身体活动水平。如果在高温或进行中等以上身体活动

时，应适当增加水摄入量。
b 纯母乳喂养的婴儿不需要额外补充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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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世界肾脏病学大会在香港隆重召开

世界肾脏病学大会是由国际肾脏病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Nephrology，ISN）

发起的每两年一次的国际肾脏病学教育项目，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肾脏病学专业人士参

加，包括医生、学者以及临床和基础研究人员。2013年世界肾脏病学大会于2013年5月

31日至6月4日在香港隆重召开，会议由香港肾脏病学会和亚太肾脏病学会联合主办。

今年的主题是可持续性和多样性，这对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都具有越来越重

要的意义。来自123个国家的约6000名肾脏病学专业人士参与了此次盛会。

此次会议形式依然秉承了以往的特色，包括：权威和创新性的主题报告、学术主题

探索、正反方辩论、病例交流讨论、最新学术进展和临床研究、介入肾脏病学和肾脏病

理学课程、壁报展示和交流、卫星会等。会议涵盖了五大学术主题，包括：肾脏病的病因学和发病机制、急性肾衰

竭、慢性肾病、慢性肾病相关疾病和肾脏替代治疗。

会议期间，由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Richard Johnson教授主持召开了以“水合作用与肾病预防”为主题的研讨会。

法国国家医学与健康研究院的名誉院长Lise Bankir教授做了有关“水与肾脏生理和病理学”的演讲，加拿大西部大

学的William Clark教授做了题为“这是真的吗？一天八杯水能保护肾脏”的演讲。此外，William Clark教授等通过壁

报展示公布了2005~2006美国全国性健康和营养评估调查的横断面分析结果。研究者将总水摄入量（包括食物和饮料

来源）分成低（<2.0升/天）、中（2.0~4.3升/天）、高（>4.3升/天）三

类。评估了水摄入量与慢性肾病的相关性。结果显示，与高水摄入量

组（>4.3升/天）相比，低水摄入量组（<2.0升/天）发生慢性肾病的风

险较高（校正的比值比为2.52）。而且，慢性肾病与白水的摄入量低相

关（校正的比值比为2.36），而与其他饮料无关。由此得出结论：较高

的总水摄入量，尤其是白水，对肾脏具有潜在的保护作用。

ISN“促进全球肾脏病学发展”的宗旨在此次会议中得到了充分

的体现。会议不仅展示了最前沿的创新成果，并且传递了有利于全

世界肾脏病诊疗实践的最新学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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