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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水的生理学和需要量

水是人体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也是人体中含量最

多的化合物。成年人体内的水约占体重的�0%~�0%左

右，少年儿童体内的水占体重的比例更高于成年人。水

是细胞、组织和器官的主要成分，是多种矿物质、微生

物、氨基酸、糖以及其他营养素的溶剂，人体的各种生

理活动都离不开水。

人体内的水分布

水是我们身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的含量随身体组

成的不同而不同。

成年人体内的水分约有�/�在细胞内（细胞内液），

�/�在细胞外（细胞外液）。细胞外液又可分为血浆、跨

细胞液和组织间液，在细胞周围形成含水介质。细胞外

液量及成分的恒定是细胞发挥功能的关键因素，神经和

内分泌系统监测并与身体各主要系统共同调节细胞外液

成分、渗透压、pH值以及体温维持细胞外液的稳定；细

胞内液的稳定通过被动或主动转运机制及穿过细胞膜的

溶质运动进行维持。

水的生理功能

重要的组成成分

我们身体的每个细胞、各种组织和间隙内都含有

水，因此水的首要功能是作为一种组成成分，与水相关

的营养建议均以此项重要功能为基础。机体在生长阶段

对水的需求更高。

溶剂、反应介质、反应物和反应产物

水具有非常独特的性质。对于离子化合物以及葡萄

糖和氨基酸之类的溶质而言，水是一种很好的溶剂。它

是一种具有高度活性的分子，通过削弱静电力和其他极

性分子之间的氢键发挥作用。水参与所有的水解反应。

载体

水将营养成分输送给细胞，并将代谢产物运出细胞

至血液进行再分配，因而水对人体内环境的稳定至关重

要。水是所有转运系统发挥功能的媒介，实现了细胞、

组织间液和毛细血管间进行的物质交换。血管内容量和

血液循环是体内所有器官和组织发挥功能的关键因素，

而这�项因素均通过水的作用进行维持。因此，心血管

系统、呼吸系统、消化道系统、泌尿生殖系统、中枢及

周围神经系统的有效生理功能都依赖充分的水合作用。

严重脱水会影响许多系统的功能，是一种危及生命的 
疾病。

润滑剂和减震器

水与粘性分子结合可形成关节的润滑液、唾液、消

化道内分泌的胃肠粘液、呼吸系统气道内分泌的粘液以

及泌尿生殖道内分泌的粘液，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在走

路或跑步时，通过维持细胞的形状，水还可成为减震

器。这对脑和脊髓非常重要，对于受到水环境保护的胎

儿尤为重要。

调节体温

水的热容量非常大，在温暖或寒冷的环境中有助于

控制体温的变化，是体温调节系统的主要组成成分。体

内能量代谢产生的热，通过体液传至皮肤，再经蒸发或

者出汗来调节体温，维持体温的恒定。即便在环境温度

高于体温时，身体也可进行散热。出汗时，水从皮肤表

面蒸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散热方式。

水是人体重要的组成成分，具有多种重要

的生理功能，各种生理活动都离不开水。

水的体内分布和生理功能

常翠青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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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液平衡的维持

在适宜的环境温度（��℃~�0℃）以及中度身体活动

的条件下，人体内的水分保持相对稳定。这意味着水平

衡的调节机制极为精准——确保��小时内水的摄入与丢

失处于平衡状态。学者估算，��小时内水平衡的波动范

围约为体重的0.�%以内。

正常生理活动如呼吸、出汗和排尿过程中丢失的液

体需要持续给予补充，因为营养物质经生化代谢产生的

水仅占人体必需摄入量的一小部分，其余部分必须通过

食物和饮水进行补充。

摄入

体内水的摄入有�个主要来源：进食、进饮和体内

代谢生成（图�A）。通过饮食摄入的水主要来自水和其

他含水量较高（��%~>�0%）的液体，以及含水量不等

（�0%~>�0%）的各种食物。通常，通过进饮摄入的水

占总水摄入量的比例高于食物来源水；但二者的具体比

例随着摄入的饮品和食物的具体类型不同而不同。宏量

营养素的氧化代谢也可生成水即内源性或代谢水。

排出

体内水的排出主要经过肾脏以尿液的形式排出，

其次经皮肤蒸发和排汗、肺呼出以及随粪便排出（图

�B）。通过排汗和呼吸水分蒸发失水称为“不显性失

水”，是体温调控机制的一部分，丢失的水量取决于气

候、环境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

体液平衡的调节
 

人体内环境稳态控制机制确保了液体摄入量与丢失

量之间保持平衡。

当失水量超过摄水量时，细胞外液的渗透压增加，

下丘脑的渗透压感受器被激活，垂体后叶释放抗利尿激

素（antidiuretic hormone，ADH）。细胞外液的渗透压增

加和ADH均能引起口渴感（图�）。当血浆渗透压高于

��0毫渗/升，可刺激ADH分泌。当循环血容量降低时，

体液平衡指机体的总体液量及各组成

部分在正常情况下保持相对稳定的状

态。体液平衡是在神经和体液调节下

通过胃肠、肺、肾、皮肤与体外环境

进行物质交换，以及在血液循环不断

运行条件下通过毛细血管壁和细胞膜

进行血液与组织液、细胞外液与细胞

内液之间物质交换而实现的。
图1. 体内水的摄入与排出。

体液平衡的维持与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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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应答的敏感性增强。

由于引起口渴的感受器渗透压阈值高于参与ADH释

放的渗透压感受器，因此在引起口渴之前，ADH已作用

于肾脏，增加了水的重吸收。水的摄入量部分是由口渴

决定的，而后者由血浆和细胞外液的渗透压增加触发。

身体缺水时，血浆容量减少，体重相应下降�%~�%。老

年个体的口渴感往往比较迟钝，因此在环境温度和湿度

升高的情况下，水摄入量不足的风险更高。

肾脏是体内水排出的主要调节器，可在大范围内改

变尿液渗透压，应对血浆渗透压瞬间的变化。当水的摄

入量超过身体需要时，血浆渗透压小幅下降，ADH分泌

受到抑制，产生大量的低渗尿即发生水利尿。当溶质的

滤过负荷超过肾小管对该溶质的最大重吸收能力时，可

引起渗透性利尿。这�种情况都可引起尿液大量产生，导

致大量失水。

水的摄入量不足和过多均可通过激素的精细变化进

行调节，重新达到平衡，这有助于缓冲这些异常情况对

机体造成的危害。口渴、ADH分泌释放及其在肾脏进行

水重吸收中的主导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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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口渴之前喝水是维

持良好水合状态的一个好习惯。

图2. 水平衡的反馈环路：对负水平衡所致高渗性脱水的主要扰动和生理反应。实心箭头表示当血浆渗透压增加时，渗
透压感受器引起的反应。虚线箭头表示水摄入量不足和血容量减少诱导的纠正机制，以恢复血容量和血压。注意，在
由正水平衡导致低渗性脱水的情况下，所有的扰动和引起的生理反应均在反方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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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需要量因人而异

水的需要量由个体的新陈代谢、环境条件和身体活

动强度决定，因此变化极大。需要量不仅存在个体差

异，而且同一个体不同时间的需要量也可能有所不同。

从评估水需要量的相关研究可得出的最有意义的结论是

制订水需要量具体数值的科学证据有限，水的需要量存

在个体差异，而且同一个体的水需要量在不同条件下也

会发生变化。这是在推荐水摄入量时应牢记的一点，因

为水的推荐量不一定等于需要量。

要维持体液平衡，即维持机体的总体液量及各组成

部分在正常情况下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应持续给予并

补充正常生理活动如呼吸、出汗和排尿过程中丢失的液

体，以确保水的摄入与丢失处于平衡状态。正如前文所

述，进食、进饮和体内代谢水是体内水的主要来源。国际

生命科学学会北美分部的饮水委员会认为，温和气候条件

下，处于非活跃状态的成年人最低需水量约为�~�.�升/天，

该量应足以补充经呼吸、尿液、粪便和非显性途径丢失

的最低水量。欧洲食品安全局膳食、营养与过敏专家组

认为，个体对水的最低需要量不仅应可以平衡丢失的水

分，同时也需要可以预防水摄入不足引发的不良事件如

脱水。就水而言，成年人的需要量为�.�升/天（安静状

态）~��升/天（高温气候条件，活跃状态）。

婴儿、儿童和老年人群与成年人的生理特征不同，

对水的需要量有特殊要求。

婴儿

水占婴儿体重的比例较成年人更大，�月龄时略有降

低，但仍高于�0%。婴儿的液体交换率高于成年人�倍，

而相对于体重的代谢率则为成年人的�倍。新生儿肾脏尚

未发育成熟，因此婴儿排泄溶质的能力有限。对于健康

的足月婴儿，肾单位的功能发育一直持续至出生后�个
月，而肾小管则需在出生后约�个月才可发育成熟。此

外，婴儿脑垂体分泌抗利尿激素血管加压素的能力也较

弱。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限制了新生儿充分浓缩尿液而

保存体内水分的能力。婴儿多项水合相关的生理特征决

定了该人群更易发生体液和电解质失衡。

与成年人相比，婴幼儿水合相关的生

理特征包括：体内水含量比例较高；

体表面积/体重比值较高；水代谢速率

较快；汗液分泌器官发育不完善；排

泄溶质的能力有限；表达口渴的能力

较低；细胞外液的比例较高；体钠总

量和体氯总量较高；钾、镁和磷酸盐

水平较低。

与成年人相比，儿童和青少年水合相

关的生理特征包括：身体含水量百分

比较高、耐热能力较弱、身体活动期

间代谢率较高、体表面积/体重比值

较大、排汗能力较低、心输出量较小

（代谢水平一定的情况下）、适应环

境较慢、核心体温上升较快。

儿童和青少年

�岁以后，婴儿调节水平衡的能力逐渐增强。儿童期

和青少年体内水总量占体重的比例逐渐减小。

水和电解质膳食参考摄入量报告指出，不可能推荐

某一特定的水摄入量来确保达到水合和理想的健康状

态。美国第三次全国健康和营养调查（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III，NHANES III）关于

儿童的资料亦显示，若以血浆渗透压作为评估依据，量

值各异的总水摄入量均可能使个体达到正常水合状态。

多变的水需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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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之前，性别对水摄入量无影响；�岁之后，男性

与女性摄入量的差异随年龄的增加而持续增大。尽管体

内的水含量（占体重的百分比）随年龄增大而降低，但

儿童体内水总量比例依然高于成年人。此外，儿童的耐

热能力弱于成年人，尤其是炎热环境条件下进行身体活

动时。与成年人相比，儿童身体活动期间代谢率较高、

体表面积/体重比值更大、排汗能力较低，在代谢水平一

定的情况下心输出量较小且对环境的适应速度较慢。

儿童的汗液产生较成年人更少，而且不同发育阶段

的儿童之间也存在差异。在相似环境条件下，青春期前

儿童的汗液产生少于青春期中、后期的儿童。虽然研究

表明，炎热条件下锻炼的儿童出现自发脱水的速度与成

年人相近，但儿童的核心体温上升较成年人更快。因

此，儿童足量补液尤为重要，不仅应鼓励在炎热条件下

玩耍或锻炼的儿童多饮水，还应对其进行监测。

老年人

与年轻的成年人相比，老年人的血浆渗透压较高、

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作用较弱，发生细胞外液丢

失如呕吐、腹泻时，老年人体液平衡的恢复较慢。老年

人肾脏的浓缩和稀释功能都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减退，

同时由于老年人的口渴感减弱，如何确保满足老年人的

水需要量一直是一个挑战，有待进一步研究。

影响水需要量的其他因素

除了受个体生理差异影响外，水的摄入还受到环境

因素以及摄入个体活动量的影响。

环境因素

在闷热或潮湿的气候下，人体出汗增加，应额外补

充水分。冬季时，对室内空气的加热可造成皮肤中水分

的丢失。此外，当海拔超过��00米时，机体尿量增加、

呼吸加快，也会导致体内的水分加速流失。

身体活动

参加锻炼或其他任何可导致出汗的身体活动时，都

应该增加饮水量以弥补出汗造成的体液丢失。据报道，

工作强度很大的消防员每日约需水�升。����年奥运会

马拉松比赛中，阿尔贝托•萨拉萨尔的出汗速度约�.��升

/小时。补充水分的具体量取决于运动过程中的出汗量、

持续时间以及运动的类型，而且运动结束后，仍应继续

补充液体。若不及时弥补出汗损失的水量会导致脱水、

影响正常生理功能，并可引起热损伤，如心血管衰竭和 

中暑。

健康状况

发热、呕吐或腹泻可导致机体流失大量的水分，口

服补液是这些疾病的一种治疗方法。罹患膀胱炎或泌尿

系统结石时，可能也需要增加液体的摄入量。而对于排

水功能受损的个体如心衰或某些肝脏、肾上腺疾病患

者，则可能需要严格限制液体的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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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食品标准署和英国饮食协会均建议建

议，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大多数人每天

需要1.5~2.5升的液体维持体液平衡。如

果因为天气炎热或者运动导致大量出汗，

那么身体对液体的需求会相应增加。

水的摄入量建议概览

水是人体所有细胞和系统生理活动的介质，是维系

生命以及机体最佳表现的必备因素，但由于体液平衡机

制复杂及其动态性，导致科学界和临床均未对个体每天

的水需要量的精确值达成共识，各国对人群的水摄入量

建议也存在差异。

英国[1]

液体对于生命至关重要，每个人都由超过一半的水

组成，但英国饮食协会指出许多人由于已经习惯了不太

舒服的感觉，从而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出现了脱水。

英国食品标准署和英国饮食协会均建议，在温和的

气候条件下，大多数人每天需要�.�~�.�升的液体维持体

液平衡。液体来源包括饮用水、牛奶、茶或咖啡等。年

龄、季节、气候条件、膳食摄入量以及身体活动量都可

以影响个体每天对水的需求。当天气炎热或者运动导致

大量出汗时，个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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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补充�升水。尽管长时

间运动时可饮用特殊的运动饮料，但对于大多数人，只

需要喝水就可以了。

如何改善自己的饮水习惯？英国饮食协会的建议是

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可以先每天多喝�~�杯，然后几天

后再增加�~�杯，以此类推。

美国[2]

美国医学研究所指出，评估水的平均需要量似乎很

有帮助，但却无法实现。水的需要量受个体因素、环境

因素的多重影响，无法制定单个数值满足所有环境条件

下一半看似健康个体的足量饮水需要并维持最佳的健康

状态。由于膳食参考摄入量根据平均需要量得出，因此

对于水来说，取而代之的是制定适宜摄入量。医学研究

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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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总

水摄入量资料，建议��~�0岁男性和女性每天的总水适宜

摄入量分别为�.�升和�.�升，其中总水摄入的来源是饮水

及饮食。对于其他年龄段人群，医学研究所基于多项研

究和调查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婴儿（0~12月龄）

0~�月龄婴儿的母乳平均摄入量约为0.��升/天，由于

母乳中的水含量约为��%，因此计算0~�月龄婴儿的水摄

入量约为0.��升/天。无论是何气候环境，无论婴儿是否

是低出生体重儿，只进行母乳喂养（母乳喂养是唯一喂

养方式）的婴儿均不需要额外补充水分。

�~��月龄婴儿的母乳摄入量约为�00毫升/天，提供

水分0.��升/天。此年龄段婴儿已经开始添加辅食和饮

料，该部分来源的水摄入量约为0.��升/天。因此�~��月

龄婴儿每天需要摄入水0.��升/天。

但医学研究所认为，除非有证据显示母乳无法满足

婴儿对某种营养素的需求，方可考虑对该年龄段人群的相

关摄入量提出建议，并且建议应根据母乳的摄入量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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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和青少年（1~18岁）

根据美国第三次全国健康和营养调查的资料，医学研

究所建议�~�岁儿童的水摄入量中位值为�.�升/天，�~�岁

儿童为�.�升/天。�岁之后，儿童水摄入量建议出现性别

差异，建议�~��岁男孩的水摄入量为�.�升/天，�~��岁女孩

为�.�升/天；��~��岁男孩为�.�升/天，女孩为�.�升/天。

成人（19~50岁）

尽管体液平衡的研究表明温和气候条件下，根据呼

吸、尿液、粪便以及不显性途径的失水总量计算，不活

动的成人的最低需水量为�~�.�升/天，但由于水需要量受

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即便是对单个个体而言，也无法建

议某一个值满足对水的切实需要。因此，对水摄入量的

建议更多是基于科学证据。

根据美国第三次全国健康和营养调查的资料，医学

研究所建议��~�0岁男性和女性每天的总水摄入量分别为

�.�升和�.�升。尽管调查显示��~�0岁成人的水摄入量相对

较低，但无证据认为��~�0岁人群的建议量对于��~�0岁成

人而言过多，因此建议��~�0岁成人每天的水摄入量仍是

男性�.�升、女性�.�升。

老年人（51岁以上）

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肾脏生理功能下降（但满

足身体所需的水摄入量变化范围仍然很大），口渴感不

明显，综合这�方面的因素，该人群的水摄入量建议仍然

基于成人人群的调查资料，以确保水的摄入量充足，即

建议男性的水摄入量为�.�升/天，女性为�.�升/天。

澳大利亚&新西兰[3]

����年，澳大利亚卫生与医学研究委员会和新西兰

卫生部对每种营养素的膳食摄入共同发布了推荐量或推

荐摄入范围。推荐膳食摄入量基于科学知识而制定，可

满足所有健康人群已知营养需求的必需营养素摄入量。

推荐量或其范围的制定充分考虑了各项影响因素，以及

个体吸收和代谢营养素的差异，因此适用于人群需求。

营养素的推荐膳食摄入量并不是机体对营养素的实际需

求，而是超出了人群的实际需求。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和性别，对

营养素的推荐膳食摄入量做出了具体的建议和解释。对

于水摄入的推荐也是如此。水摄入不足可引起脱水，摄

入过多则可引起低钠血症但较为罕见。目前，尚无资料

显示健康人群正常饮水会有任何具体风险，而且在温和

气候环境中，健康人群过度饮水的同时机体会进行自我

调节维持体液平衡。因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未制定

水的最高摄入量。

与美国医学研究究所建议采用的定义相同，总水摄入

的来源是饮水及饮食，液体摄入的来源是饮用水和饮料。

婴儿

与美国医学研究所的建议相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同样认为完全母乳喂养的婴儿不需要额外补充水，喂养

配方奶粉和混合喂养（母乳+奶粉）婴儿的水需要量需要

根据母乳的摄入量和含水量进行计算得出。0~�月龄婴儿

的水摄入量约为0.�升/天，�~��月龄婴儿的水摄入量约为

0.�升/天。

儿童与青少年

�~�岁儿童的水摄入推荐量无性别差异，但受年龄影

响：�~�岁水摄入推荐量为�.�升/天；�~�岁儿童的水摄入

推荐量稍有增加，为�.�升/天。其中液体摄入推荐量分别

美国医学研究所建议19~50岁及以上的

男性和女性每天的总水摄入量分别为

3.7升和2.7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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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升/天和�.�升/天。

�~��岁男童与女童的总水摄入推荐量分别为�.�升/天

和�.�升/天，推荐液体摄入分别为�.�升/天和�.�升/天。

��~��岁男性与女性的总水摄入推荐量分别为�.�升/天和 

�.�升/天，其中液体摄入推荐量分别为�.�升/天和�.�升/天。

若居住环境的气候炎热，或身体活动量增加，则需

要增加水的摄入量维持水合状态。

成人

无论是总水摄入还是非食物来源水的摄入，成年人

的推荐量与年龄无关，但受性别影响。成年男性的总水

摄入推荐量为�.�升/天，成年女性为�.�升/天，其中非食

物来源水的摄入推荐分别为�.�升/天和�.�升/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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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量维持水合状态。

欧洲[4]

�0�0年，应欧盟委员会的要求，欧洲食品安全局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EFSA）膳食、营养

与过敏（NDA）专家组对水的摄入量推荐提出了一些 

建议。

人体可通过多种途径摄入水，包括饮用水（自来水

和瓶装水等）、饮料、食物来源水等，体内代谢的过程

可产生水。由于个体对水的需要量受到气候、体温、妊

娠和哺乳、年龄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一些国家也将肾浓

缩功能作为制定推荐摄入量时的考虑因素之一，因而专

家组认为只可在某一年龄段人群中根据摄入量调查结果

推荐适宜摄入量。自饮用水、饮料和食物中摄入的水量

定义为总水摄入量，总水摄入量与体内代谢产生的水则

统称为总可用水。欧洲各国对水摄入的推荐均强调，达

到日常总水摄入量与排出量之前稳态平衡是必要前提。

专家组认为，人体液体摄入的�0%来自水和饮料，

其余的�0%来自食物。完全母乳喂养的婴儿每天从母乳

中摄入的水分约为�00~��0毫升/千克，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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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进行计算。专家

组认为，�~��月龄婴儿每天的总水摄入量宜为�00~�000毫

升，�~�岁幼儿则以��00~��00毫升/天为宜，�~�岁儿童为 

��00毫升/天，�~�岁儿童为��00毫升/天。�岁及以上人

群的水适宜摄入量因为年龄和性别而有所差别。�~��岁

男孩的水适宜摄入量为��00毫升 /天，�~��岁女孩为 

��00毫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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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摄入量资料以及可达到的

或理想的尿液渗透压标准（�00 毫渗/升）进行制定。专

家组建议，成年女性适宜的总水摄入量为�.0升/天，男性

为�.�升/天。 

中国[5,6]

�00�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人体对水的需

要量受到个体年龄、身体活动以及温度环境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成人每消耗�.���千焦能量，需要�毫升水，考虑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议成年男性的总

水摄入推荐量为3.4升/天，成年女性

为2.8升/天，其中非食物来源水的摄

入推荐分别为2.6升/天和2.1升/天。

欧洲食品安全局膳食、营养与过敏专

家组建议，成年女性适宜的总水摄入

量为2.0升/天，男性为2.5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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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活动、出汗和溶质负荷的变化，可将需要量增至�.�毫

升。建议在一般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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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毫升，应采取少量多

次的饮水方式。

若在高温环境中劳动或者运动，个体对水的需要量

应考虑出汗这一因素，因为这是机体丢失水和电解质的

主要原因。出汗量是身体活动水平较高个体的失水量中

变化最大的。随着个体的体力负荷和热应激状态的变

化，水的需要量少至�升，多可达��升。在一般环境温度

下，运动员、农民、军人、矿工、建筑工人等身体活动

水平较高的人群，日常工作中有大量体力活动，也会由

于出汗增加水的丢失。这两类人群的水需要量都给予特

别考虑。

我国以往开展的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收集了部分饮

料消费量的信息，但没有白水、茶水的具体消费情况，

因此较难全面反映我国居民每天饮水总量的情况。近

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已经组织

并开展了对部分城市居民饮水习惯和饮水知识知晓情况

的调查，为制定针对中国人群的水的适宜摄入量提供了

基础数据，同时也为开展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了依据。

表.  水摄入量建议概览a

1.5~2.5升/天

每天至少饮水1.2升

0~6月龄：0.68升/天

7~12月龄：0.84升/天

1~3岁：1.3升/天

4~8岁：1.7升/天

9~13岁：男孩2.4升/天，女孩2.1升/天

14~18岁：男孩3.3升/天，女孩2.3升/天

19~50岁及51岁以上：男性3.7升/天，女性2.7升/天

0~6月龄：0.7升/天

7~12月龄：0.8升/天

1~3岁：1.4升/天

4~8岁：1.6升/天

9~13岁：男孩2.2升/天，女孩1.9升/天

14~18岁：男孩2.7升/天，女孩2.2升/天

19~50岁及51岁以上：男性3.4升/天，女性2.8升/天 

0~6月龄：100~190 ml/kg体重

6~12月龄：0.8~1.0升/天

1~2岁：1.1~1.2升/天

2~3岁：1.3升/天

4~8岁：1.6升/天

9~13岁：男孩2.1升/天，女孩1.9升/天

14岁及以上：男性2.5升/天，女性2.0升/天

英国

中国

美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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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在一般

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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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升。 a英国的建议为饮用水和饮料的摄入量，中国为饮水量，美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欧洲的建议为饮用水、饮料和食物来源水的摄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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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摄入量的记录亟待更多关注与努力

无水即无生命。水是我们膳食中

量最大的营养素，是人体最主

要的一种组分，它对人体

的生物反应或功能而言

是不可或缺的。无论

从营养学还是生理学

角度来分析，控制每

日必需液体的量与质

是一个至为重要的问

题。认识到膳食营养素

缺乏或过剩的重要性及其

对健康的危害之后，人们便开

始关注记录食物摄入量，但液体摄入

量的记录直至近日才得到重视。

Dr Laurent Le Bellego等人[�]指出，液体摄入量的

调查与记录亟待更多关注与努力：尽管目前推荐的液

体适宜摄入量根据全国食物摄食状况调查（National 

Consumption Surveys）结果制定，有一定的可信度，但

对于特殊生理阶段的人群和并未开展液体总摄入量调研

的国家，却没有关于水摄入量的具体推荐；同时，个体

对水的需要量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该方法亦

无法确保其推荐的摄入量能充分满足个体或人群的生理

需求。简单对比各国对水摄入量的建议，即可发现他们

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

另外，同一地区内的不同调查的结果也存在着巨

大差异。根据欧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gency，EFSA）收集的欧盟各国的液体总摄入量资料显

示，液体总摄入量最低为匈牙利的��0毫升/天，最高为

丹麦的����毫升/天。Dr Laurent Le Bellego等人认为，通

过食物摄入的水以及气候等都可能是影响水摄入量的因

子，而且调研的方法学差异也是影响结果的因素之一。

水摄入量的调查与记录极富挑战性，因为个体每天

的水摄入量不同，单日内水摄入的

次数非常多，并且无数种不同

类型的饮料均可成为水摄

入的来源。然而，目前

绝大多数调研的目的

是记录食物的摄入

量，并采用针对该

目的而特别设计的

日记记录法来分析营

养素及热量的摄入量，

却并未将液体摄入与食物

摄入分别独立记录。Dr Laurent 

Le Bellego等人的观点是，从这些调

研中得到的水摄入量数据都低估了来自液体的水摄

入量，尤其是独立于食物摄入以外的液体摄入，比如两

餐之间的饮水。�00�年，Danone Eaux France与特恩斯市

场研究公司（TNS-SOFRES）携手采用针对液体摄入量

的日记记录法调查了法国居民的液体摄入情况，结果显

示法国居民的平均摄入量为��0�毫升/天；法国食物与营

养调研中液体摄入量的调研结果为��00~��00毫升，两者

相差�00毫升，而差异的�0%是因为水摄入量的调查结果

不同。

Dr Laurent Le Bellego等人认为由于存在着上述的方

法学问题，目前大多数测量液体摄入量的常用方法可能

无法反映人群真实的液体摄入量，因而根据一些全国调

研数据（以记录食物摄入量为主要目的）结果所得出的

液体摄入推荐量尚存在争议。

参考文献

1. Laurent LB, Christine J, Liliana J, et al. Understanding fluid 
consumption patterns to improve healthy hydration. Nutr Today. 
2010;45(6S):S22-S26.



�0 ��

《中国四大城市成年居民饮水状况调查报告》摘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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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深圳市南山区慢性病防治院 

 

支持单位   中国达能饮料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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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年 

�月~�月，在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等四个城市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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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岁的����名成人作为调查对象，分为

��~��岁、�0~��岁、�0~��岁、�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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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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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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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食物样

品，用国家标准的方法（GB/T �00�.�-�00�）测定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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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背景和目的

水是人体重要的组成成分，约占体重的�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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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是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通过饮水、食物水

和内生水来获得水分。饮用水包括白水（如白开水、矿

泉水、矿物质水、纯净水、净化水等）、茶水和饮料

等，是人体水分最主要的来源，大约占�0%；食物中含

有一定量的水分，是水分来源的另一个重要的途径，占

�0%左右。除了这两个主要的来源外，人体内三大产能

营养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在体内代谢会产

生水分，大约占�0%，称为内生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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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饮水量建议的方法有三种：（�）根据

能量消耗与水代谢的关系计算每天水需要量；（�）根据

水丢失量计算水摄入量；（�）根据调查人群平均每天水

摄入量来提出适宜摄入量。依据能量消耗与水代谢的关

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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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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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定义 

1、水摄入总量：为饮水量和食物水量的合计。 
2、饮水量：指白水、茶水和饮料饮用量的总和。

3、食物水量：指来源于主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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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的��~�0岁
调查对象平均每天饮水量为����毫升，各城市之间存在

显著差异。

2、不同类型水的饮用情况

在参加调查的�天中，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 
��~�0岁的调查对象饮用白水、茶水和饮料的比例分别为

��.�%、��.�%和 ��.�%，平均每天的饮用量分别为���毫
升、���毫升和���毫升。

3、未达到建议量的比例

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0岁的调查对象中，有

��.�%的人平均每天的饮水量未达到《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00�）》中��00毫升的建议量。其中，成都居民这

一比例最高，高达��.�%，广州为��.�%，北京和上海较

低，也分别占到了��.�%和��.�%。

如图 �.� 所示，北京和上海的城区与农村居民之间

平均每天饮水量不足 ��00毫升的比例差别不大，且与

其他两个城市相比，比例较低。成都农村居民平均每天

饮水量不足 ��00 毫升的比例（��.�%）远高于城区居民

（��.�%），广州则反之。

二、大部分调查对象每天饮水次数和每
次饮水量均不达标 

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0岁的调查对象平均每

天饮水次数普遍少于�次，平均每次饮用量普遍高于�00毫
升；在上午和下午两个时间段内的饮水量较大。工作日

的饮水量、白水饮用量和茶水饮用量都高于休息日，而

休息日的饮料饮用量较高。

1、饮水次数

如图�.�所示，四大城市调查对象平均每天饮水次数

少于�次者占��.�%，成都居民最高，达��.�%，广州最

低，为�0.�%。

2、每次饮水量

成都和广州居民平均每次饮水量少于�00毫升的比例

超过了�0%，北京和上海则不到�0%。北京、上海、成

都、广州的调查对象平均每次饮水量在�00毫升~�00毫
升之间的比例分别为��.�%、��.�%、��.�%和��.�%。

上海居民平均每次饮水量超过�00毫升的比例最多，达

��.�%，北京和成都居民分别为��.�%和��.�%，广州居

图1.1  四大城市调查对象饮水量及白水、茶水、饮料饮用情况。

图1.2  四大城市调查对象每天饮水量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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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四大城市调查对象每天饮水次数情况。

图2.2  四大城市调查对象每次饮水量情况。

图3.1  四大城市调查对象每日水分来源总体情况。

民最低，仅为��.�%。

如图�.�所示，北京和上海的农村居民平均每次饮水

量超过�00毫升的人数都远高于城区居民，上海农村居民

这一比例达到��.0%；在成都则出现相反趋势，即农村居

民平均每次饮水量超过�00毫升的人数比城区居民低，广

州城区和农村居民平均每次饮水量的分布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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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0岁的

小样本调查对象中，平均每天水摄入总量为����毫升，

图3.2  四大城市调查对象每日外源水分摄入情况。

男性（����毫升）显著高于女性（����毫升）。其中，

平均每天饮水量为����毫升，占人体每天水摄入总量的

��.�%；平均每天饮酒量为���毫升，占每天水摄入总量

的�.�%；平均每天来源于食物的水分含量为����毫升，

占每天水摄入总量的�0.�%。

如图�.�所示，成都的调查对象水摄入总量（����毫
升）最高，上海（��0�毫升）、北京（��0�毫升）和广

州（����毫升）依次降低。上海、北京、成都、广州的调

查对象的饮水量依次为�0��毫升、����毫升、����毫升、

����毫升，四大城市之间无显著差异。成都的调查对象

每天从食物中获得的水分（�0��毫升）显著多于其他

三城市（北京、上海、广州依次为���毫升、��0毫升、

����毫升），其食物水占水摄入总量百分比（��.�%）也

显著高于其他三城市（北京、上海、广州依次为��.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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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四大城市调查对象对饮水不足可能会出现的表现或疾病的知晓率。

四大城市城区居民平均每天水摄入总量（�0��毫

升）显著低于农村（����毫升），但两者之间每天饮水

量和食物水量无显著差异；城区居民平均每天饮水量所

占水摄入总量的比例（��.�%）有高于农村居民的趋势

（��.�%）。

虽然男性平均每天饮水量（����毫升）和食物水量

（����毫升）都高于女性（���0毫升和���0毫升），但

其饮酒量（���毫升）也显著高于女性（�毫升），所以

男性每日饮水(��.�%)和食物水(��.�%)所占水摄入总量比

例略低于女性(��.�%和��.�%)。
2、食物水分的来源主要为主食和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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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所示，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0岁的

调查对象中，��.�%的人认为每日饮水量应少于��00毫

升，��.�%的人认为每天喝水量应在��00毫升~�000毫升之

间，��.�%的人认为在�00�毫升~�000毫升之间，也有�.�%

的人认为应超过�000毫升，尚有0.�%的人回答不知道。

2、对饮水不足的危害认识不充分 

如图�.�-�.�所示，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0岁的

调查对象中，一半以上的人认为饮水不足可能导致皮肤

干燥（��.�%）、便秘（��.0%）和肾结石（��.�%），

超过�0%的人不知道饮水不足可能导致高血压、头痛、

中风、冠心病等疾病，还有��.�%的人不知道饮水不足对

身体健康有危害，其中成都和广州居民选择“不知道”

的比例较高，分别为��.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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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中建议，在温和气候

图3.3  四大城市调查对象食物水分来源总体情况。 图4.1  四大城市居民每日饮水量的认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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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四大城市调查对象认为最应该喝的饮品认知情况。

条件下生活的轻度身体活动的成年人，每天最少饮水量为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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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毫升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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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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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且多集中于上午和下午，

平均每次饮用量也多大于�00毫升。因此，要大力提倡科

学足量饮水，以保证身体健康。

参考文献

1. 葛可佑.中国营养科学全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

2. 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M].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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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不知道每日最少

饮水量为��00毫升。同时，对饮水不足的危害认识也

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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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认为“饮料最有益健

康”，但却仍有�0%的人喝饮料，且平均每天饮用量达

到了��0毫升。为此，要加强“科学饮水”知识的宣传和

普及，让“每天足量饮水”等知识深入百姓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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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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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深入开展居民

饮水的调查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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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5  四城大市调查对象饮水时间认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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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饮水推荐量研讨会胜利召开

�0��年�0月��日，

中国营养学会在北京召

开了中国饮水推荐量研

讨会。来自法国、希

腊、美国、英国以及国

内的营养学界知名专家

齐聚一堂，分享了国内

外水推荐量的研究方法

及成果，讨论了中国饮

水调查的结果，为科学

研究和制定相关推荐量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参考，积极推动了中国饮水推荐量

的制定。

本次会议分为“饮水与健康”和“饮水推荐量”两

个部分。

葛可佑研究员首先介绍了我国饮水推荐量的制定情

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00�）中依据水与能量代

谢的关系，提出，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轻度身体活动

的成年人，每天最少饮水��00毫升；并介绍不同国家

的饮水推荐量范围为��00~��00毫升。之后，来自希腊

的 Stavros Kavouras教授介绍了水的代谢和水化，建议重

新衡量口渴感的提示效应，探讨了轻度脱水对健康的影

响。法国Laurent Le Bellego博士指出，补充水分对身体

活动的益处已经得到明确证实，脱水对认知功能和情绪

的不良影响也已经被证实，提出补充水分与肾脏的关系

是一个有前景的研究领域，对人类健康的意义重大。常

翠青教授特别介绍了饮水与运动的关系，指出运动时出

汗和代谢水增加，心血管系统对脱水可产生生理应答，

强调运动前、中进行需预防性补液，避免脱水的发生，

防止运动能力的下降；运动后及时补液，促进恢复。

在“饮水推荐量”部分，美国的 Lawrence Armstrong

教授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推荐的适宜摄水量，指出适宜

摄水量（AI）和推荐膳食供给量（RDA）均可用于指导

膳食摄入量，并介绍了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制定AI

的考虑因素供我国制定饮水推

荐量参考。英国的Joan Gandy

博士就液体摄入量的研究方

法以及根据饮食/营养调查推

荐适宜摄入量的科学性进行

了探讨，建议首选�天实时记

录法获取液体摄入的具体资

料。最后，马冠生研究员报

告了我国四城市成年居民饮

水现状的调查结果。调查采

用�天实时记录法，结果发现

四城市成年居民平均每天饮水量达过建议量，但同时仍

有三分之一的人群饮水量没有达到建议量，存在城市、

性别间差异，并且四城市成年居民饮水知识有待改善。

该项调查为制定我国不同人群的适宜饮水量提供了基础

数据和科学依据。

�00�年，中国营养学会为我国居民制定了膳食指

南，但当时并无中国人群水、饮料实际消费量的数据作

为依据。近期，中国营养学会正在组织专家进行中国居

民膳食参考摄入量的修订工作。马冠生研究员带领的工

作组，正在组织进行饮水推荐量的制定工作。本次大

会为科学研究和制定相关推荐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参

考，为中国饮水推荐量的制定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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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与饮水不足相关的公共健康问题，

改善民众饮水行为
——第三届H4H学术会议在法国召开

H�H（Hydration for 

Health）年度学术会议是达

能全球水事业部（Danone 

Wa t e r s）提供给不同国

家、不同学科的专业人士

分享有关饮水习惯的最新

学术与临床证据的交流平

台，关注健康饮水在与普通

人群的现代生活方式和膳食

相关的健康、社会和经济

领域中的作用。�0��年�月

�日，国际科学界和医学界知名

专家再次齐聚法国依云，召开了第三届H�H学术会议。

本次会议由儿童成长基金会（C h i l d  G r o w t h 

Foundation）的名誉主席Tam Fry担任主席，分为社会效

应、科学证据（行为学证据与临床证据）、行为改善措

施三个部分，重点讨论了与饮水不足相关的公共健康问

题以及可改善民众饮水行为的具体实践措施。

来自国际肾脏病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Nephrology）的Ritz教授首先提出，肾脏健康是一个公共

健康问题。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的Johnson教授和澳大利

亚悉尼大学的Strippoli博士分别从摄入液体的成分和量探

讨饮水对肾脏健康的影响。

在“行为学证据”部分，达能研究中心的Verge博士

首先介绍了液体摄入量记录和调查的方法，之后英国饮

食协会的Gandy博士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马冠生研

究员分别介绍了本国液体摄入量调查的结果。

“临床证据”部分，FORENAP集团的Pross教授介

绍了饮水量不足对女性认知功能和情绪的影响，达能研

究中心的Klein博士对

液体摄入量不同的人群

的生理学和水合指标差

异进行了对比。最后，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

Armstrong教授提出了

今后在日常生活中水合

指标的研究方向。

实践中如何改善民

众的饮水行为？德国柏

林查理特大学医学院公

共卫生学校的Muckelbauer

博士介绍了在儿童中开展的饮水干预项目。希腊哈诺克

皮奥大学Kavouras教授则介绍了在年轻运动员中开展的

饮水教育项目，指出教育措施不仅改善运动员的水合状

态，更提升了他们的运动表现。

大会最后的圆桌讨论，众专家一致认为尽管不断有

新的科学证据及共识支持健康饮水的益处，但目前大多

数普通民众的饮水行为却不甚理想。为帮助民众实现健

康饮水，仍需开展大量的工作。

会议要点：

● 饮水可能是对抗慢性肾脏疾病的简单预防措施。

● 液体摄入量研究是制订相关营养政策的基石。

● 水合指标的研究工作正在开展，最佳工具的问世

指日可待。

● 行为改善措施确有可持续的效应。



亚洲营养大会健康饮水专题研讨会圆满结束

�0��年�月��~��日，亚洲营养大会在新加坡召开。�月��日，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理学博

士Lawrence Armstrong教授主持了健康饮水专题研讨会，与众位专家探讨了饮水对健康的

重要性。会议分享了饮水状态对身体机能的短期影响（包括与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以及

长期饮水不足引发的健康隐患等知识，来自中国的马冠生教授和印尼的Hardiansyah教授分

别介绍了对中国和印尼居民所进行的饮水状况调查结果。

ILSI北美分部召开第二届饮水与健康国际会议

�00�年，国际生命科学学会（ILSI）北美分部成立了饮水（hydration）委员会，宗旨

是进一步加强对足量饮水的科学认识。继�00�年的首届会议之后，�0��年��月��~��日，

第二届饮水与健康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ydration and Health）在美国迈阿

密胜利召开。会议介绍了饮水领域的最新研究，特别探讨了饮水与健康、运动和认知能力

的相关性，以及液体摄入状况的最新数据。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刘爱玲博士在会上

介绍了中国四大城市成年居民的饮水摄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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