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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水合作用
I.1.1 体内总水量

引言

随着年龄的增加，肌肉组织减少、脂肪组织（含水量
较少的组织）所占比例增加，因而体内总水量减少 [14] 。

水在人体内发挥多种生理功能，因而它是人体不可

从20岁到80岁，体内总水量的丢失可达4~6升[19]（图1）。

或缺的重要物质，也是每个生命阶段所必需的。但随着

体内总水量丢失的结果是即使身体的失水量很少，

年龄的增加，体内水平衡机制受到干扰，从而增加了老

也可引起脱水的症状和体征[20]。

年人发生脱水的风险。在老年人中，脱水的确是最常见
的体液代谢紊乱，并可产生显著的临床影响[1,2]。现有的

I.1.2. 渴感

证据表明，老年人脱水的发生率很高 [3-13]，在美国脱水

老年人的口渴感通常下降，导致液体摄入减少，特别

是65岁以上住院老人十大最常见的诊断之一 [14]。越来越

是在脱水的情况下[17,21]。目前已提出一些假设，如渗透压和

多的研究证实了预防和处理脱水以减少其不良反应在老

压力感受器功能的改变、激素和神经递质的改变[多巴胺

年人中的重要性[2]。

水平降低：参与口渴产生的一种神经递质；血浆心房钠尿肽

本文主要对当前有关老年人水合作用的科学证据进行

（atrial natriuretic peptide，ANP）水平增加：一种公认的口

概述，着重介绍脱水的原因、结果、治疗和预防策略。

渴抑制剂等][22,23]。由于口渴调节机制受损，老年人在脱水后
往往不会饮用足够的水来达到充分水合[14,21]。

I. 老年人：脱水的高风险人群

I.1.3. 肾脏功能

尽管没有明确的定义，但通常认为脱水是指由于液

肾脏储水功能受损也是衰老的表现之一。在老年人

体丢失、摄入不足或二者共同造成的体内总水量减少[3]。

脱水期间，肾脏通过浓缩尿液保留水分的能力下降[24]。

根据失钠/失水的比例，可将脱水分为等渗性脱水
（失钠和失水相当，如腹泻）、高渗性脱水（失水>
失钠，如发热）和低渗性脱水（失钠>失水，如过度使
用利尿剂）[15]。
多种因素可增加老年人发生脱水的风险，其中与年
龄相关的生理变化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I.1. 年龄相关的生理变化对水平衡的影响
在衰老过程中，机体会出现一系列的生理变化，从
而增加老年人发生脱水的风险 [16]。液体消耗减少和丢失
过多，以及体内含水量减少均可影响老年人体内的水平
衡状态[17,18]。

图1. 体内含水量随年龄的增加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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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增加，肾脏对抗利尿激素（anti-diuretic

因素可增加老年人发生脱水的风险（图3）。风险因素
越多，发生脱水的可能性越大[25]。

hormone，ADH）的反应性降低，这在肾脏储水功能受
[14]

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衰老伴随着一系列功能的减退，如吞咽能力下降、活

此外，老年人的肾脏对钠排泄的调节能力也下降[22]。

动能力下降或理解和沟通障碍，这些都可导致液体摄入不

因此，在老年人中，与年龄相关的生理变化降低了

足。疾病相关的因素，如发热、糖尿病或尿失禁等均可导

机体维持水代谢平衡的能力

[17]

致失水量的增加 [26 -28]。脱水还可由环境因素（高温、养老

（图2）。

院的护工缺乏相关的知识或没有时间导致老年人液体摄

I.2. 其他因素

入不足）或医源性因素（药物使用如缓泻剂、利尿剂或血
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以及部分医疗操作如要求空腹）
引起[2,26,29,30]。

除了与年龄相关的生理变化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的

无脂肪组织
脂肪组织

水贮存

脱水风险

肾脏处理水和
钠丢失的
能力

渴感

激素变化：
肾脏对ADH的敏感性
肾脏分泌的肾素
导致 醛固酮水平

- 渗透压和压力感受器缺陷
- 激素变化：
ANP分泌
ADH敏感性
多巴胺水平

ADH，抗利尿激素；ANP，心房钠尿肽
图2. 与年龄相关的生理变化增加脱水的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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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老年人发生脱水的风险因素

II. 脱水：老年人中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社区老年人的研究结果则并不一致[13]。
虽然一些研究未发现脱水的证据 [33,34]，但有一项研

II.1. 老年人脱水的发生率

究表明，高渗透压（一种评估脱水的方法）的发生率可
能高达60%[13]。社区老年人中真实的脱水发生率可能与
定义水合状态的指标有关[12]。

尽管脱水与公共健康息息相关，但有关脱水发生率
的研究仍然相当匮乏，特别是针对社区健康老年人（并
非居住于养老院）的调查[12]。

II.2. 老年人液体摄入量不足

然而，现有的证据强有力地表明，在医院和其他医疗
机构的老年人中脱水的发生率非常高[3-11]。事实上，在美国，

II.2.1. 老年人的液体推荐摄入量

脱水是引起老年人住院的常见原因，并且是十大最常见住

每日的需水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液体丢失

[14]

院诊断之一 。在养老院开展的研究同样表明，老年人脱水
的发生率很高。其中一项研究通过评估血浆渗透压发现，

老年人的水合状态处于一种非常脆弱的
平衡下，因此需要给予密切关注。由于
脱水可产生显著的临床影响，尤为需要
持续观察。

居住在长期护理机构的老年人脱水的发生率高达88%[9]。
在另一项研究中，将血尿素氮与肌酐比值升高、需入院静脉
补充液体进行再水合治疗定义为脱水，结果表明，养老院的
老年人脱水发生率为31%[31]。上述结果与养老院老年人中有
50%~92%液体摄入量不足的研究结果相一致[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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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膳食组成等，因此对需水量的评估也存在较大差

这些少数的评估老年人液体摄入量的研究（包括

异，且十分复杂。特别是对有疾病（如充血性心力衰竭

全国性研究） [35,38-42] 发现，在老年人中，随着年龄的

和肾脏疾病）或使用药物（缓泻剂或利尿剂）的老年人

增加，总水摄入量逐渐下降，这主要是由于来自饮料

更是如此，因为在此种情况下液体的需求量会受到很大

的水摄入量（包括饮用水）减少 [35,40] 。通过比较实际

的影响[35]。

的水摄入量和当地的水推荐摄入量发现，相当一部分

只有少数国家公布了液体推荐摄 入量
国家的液体推荐摄入量存在一定的差异

[36 ]

[15,37]

，并且各个

老年人存在水摄入不足甚至脱水的风险，特别是85岁以
上的老人[35,39,41;43]。

。例如，美国

国家科学院的医学研究院于2005年公布了老年人的总水

例如，一项在德国独居老人中开展的研究发现，

推荐摄 入量（包括来自饮料和食物的水）：男性3.7升，

1/3的老年人未达到德国的总水推荐摄入量。主要表现为

。欧洲食品安全局也于近期提出了老年人的总

来自饮料的液体摄入量减少 [35]。与之相似，美国的一项

水推荐摄入量（包括来自饮料和食物的水）：男性2.5升，

研究表明，2/3（63%）的老年人（65~74岁）和绝大多数

女性2升[15]。

（81%）高龄者（85岁以上）的总水摄入量未达到美国

女性2.7升

[37]

医学研究院的总水推荐摄入量[37]（图4）。

II.2.2. 老年人每天的饮水量是多少？

III. 脱水引发的健康问题和经济负担

尽管对摄入适量的水有益于健康已达成共识，但到
目前为止评估总的液体摄入量的研究很少，特别是针对
老年人的[36,38]。

III.1. 脱水引发的健康问题
维持充分的水合状态对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十分重

美国老年人中未达到推荐量的百分比

要 [16]。水合状态异常可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15]，尤其是

100%

老年人，因为老年人脱水很常见，如果没有及时诊断，

80%
60%

63%

73%

极有可能是致命的[19]。

81%

多项研究表明，脱水可使住院老年人的死亡率
增加[26]。一项对初始诊断为脱水的美国住院老年人的研

40%

究显示，随访死亡率接近50%。该研究还发现，即使初

20%

始诊断并非脱水，伴发的脱水也可使这些患者12个月的

10%

死亡风险较诊断相同但无脱水的患者增加16%~78%[5]。
65~74岁

75~84岁

对于有多种合并症的老年人，脱水可增加急诊住院

≥85岁

和再次住院的风险[3,26,44-49]。

图4. 美国老年人中未达到总水推荐摄入量（来自食物和饮料）的比例[42]

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即使是轻度脱水，其
在各种疾病的发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50]。现有的证据

使用的界值为：3700毫升/天（男性）和2700毫升/天（女性）（美国推荐的）

尽管有关社区老年人脱水发生率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但将他们实际的水摄入量与
目前的推荐摄入量进行比较后发现，不论是医疗护理机构还是社区的老年人，均存
在水摄入量不足并进而发生脱水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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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脱水可引发便秘、认知功能障碍、摔倒、直立性

观察多个提示脱水的指标 [17]。脱水诊断指南建议进行病

低血压、唾液腺功能障碍、糖尿病血糖控制不良、体温

史的询问、体格检查，并进行实验室检查和液体摄入

过高等

[44-46,50]

行为的评估 [68,69]。实验室检查通常用于确定是否存在脱

。老年人脱水引发的健康问题及相关证据

水，以及指导医护人员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 [17]。用于诊

级别详见表1。
有意思的是，已有研究表明，缺水的个体补充水分后，

断脱水的症状或体征详见表3。

[44,45]

部分上述情况可以获得改善

。一项研究发现，通过在养

IV.2. 脱水的治疗策略

老院提倡老年人每天额外摄入2杯水，可增加饮水量、改善
[45]

便秘并减少老年人摔倒的次数 。
根据常规的液体管理，主要的补液治疗方案可归纳
为以下4种：口服、肠内、皮下和静脉内[17]。

III.2. 脱水的经济负担

补液方法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脱水的严重度和类型
尽管有关老年人脱水经济负担的数据很少，但对美

（等渗性、高渗性或低渗性）、患者的临床情况（包括

国住院费用的分析显示，与脱水相关的治疗费用相当可

影响快速补液效果的并发症），以及是否具备静脉或

观。一些重要的数据详见表2。

皮下注射的设施 [2]。液体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脱水的类型

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养老院的经济负担也相当重，

（低渗性脱水采用生理盐水，高渗性脱水采用低渗性
溶液）[18]。

脱水是5个治疗费用最昂贵的疾病之一，每次治疗费用
可达近$1,000[65]。

尽 可 能 首 选 口 服 补 液 [18,70]。 这 种 补 液 方 法 适 合

脱水除了对临床的影响外，还因其巨大的经济负担

于无严重症状的患者以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如 可 随 时 间 推 移 逐 步 补 充 液 体 时 [2,17]。 当 口 服 补 液

成为了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

不能满足需要或患者不能摄入足量的营养素时，

IV. 维持正常水合状态对预防老人脱水的
重要性

可选用鼻胃管进行补液治疗。该方法可达到早
期、快速补充液体的目的，且不存在液体过多的
风 险 [18]。 当 脱 水 较 为 严 重 或 患 者 的 临 床 状 况 需 要 紧
急干预时，静脉补液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2,17] 。该方法

IV.1. 水合状态评估的复杂性

主要的不足是需要专业医护人员和住院治疗，此外
目前评价水合状态的指标有很多，但对老年人脱水

还存在一定的风险，且费用较昂贵 [17,70] 。尽管有这些

的评估尚缺乏统一的方法 [66,67]。由于脱水的典型症状和

不足且口服补液是首选的推荐，但医护人员在临床

体征（尤其是轻度脱水）在老年人中的识别通常较儿童

实 践 中 还 是 更 乐 意 于 采 用 静 脉 补 液 方 法 [70]。 另 一 种

和成人更困难（包括口干、肌力减弱或皮肤饱满度/弹性

具有较低并发症风险的选择是皮下输液 [2,17] 。由于皮

下降），因此老年人脱水的诊断较为棘手；此外，还有

下输液易于操作，因此十分适用于养老院或社区的

[14,17]

一些症状在老年人中甚至观察不到（如口渴）

老年人[17]，从而避免了住院治疗[2]。但这种治疗方法尚未得

。

到广泛使用[17]。

由于没有统一的诊断指标，因此通常推荐需要同时

由于脱水治疗需要依赖专业的医护人员和特殊的设备，因此治疗策略严谨且不易掌
握。因此，通过简单有效的方法确保充足的液体摄入来预防脱水变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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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老年人脱水引发的健康问题及相关证据级别
疾病/健康状况

在老年人中的证据级别

便秘

强

在老年人中的证据类型

参考文献

观察性和干预性研究证据

Anti, 1998[44]

结果一致

Manz, 2007[50]
Robinson, 2002[45]

认知受损/突发意识混乱

中等

观察性研究证据

Kleiner, 1999[51]

干预性研究的结果不一致

Suhr, 2004[46]
Suhr, 2010[52]
Popkin, 2010[36]

摔倒

中等

观察性研究和一项干预性研究证据

Costello, 2008[53]

结果有部分不一致

Water UK, 2005[54]
Robinson, 2002[45]

体温过高

中等

有限的干预性研究证据

Begum, 2010[3]

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潜在机制和来自非老年人群的证据
血糖控制（糖尿病或高血糖）

中等

有限的干预性研究证据

Burge, 2001[49]

直立性低血压

中等

有限的干预性研究证据

Lu, 2003[55]

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潜在机制和来自非老年人群的证据

Shannon, 2002[48]

有限的干预性研究证据

Ship, 1997[47]

唾液腺功能障碍（口干症）

中等

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潜在机制和来自非老年人群的证据
泌尿道感染

肾结石

弱

弱

有限的观察性研究数据

Manz, 2007[50]

主要基于机制的推断和非老年人群的证据

Beetz, 2003[56]

主要基于非老年人群证据的推断

Zanni, 2009[57]
Water UK, 2005[54]

冠心病

弱

有限的观察性研究证据

Chan, 2002[58]

部分结果不一致

Rodriguez, 2009[59]
Leurs, 2010[60]

压力性溃疡

弱

有限的观察性和干预性研究证据

Casimiro, 2002[61]

部分结果不一致

Stotts, 2003[62]
Stotts, 2009[63]

药物毒性

弱

主要基于机制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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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um, 2010[3]

表2. 老年人脱水的经济负担
住院患者脱水（65岁以上的患者）
6.7%

Warren et al. 1994[5]

住院老年人的比例（1991）

1.4%

Warren et al. 1994[5]

平均住院费用（1999）

$7,442

Xiao et al. 2004[64]

平均住院天数（1999）

4.6天

Xiao et al. 2004[64]

可预防的住院的总花费=可节省的费用（1999）

$11.4亿

Xiao et al. 2004[64]

诊断为脱水的住院老年患者的比例（1991）
初始诊断为脱水（65岁以上的患者）

表3. 老年人脱水的诊断参考[17]
症状或体征

仅失水

失水和失钠

近期体重下降>3%

近期体重下降>3%

水摄入量减少

呕吐、腹泻、使用利尿剂、出血

病史：

失水量增加
（发热、呼吸急促、炎热）
体格检查：
舌干

+

+

舌纵裂

+

+

口腔粘膜干燥

+

+

上肢肌力下降

+

+

意识混乱

+

+

言语困难/发音困难

+

+

眼窝凹陷

+

+

血压

正常或下降

显著下降

脉搏/心率

正常或下降

显著下降

体重下降

>1 kg/天

>1 kg/天

血肌酐

升高

升高

血尿素氮

升高

显著升高

血钠

升高

正常或下降

尿量

减少

增加、正常或减少

实验室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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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监测水合状态和旨在确保充足的液体摄入的简单方法是避免老年人脱水及由此
引发的严重后果的关键。

IV.3. 脱水的预防策略

IV.3.2. 液体种类的推荐

IV.3.1. 预防策略的推荐

很显然，水是首选，应每天饮用适量的水 [24] 。牛奶、

对于液体的质量和摄入形式也应给予关注 [17,18] 。

预防老年人脱水主要是确保充足的液体摄入。提高

新鲜果汁和不含盐的汤很有营养，可作为有益的补充，

老年人及其家庭成员、看护人员对脱水重要性及其相关

从而确保充足的液体摄入。咖啡和茶有利尿的作用，因

风险因素的认识是预防脱水的根本

[2,26]

此应合理摄入。不推荐摄入含酒精的饮料[17,18,24]。

。在美国的一项研

究中，89%的医护人员认为教育和提高老年人对脱水的
认识是预防脱水的关键策略[71]。应该鼓励老年人摄入液
体

[2,71]

IV.3.3. 预防策略在老年人中的有效性
在老年机构中已经实施了一些鼓励液体摄入的干预

。为达到这一目的，已提出了多种策略，特别是在

措施，结果显示有效，且节约了成本[8,45,75,76]。

一些老年机构中，那里的护士和护理人员在预防脱水方
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24,68,72]。表4列出了具体的事例。

口头提示多喝水的简单方法已被证实可使养老院
78%的尿失禁老年人增加液体摄入量，并显著降低实验

除此之外，在制定脱水预防策略时还应考虑个体和
环境风险因素

[17,18,73]

室指标提示脱水的老年人的比例[76]。

。例如，对尿失禁的患者，应进行

适当处理以避免患者减少饮水[68]。

另一项研究检测了一种通过提供辅助饮水和使饮

医护人员对老年人体液状态的监测（负责监测社区

水更具吸引力的设备来改善水合状态的方法，结果显

老年人的机构：随访护士协会、家庭营养公司、家庭健

示有效，并且该方法可使每人每周的后续医疗费用

康服务机构等）也非常重要

[73]

节约$103[45]。

。

表4. 一些促进液体摄入的方法[2,24]
白天规律提供饮水
通过放置小瓶水或鸭嘴杯等容器，保证全天都能随时获取饮用水（在老年机构中老年人的床旁或椅旁）
鼓励服药时摄入液体
提供偏爱的饮料
在脱水风险增加时，保证每天至少饮水1.5 升

8

总 结
随着年龄的增加，体内储水量减少，口渴调节机制受损，肾脏浓缩尿液的能力下降，这
些均可导致老年人脱水风险的增加。
目前普遍认为适量的液体摄入非常重要。
然而对水需要量的评估存在较大的差异，且相当复杂。
大部分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可能存在液体摄入不足的风险。
脱水是一种常见的可引起严重后果且需要大量医疗支出的疾病。
如果能早期发现脱水，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或扭转脱水及其并发症的发生。
脱水需要采取严谨的方法进行治疗，但可通过简单有效的方法进行预防，如鼓励
摄入足量的液体。
目前有多种治疗脱水的方法，但应尽可能首选口服补液。
提高老年人对良好水合状态重要性的认识，以及鼓励其摄入液体对预防脱水至关重要。
饮料在维持体内水平衡方面并不具有同等的有效性。
水是维持水合的首选，每天应摄入适量的水。

下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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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渴机制减退的探讨
全世界正快速步入老龄化，尤其是发达国家，65岁

100

及65岁以上老年人约占总人口的13%~20%。Stookey等 [1]

年轻人

对2项以人群为基础的大规模调查中有关水合指标的二次

75

口渴评分

分析显示，居住在社区的老年人中40%表现为水合状况不佳
（血浆渗透压为295~300 mOsm/L），20%表现为脱水（血
浆渗透压>300 mOsm/L）。在正常的日常活动条件下，口渴
感和液体摄入量的增加可以消除任何因肾脏自由水清除功

50

0
280

能改变所致的液体稳态失衡风险。因此，尽管肾脏对轻度

老年人

25

290

300

310

渗透压（mOsm/kg）

失水的反应不充分可能在老年人体内液体容量不足中发挥
作用，但口渴调节机制的减退可能更为重要。

图2. 口渴评分（占整个视觉模拟量表的百分比）与血浆渗透压的
相关性。箭头连接脱水前和脱水后的数据

正常的口渴调节机制
内。这一调节机制被分成两种：细胞内（或渗透性）口
最近，Thornton教授在Nutrition Today上发表的一篇

渴机制和细胞外（或容量性）口渴机制。

文章 [2]中对正常的口渴调节机制进行了阐述。人体内所

接着，T hor nton教授详细介绍了这两种机制。血浆

有系统的正常生理功能需要恒定的水和钠的供给，特别

渗 透 压 上升 促使 水从 细胞 进 入 血液（细胞内脱 水），

是对于心血管系统。体液的生理调节由口渴和钠的摄入

随后脱 水的脑渗 透 压 感受器刺激饮 水行为，并 促 进 抗

欲来保障，通过启动对水和钠的摄入行为以及释放有助

利尿激素（antidiuretic hor mone，A DH）的释放，后者

于保存它们的激素维持血浆容量和渗透压在正常的范围

作用于肾脏的特定受体，通 过减 少尿量降 低 失 水量。
细 胞 外脱 水（低 血容量）刺 激 特 定的 感 受 器向大 脑中
心 传递信号，启动饮 水行为和A D H 释放。肾脏的压力/

脱水

容量感受器释放肾素，通过众所周知的级联反应导致血管
渗透压

容量

紧张素II的产生，后者也促进饮水行为和ADH的释放。血管

-

渗透压感受器

压力感受器

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

紧张素II和低血容量还可促进醛固酮的释放，从而减少尿钠
口渴

口渴

盐的摄入欲

水摄入

水摄入

盐摄入

渗透性
稀释

渗透性
稀释

渗透性
浓缩

的丢失。水和钠的摄入使渗透压和血容量恢复至正常水平。
图1是简化的口渴调节机制模式图[3]。

老年人的口渴调节机制

图1. 简化的口渴调节机制模式图

Kenney和Chiu对有关老年人口渴问题的研究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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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和分析[3]。他们发现在对年轻和年老的受试者进行24

现有的证据显示，在正常的日常生活条
件下，老年人出现口渴感的血浆渗透压
阈值较高，而对来自压力感受器的口渴
反射的敏感性降低。

小时的饮水量限制后，与年轻的对照组相比，67~75岁老年
人组的口渴感（采用视觉模拟量表进行评分）较轻，且
在后续2小时内补充的液体量也较少。由于低血容量和
高渗透压均可独立引起口渴感，因此他们进一步分析了
老年人中究竟是哪一种口渴调节机制受损。
Takamata等 [4] 的一项试验显示，在每天低强度间

激压力感受器，从而模拟了高血容量（在本研究中，即

歇性运动且持续6天后，年轻人的血浆容量增加5%

最大程度减轻低血容量的刺激）。在年轻受试者组，

（因液体摄入量增加），而老年人的血浆容量未增

HOI导致口渴感立即下降，液体摄入量也显著减少。

加。在每次运动后的2小时恢复期内，年轻人平均补

然而，该方法对年老受试者的口渴感无影响。因此，

充了80%的失水量，而70岁组仅补充了34%的失水

Stachenfeld等提出，当口渴和饮水的刺激因素仅局限于

量。这种无意识的脱水同时伴有口渴评分下降、血浆

渗透压时，老年人的口渴感与年轻人差异很小，而容量

ADH和醛固酮水平降低，以及肾素活性下降。老年人

感受器的敏感性下降似乎是导致老年人口渴反馈机制减

组的血浆渗透压-口渴相关性曲线向右偏移（如图2所

退的更重要的原因（图3）。

示），即老年人的基础血浆渗透压较高，渗透性口渴

Kenney和Chiu最后总结到，现有的证据显示，

的阈值也较高。同样，Mack等 [5] 的研究也发现，当脱

在正常的日常生活条件下，老年人出现口渴感的血浆

水影响血容量和渗透压时，老年人出现口渴感的血浆

渗透压阈值较高，而对来自压力感受器的口渴反射的

渗透压较高。

敏感性降低。

Stachenfeld等 [6]采用一种新的实验设计评估了血容

最近，Farrell等[7]提出了有关老年人口渴机制减退的另一

量对口渴的影响。通过整夜限制水摄入和后续在炎热

种假说。在一项评估脑血流对脱水/再水合反应性的研究中，

的环境下运动使年轻和年老的受试者达到脱水，然后

他们采用PET进行脑扫描，结果显示，即使老年人为补充丢失

采用或不采用全身（除外头部）水浸泡法（head-out

的水分而摄入的液体并不充分，其大脑前中央扣带回（负责饮

immersion，HOI）。HOI可迫使血液向中央集中，刺

水行为）的血流亦明显下降。Farrell等认为，这一现象可能是
由于大脑前中央扣带回对口、喉和胃的感觉感受器传入的信

口渴感

号反应敏感，提示年老可改变饱腹感，从而阻止针对高渗透

年轻人：
渗透性+低容量刺激

压的充分再水合。
年轻人：
仅渗透性刺激

无论是何种机制，有一点必须明确，老年人的
液体补充不应仅依赖口渴感。对该人群进行
正确饮水知识的教育至关重要。

老年人：
渗透性刺激
伴或不伴低容量刺激

血浆渗透压

图3. 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口渴感存在差异的可能机制（由Stachenfeld
等提出）

下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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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水合状态的评估
脱水的评估

老年人除了口渴机制减退问题外，其从食物中摄入
[1]

的液体量也低于年轻人。Zizza等 对美国成年人的研究
发现，相对于65~74岁老年人组，75~84岁老年人组和85

Mentes教授对既往有关脱水评估方法的研究进行了

岁及85岁以上老年人组的液体摄入量明显降低，85岁及

回顾。1994年，Eaton等[3]提出，对于因急性起病而入院

85岁以上老年人组未达到适宜摄入量的比例高达81%。

的老年人，通过评估禁用止汗剂24小时后腋下的湿润度

[2]

Mentes教授在Nutrition Today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中指

进行脱水的筛查。该方法的敏感度为50%，阳性预测值

出，老年人的水合状态评估也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

为45%，可重复性为80%。2010年，Vivanti等[4]开发了一

尽管与水合状态相关的尿液和血清指标在年轻人中应用

种用于临床识别老年人脱水的更敏感、更实用的方法。

的准确度较高，但对于老年人，年龄相关的肾功能改变

首先，他们在一个小样本人群（年龄≥60岁）中对90个

使得这些评估指标的可靠性下降。老年人脱水标准的缺

候选筛查问题和38个候选临床指标进行测试，筛选出最

乏促使研究者们试图寻找一种可靠、便捷的方法来检测

有希望的8个筛查问题和3个临床指标（如表1所示）。然

脱水或脱水风险。

后，进一步检验这11个参数。结果发现，舌干与水合状
态差具有最强的相关性（未校正的OR为2.9），敏感度
为64%，特异度为62%，可重复性超过90%。而且，该结
果不受年龄、性别和体重指数的干扰。因此，Vivanti等

上接11页

认为，舌干为临床提供了一种识别老年人脱水风险的简
单、快速、可靠的方法，值得在更大规模的老年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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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饮水习惯分类
类型

定义或亚组

能够饮水

●

相对较年轻且能够自理，但不知道每天应该饮用多少水

●

能够自理但健忘，因此尽管能够独立饮水，但需要提醒

●

因窒息风险增加而不能饮水（吞咽困难亚组）

●

因体力上无法独立取水或因身体受限无法手持饮水容器而不能饮水（体力依赖亚组）

不能饮水

不愿饮水

长久以来已经养成不饮水习惯的老年人和担心尿失禁的老年人

终末期

处于生命尽头的老年人

进行验证。最近，Mentes和Wang [5]提出了一种调查问卷

的老年人、接受静脉输液的老年人或血尿素氮/肌酐比值超

的方法，即脱水风险评估表，该表包含了17个条目，涉

过25的老年人。“终末期”组包括那些处于生命尽头的老

及疾病、用药及与脱水相关的临床特征。

年人。此时，停止进食和饮水或减少摄入的决定成为了个
人和家庭的事。

Mentes教授认为，这些方法是建立在脱水风险可以
依据疾病、用药或临床体征等进行量化基础上的。由于

Mentes教授指出，这种分类方法支持饮水习惯是虚弱的

老年人群的健康状况存在很大差异，因此采用上述方法

老年人脱水的风险因素，但需要在居住于社区、生活能够
自理的老年人中进行前瞻性验证，并且纳入一系列水合状

对老年人水合状态进行评估可能并不充分。更准确的认

况的生化指标。由于生化指标具有易变的特性，对长期水

识老年人脱水风险的方法可能需要我们了解老年人的饮

合不理想的作用也并不明确，未来的研究应重点关注水合

水习惯和一些客观的生化指标。

不佳导致不良健康事件的时间顺序，从而更好地确定老年
人的适宜水摄入量。

饮水习惯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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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摄入与泌尿系统疾病风险
（relative risk，RR）为0.45。两组至结石复发的时间分别为
39个月和25个月（P=0.016）。根据这些结果，Lotan等认为，
每天大量饮水可以作为泌尿系统结石的有效二级预防方法
（Ib级证据）。

人体内液体平衡的控制是一个严密的过程，其中肾脏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当饮水不足和脱水导致不良反应
时，肾脏首当其冲。尤其是老年人，由于其脱水的发生风险
增加，因而一些泌尿系统疾病的发生率也较高。Hooton等[1]
对美国无症状性菌尿的患病率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在非
卧床的老年人中高达20%。英国2009年的健康调查[2]显示，
年龄≥75岁老年中3~5期慢性肾病的患病率男性为31%，女性
为36%。
虽然我们常被告知要足量饮水，但对足量饮水预防泌
尿系统疾病的原理往往并不十分清楚。为此，Lotan等[3]对3
种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结石、泌尿道感染和慢性
肾病）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及其与低液体摄入量的相关性
进行了全面的回顾。

西方膳食
“盐腌的蛋白质”果糖……

液体摄入量不足

废物增加

尿量减少
高浓缩尿
尿液过饱和
结晶

采用24小时尿Tiselius草酸钙结晶风
险指数（CRI）进行预测：
Tiselius CRI = 1.9 x [Ca]0.84 x
[Ox] x [Mg]–0.12 x [Cit]–0.22 x V–1.03

尿量（V）是CRI的决定因素

泌尿系统结石

图1. 草酸钙结石形成的主要机制

全球的泌尿系统结石患病率较高，北美7%~13%，欧洲
5%~9%，亚洲1%~5%。各个国家报道的患病率为4%~20%。
Lotan等指出，结石的形成过程复杂，促进结石形成的因素
包括低饮水量、低柠檬酸盐水平和溶质（钙、草酸、尿酸和
磷酸盐）增加；抑制结石形成的因素包括尿液中的抑制剂
（如柠檬酸盐）。结石形成的第一步是尿液的过饱和，主要
为草酸钙（CaOx）。当较高浓度的CaOx超过一定限度时，原
本稳定溶解于尿液中的离子或分子沉淀下来，形成结晶，随
后进一步聚合其他结晶，产生结石（图1）。CaOx形成结晶的
风险可以采用一个公式来预测，该公式以尿钙、草酸盐、柠
檬酸盐和镁的分泌为基础（图1），从中可以看出尿量是重要
的风险决定因素。
增加液体摄入量是预防结石复发的主要方法，其原
理是通过尿液稀释避免尿液过饱和。Borghi等[4]开展了第
一项通过增加液体摄入量预防结石复发的前瞻性、随机
对照研究。干预组被要求饮用充足的水使每天的尿量至
少达到2升。在5年的随访期间，干预组结石复发的比例为
12%（12/99），而未干预组为27%（27/100），相对风险比

泌尿道感染
泌尿道感染（urinary tract infection，UTI）的患病率在
所有年龄男性和女性中均较高，特别是成年女性（高约
50倍）。全球的UTI发生率估计至少为2.5亿/年。UTI的易感人
群包括儿童、孕妇、老年人和需要长期留置导尿管的患者。
Lotan等提出，多个因素可以解释液体摄入预防UTI的
作用。首先，尿液增多对污染的细菌和毒力因子有稀释的作
用（图2）。其次，持续性的尿液增多具有冲洗的作用，可以
清除污染菌并清洁上皮。第三，排尿频率增加具有缩小膀
胱的作用，可以有效减少细菌生长的表面积。Stern等[5]对残
余尿量（post-void residual urine volume，PVR）与UTI之间
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将204名绝经后女性分成两组：组1为
过去1年内未发生过UTI组，组2为过去1年内UTI发生次数
≥1次组。结果发现，组1和组2的平均PVR分别为33毫升和
70.25毫升（P<0.0001），提示PVR较高的老年女性发生UTI
的几率增加。第四，液体摄入增加可以维持理想的尿液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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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低液体摄入量与尿液渗透压和酸度的增加有关，间接导

的风险显著降低（OR，0.5）。Clark等 [7] 对2,148例患

致尿道上皮易于粘附细菌，使得UTI的发生风险增加。

者随访6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尿量（分成4组：
<1升/天、1~1.9升/天、2~2.9升/天和≥3升/天）与肾小球滤
过率（glomerular ﬁltration rate，GFR）下降之间存在反向相
关性，即随着尿量级别的增加，每年的GFR下降呈进行性减
慢。对比1~1.9升/天尿量组与≥3升/天尿量组的作用显示，高
尿量对预防轻到中度GFR的下降具有明显的益处。

污染

细菌清除力下降

毒力因子
上皮损伤
高渗透压
低尿液pH值
→上皮应力

总结

细菌粘附

Lotan等最后总结到，由于泌尿系统疾病的患病率和医
疗费用不断增加，更好地认识这些疾病的潜在机制显得尤为
迫切。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了营养素和液体摄入在这些疾病
发生中的作用。尽管我们可能仍无法得出增加饮水量可以降
低部分泌尿系统疾病风险的结论，但通过对现有研究的回顾
发现，支持该学说的数据确实存在。根据这些研究结果，液
体摄入量不足似乎是多种泌尿系统疾病的重要因素。有必要
开展设计周密的高质量临床研究进一步加强现有的证据，为
健康的饮水行为提供支持。

侵入细胞内
可能有益的
抗菌作用

复制

图2. 低尿量与泌尿道感染的发生风险。红色箭头和文本：增加UTI风险
的因素；绿色箭头和文本：增加尿量对UTI风险的有益作用。

慢性肾病
根据美国全国健康和营养调查（NHANES），美国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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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H4H学术会议报道
一年一度的H4H（Hydration for Health）学术会

Lambert教授强调了预防儿童肥胖和早期改变行为的

议于2013年7月3日隆重召开。今年已是第五届，全球

重要性。荷兰的de Ruyter博士阐述了无糖饮料干预研

140余名水科学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再次相聚在法国依

究的结果。最后，法国的Borys教授介绍了EPODE的

云，共同分享饮水与健康相关的最新学术进展。出席

方法学——一种由多个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大规模预防

此次会议的中国专家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

儿童肥胖的方法，并宣布目前EPODE包含了饮水教育

食品安全所副所长马冠生教授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

项目的促进。

动医学研究所运动营养研究室主任常翠青教授。
会议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的主题是“饮
水科学和肾脏健康”，第二部分的主题是“健康饮水
和肥胖预防”。在第一部分中，法国的Perrier博士首
先回顾了有关在健康个体中识别最佳水合生物标志物
的最新进展。美国的Muñoz博士评估了这些新的水合
标志物在日常生活中的有效性。法国的Roussel教授介
绍了抗利尿激素和copeptin（和肽素，抗利尿激素原羧
基末端的一部分）在糖尿病发生中发挥作用的证据。随
后，美国的Wang教授对有关临床上用水治疗肾脏疾病的
文献进行了全面回顾。最后，加拿大的Clark教授汇报了

会议期间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是颁发第二届H4H青

NHANES数据的横断面分析结果，墨西哥的Correa-Rotter

年研究者奖。Bouby教授的博士生Christopher Taveau获得

教授阐述了脱

了此项殊荣，并受邀在大会上公布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水作为肾脏损

“抗利尿激素：糖代谢障碍中的参与者”。

伤原因的可能

此外，会议还设置了有关饮水推荐的展示区，旨

机制。

在汇总全世界的饮水推荐，展示已公布的最新推荐，

在会议的

分享制定和更新推荐的最佳实践经验。令人振奋的

第二部分中，

是，最新的中国居民水适宜摄入量也被展示。参与制

西班牙的Frühbeck教授和土耳其的Yumuk教授分别做

定工作的马冠生教授兴致勃勃地向参观者描述更多的

了演讲，重点阐述了阻止肥胖流行的方法和困难，以

细节。

及 如 何 战 胜 肥 胖 —— 这 一 可 导 致 各 种 非 传 染 性 疾 病

最后，“如何将饮水科学转化成肥胖预防教育项

（如心血管疾病和肿瘤）的疾病源。瑞士的Farpour-

目”的圆桌讨论会为此次会议划上了完美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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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届国际营养学大会隆重召开
2013年9月15~20日，营养学界四年一次的国际盛会——第20届国际营
养学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Nutrition，ICN）在西班牙格拉纳达
举行。本次大会由国际营养科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Nutritional
Sciences，IUNS）发起并组织。大会以“通过营养融入文化”为主题，吸引了
来自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约4800名专家学者参加，中国有100余人参会，中国营
养学会也首次以集体形象走出国门，赴ICN西班牙大会参展，为学会向国际组
织争取更重要的位置，迈出了第一步。
此次大会探讨了8项与食物和营养相关的主要议题，重点探讨了营养学的作用和公共健康。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科
技对食物营养品质的影响以及食品安全和基本的科学研究也是此次大会探讨的话题。大会期间共举办3500多场科学交流会、
6场全体会议、24场特别会议以及8场国际热点话题讨论会。此外，会议设置了58个展位，亚洲营养科学联合会、国际生命科学
学会、美国营养学会、欧洲营养学会和中国营养学会等重要学术团体同时参展。
会议期间，由Laurent Le Bellego博士主持召开了一场以“水适宜摄入量指南：公共健康理论基础”为主题的研讨会。
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Lawrence E. Armstrong教授做了题为“建立水适宜摄入量国际指南”的报告。著名水研究专家
Harris Lieberman教授和Stavros Kavouras教授分别就水摄入对维持正常认知功能和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性进行了系统回
顾。在壁报展示中，Guelinckx等公布了一项有关水摄入对情绪影响的最新研究。通过对22名高水摄入量者（2~4升/天）限制3
天的水摄入量（1升/天）和对30名低水摄入量者（<1.2升/天）增加3天的水摄入量（2.5升/天），发现低水摄入量者的疲劳感、思
维混乱和口渴感显著降低，高水摄入量者的口渴感增加，而满足感、情绪平静、正面情绪和精力显著降低。由此可见，水摄入
对情绪产生有益的影响。
正如大会主席Angel Gil教授（他也是西班牙营养学会副主席）所总结的那样：
“健康和生命质量与营养科学之间的联系
日益密切，2013年国际营养学大会也因此成为一场不可错过的媒体和交流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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