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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发展，高校的人数比例迅速增加，学生宿舍作为高校重要的生活用水单元，其用水规划在高校的水
资源管理中不可忽视。以北京市 3所高校学生宿舍为例，各高校人均用水量均低于相应规范的推荐值，在不同生源的宿舍楼和
特殊年份中表现出差异性。选取 a高校的用水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以用水人数、房间数和建筑面积作为自变量对
总用水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的拟合方程相比仅以用水人数进行一元线性回归的拟合方程的 R2高，且 R2在 0.98以上，具有较
好的回归效果；线性回归前进行分类或聚类能取得更好的拟合效果，在多元线性回归中根据有无独立卫浴分类优于聚类；不同
集合的回归方程的系数具有差异性。
关键词：高校；学生宿舍；人均用水量；聚类分析；线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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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Linear Regression of Water Consumption Per Capita of
University Dormitories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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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proportion of universities has increased rapidly.
Being important water unit of universities， water use planning （WUP） of student dormitory is important. Taking the
dormitories of three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as examples， water consumption per capita is lower than the recommended
value of the corresponding codes in each university and is different in the dormitories with different student sources
or in special years. Th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water data in a university is carried out. The conclusions are that
R2 of the fitting equation of th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with the number of water users， the number of rooms and
the building area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for the total water consumpt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linear regression
equation only with the number of water users. The R2 are above 0.98 which has a good regression effect； Classification
or clustering before linear regression can achieve better fitting results. Classif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presence or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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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用水总量迅
速增长，其中城市生活用水量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
增加在持续增加［1］。学校是城市中的重要用水单元，
学生是城市生活用水的重要主体［2］。 2021 年全国共
有各级各类学校 52.93万所，在校学生 2.91亿人，专
任教师 1 844.37 万人，学校用水量是城市生活用水
量的重要组成部分［3］。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某高校
1年的用水量约为 450万 m3，相当于北京市 1 d的生
活用水量。伴随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发展，
我国大学生人数迅速增加，高校用水量也迅速增加［4］。
高校学生宿舍的平均用水总量仅次于食堂用水量［5］，
是高校生活用水的重要单元。 宿舍用水类型包括饮
用、冲厕、盥洗、淋浴、洗衣服等，用水特点是人员集
中且用水量较大。由于设施设备落后、漏损严重、用
水人数急增，高校用水量增长迅速［6］。近年来北京市
政府大力推进节水型校园建设工作，据央广网报道，
2019年北京市十余所高校试点“合同节水”。

鉴于高校学生宿舍用水调控的重要性和结构
的复杂性，国内外学者对高校学生宿舍用水开展了
许多相关研究。例如，葛学伟［7］统计了天津某高校集
体宿舍二次供水的水量变化、用水规模和用户类型
等，提出了冲厕取水量的修订意见；杨琪［8］统计了天
津大学不同时间段的用水量变化情况，得到宿舍每
天最大瞬时秒流量大于最大小时平均秒流量的概率
约为 33%；王毅等 ［9］统计了北京工业大学学生宿舍
中不同用水器具的耗水情况，认为感应式小便槽的
节水效果在学生宿舍中的效果较差；付婉霞等 ［10］统
计了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宿舍在不同季度的用水量，
发现夏季平均用水量是冬季平均用水量的 1.63 倍，
不同季度的节假日和平日用水量均较相近；谢凡 ［11］

测试了节水器具对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宿舍的节水
效果，认为节水器具对学生宿舍用水情况影响较大，
可降低 13.46 L/（人·d）的用水量；高成康等 ［12］基于
SFA 法对东北大学的用水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学
生宿舍排出的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为悬浮颗粒和氮磷
化合物，处理难度较小，可加大废水回用力度；Berardi
等 ［13］比较了美国 LEED（美国的一个绿色建筑评价
体系）与非 LEED 宿舍的用水量，认为两者用水量

的差异主要在于洗澡时间；Valentukevic姚 iene觶等 ［14］对
Vilnius Gediminas Technical University（维尔纽斯格迪
米纳斯技术大学）学生宿舍中的中水回用系统进行了
分析，发现中水回用系统中效益较佳的中水主要来自
于淋浴废水；Gao 等 ［15］通过对东北大学学生宿舍的
管道系统进行改良，将洗涤间废水回用至厕所，实现
了平均每人每年节约 2.13 m3水量的节水效果。

学生宿舍是高校重要的生活用水建筑，但是关于
学生宿舍用水结构和用水规律的分析仍不够完善，
目前缺乏有效的用水量计算方法。因此，笔者对北京
市 3所不同高校学生宿舍人均用水量进行比较以分
析人均用水量的特异性，对高校用水量数据进行线
性回归从而建立相关的用水量回归方程，通过剔除
异常值、分类和聚类优化回归结果，旨在提高高校
学生宿舍用水量预测精度，为城市建筑给水排水设
计和水资源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 数据与分析方法

1. 1 研究区域
北京市位于华北平原北部，属暖温带半湿润大

陆性季风气候区，季风性特征明显，年平均降水量约
为 600 mm，年平均气温约为 12.9℃。2007—2017年，
北京市的城镇化率均保持在 86%左右，而我国整体
城镇化率仅为 60%［16］。北京市拥有本科院校、高职院
校、成人高校、军事院校等高等院校 122 所，在校大
学生人数超 100 万人，在校研究生人数超 41 万人，
位居全国第一［17］，因此选择北京市高校进行学生宿
舍用水量研究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1. 2 研究数据

研究数据取自北京市的 3 所高校，分别以编号
a、b、c 表示，a 高校数据由笔者调查统计得到，b、c
高校数据取自相关文献，统计数据中的宿舍编号不代
表该高校实际规定的宿舍编号。 各高校的数据特征
如下：

1）a 高校共收集到 2015 年 23 栋宿舍楼的年用
水量、用水人数、建筑面积（指所有住人楼层的平面
面积的总和）和房间数等数据，其中 1～13号宿舍楼
为本科生宿舍，14～16号宿舍楼为硕士研究生宿舍，

sence of independent toilets in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is better than clustering； The coefficients of the regression
equations of different sets are different.
Key words： university； student dormitories； water consumption per capita； clustering analysis； linear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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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号宿舍楼为继续教育学生宿舍，20～23 号宿
舍楼为留学生宿舍；1～16 号宿舍楼有独立卫浴，
17～23号宿舍楼无独立卫浴。

2）b高校［9］共收集到 2008年 4栋宿舍楼在不同
季节正常教学时间段的平均用水量和相应的用水人
数，4栋宿舍楼均无独立卫浴。

3）c 高校共收集到 5 栋宿舍楼的用水量、用水/
设计人数，其中 1号宿舍楼［10］无独立卫浴，统计年份
为 2002年，统计水量数据为正常教学时间段的平均
用水量，统计人数为用水人数；2～5 号宿舍楼［11］中，
2号宿舍楼有独立卫浴，1、3、4、5号宿舍楼无独立卫
浴，统计年份为 2016—2020 年，统计水量数据为年
用水量，统计人数为设计人数。

统计数据中，各用水量单位均为 m3。基于各高校
的实际用水量数据，计算建筑物的人均日用水量［18］：

D= 1 000B
NT

。 （1）

式中：D 为人均日用水量，L/（人·d）；B 为建筑物的
用水量，m3；N为用水人数；T为统计持续时间，d。
1. 3 数据回归分析方法

线性回归常使用相关性分析遴选参数，考虑到
b高校数据年份较久远，不具有较好的回归价值，c高
校多数宿舍楼统计的是设计人数，不适合进行回归
分析，a高校统计的为用水人数，同时样本量较多，因
此采用 a 高校的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直接使用
线性回归计算的结果可能会不理想，因此笔者辅以
分类或聚类提高数据的拟合精度或帮助结构化分析
数据的关联性［19］，并对比和检验直接使用分类和聚
类是否会对回归计算结果精度产生影响。 数据回归
分析的步骤如下：

1）通过相关性分析求得斯皮尔曼相关性系数，
根据相关性系数选择适宜的变量参数参与线性回归。

2）分 2 种情景进行回归分析，一种是以用水人
数作为自变量对用水量作一元线性回归，另一种是
以用水人数和其他所选变量在不同集合对用水量作
多元线性回归。

3）对于一元线性回归，分 2次进行：第 1次不进
行分类，以所有宿舍楼数据进行回归；第 2次根据有
无独立卫浴进行分别回归。

4）对于多元线性回归，分 3次进行：第 1次不进
行分类，以所有宿舍楼数据进行回归；第 2次根据有
无独立卫浴将数据集划分为 2 类进行回归，数据集
与一元线性回归的分类保持相同；第 3 次通过Ward

聚类分析，根据所选数据将其分为若干集合，对不同
集合进行多元回归。

5）计算线性回归方程，统计决定系数 R2和显著
性系数 P，回归方程的形式为［20］：

B赞 =β0+ β1x1+ β2x2+ β3x3。 （2）

式中：B赞为年用水量的计算值；β0、β1、β2、β3为回归系
数；x1为用水人数；x2为房间数；x3为建筑面积。对于
一元线性回归，式中不含 x2和 x3变量及相应的回归
系数 β2、β3。

6）通过计算回归值的时序残差分析数据的奇异
点，剔除奇异点数据后重复步骤 5，直至无异常值，
即得回归方程。

回归分析步骤中相应参数和名词的解释如下：
1）斯皮尔曼相关性系数
皮尔逊（Pearson）相关性系数和斯皮尔曼（Spear-

man）相关性系数是相关性分析常用的相关性系数［21］，
考虑到公寓用水的影响因子波动性较强，笔者选择
斯皮尔曼相关性系数进行相关性分析。 计算该系数
首先要对被分析的数据分别进行排序，记录每个数据
的秩次 xi和 yi，而后代入式（3）：

r=1- 6Σd2
i

n（n2-1）
。 （3）

式中：r 为斯皮尔曼相关性系数；di 为第 i 个数据对
的秩次之差，即 xi－yi；n为总的观测样本数。

r 取值为－1～1，r 越接近于 1，说明两个变量正
相关性越好；r 越接近于－1，说明两个变量负相关性
越好；r 越接近于 0，说明两个变量不存在相关性。
一般认为 r 在 0.8以上数据间有强的相关性， r 在
0.3～0.8 之间数据间有弱的相关性， r 在 0.3 以下
数据间没有相关性。最后还应对 r 进行显著性检验，
为与线性回归中的显著性系数 P 做区分，相关性系
数的显著性系数以 p表示。一般认为显著性系数 p＜
0.01 时 r 的结果显著可信，0.01≤p＜0.05 时 r 的结
果比较可信，p≥0.05时 r的结果不太可信，该定量方
法对于 P和 R2同样适用。

2）Ward聚类法
Ward 聚类法认为当同类的样本离差平方和最

小时，分类是合理和恰当的。假设有若干样本，欲将其
划分为 m 类，记为 G1，G2，…，Gm-1，Gm，则 Gj 的离差
平方和为：

Wj=
nj

i=1
Σ（Xij-X軍j）T（Xij-X軍j）。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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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j 为 Gj 的离差平方和；nj 为 Gj 中的样本数；

X軍j为 Gj的重心；Xij为第 j个分类样本中的第 i个样本。
由式（4）可得到单类聚类集合的离差平方和，然

后对所有离差平方和进行加和，通过改变聚类数，当
取得最小离差平方和的加和时，即认为此为最佳的
聚类数和聚类集合。

3）根据残差剔除奇异点
残差是因变量的观测值 yi 与回归方程求出的

预测值y赞 i之差，第 i个数据的残差值为：
ei=yi- y赞 i。 （5）

残差是线性回归模型中误差的估计值，为了比
较残差值将残差除以独立于其值的标准差估计值，
即将残差 Student 化，Student 化残差具有一定自由
度的 t分布，求得 t分布在 95%置信区间外的数据区
间，若区间偏离 0 点，即认为该数据是可能的异常
值，通过对可能的异常值进一步分析，确定异常值并
剔除。

2 宿舍人均用水量分析

用水定额是建筑物用水的重要统计指标，直接
影响建筑的给水排水设计，在 GB 50015—2019《建
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中已对宿舍
用水定额的取值范围做出规定 ［23］：居室内设卫生间
的宿舍其平均日用水定额为 90～120 L/（人·d），设
公用盥洗卫生间即居室内未设卫生间的宿舍其平均
日用水定额为 130～160 L/（人·d）。但在实际情况中，
宿舍楼之间差异较大，居住对象也不同，简单用统一
的标准可能无法准确反映用水特征。将 3 所高校学
生宿舍人均用水量绘制于图 1。

从图 1可以看出，除 c高校的 1号宿舍楼外，有
独立卫浴宿舍的人均用水量均大于无独立卫浴宿
舍，这一点与标准中的规定相契合，但多数宿舍楼的
人均用水量低于标准定额的最低取值。 陈浩［23］运用
概率测算法计算了公寓人均用水量，计算结果为含
淋浴设施宿舍的人均用水量为 80～100 L/（人·d），而
无淋浴设施宿舍的人均用水量为 20～40 L/（人·d），
也小于标准所给定的平均日用水定额。

b高校所有宿舍楼、c高校 1号宿舍楼无独立卫
浴，统计时间为正常教学时间段，因此宿舍用水量并
不受节假日和学生返乡的影响，理论上以教学时间
段统计数据计算的人均用水量应大于相同环境条件
下以全年时间段统计数据计算的人均用水量，但是
b高校的人均用水量与 c高校 3～5号宿舍楼的人均
用水量相近，且 c 高校 1 号宿舍楼的人均用水量远
大于其他无独立卫浴的宿舍楼。c高校 1号宿舍楼的
数据是在 2002 年统计的，当时的管道系统较老旧、
用水设施落后、漏损现象较严重，因此该年的人均用
水量较高。b高校的数据是在 2008年统计的，相比 c
高校 1 号宿舍楼，b 高校的人均用水量有了显著降
低，说明北京市在该时间段内采取的节水措施较为
成功，例如加快推广陶瓷磨片密闭式水龙头代替铸铁
螺旋升降式水龙头，该措施可节约宿舍龙头出水量约
20%～30%［24］。2008年后随着北京市社会经济的快速
发展，较多高校学生宿舍的管道进行了维护或采取
了更节水的设备设施，并大力组织节水宣传工作，使
得宿舍用水效率得到提高，但是公共洗衣机逐渐引入
各个高校，一般洗衣机的用水量大于手洗，同时各高
校更加追求宿舍生活环境质量的提高，清洁工作更加
频繁，导致用水量增加，因此虽然 c 高校 3～5 号宿
舍楼的统计时间为一年，且用水效率和节水意识得以
提高，但是由于用水量增加，c 高校无独立卫浴宿舍
2016 年的人均用水量反而与 b 高校 2008 年的人均
用水量接近。 由于 b 高校的统计时间为正常教学时
间段，若受节假日和学生返乡影响，折算全年得到的
用水定额应更低，因此按年计算时，c 高校无独立卫
浴宿舍的人均用水量可能高于 b高校。该现象说明，
以近年数据对比 2008年左右的数据，高校人均用水
量不降反增可能是正常现象，这是由于用水器具发
生了改变且环境要求提高了，人均用水量在时间序
列上的变化不能简单认为具有线性关系，建议分析
宿舍人均用水量随年份变化情况时，将对比范围缩
小至近期比较更具有合理性。

图 1 不同高校学生宿舍人均用水量
Fig. 1 Water consumption per capita in different university

dormi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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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参数与总用水量的相关性
Tab. 1 Correlation of different parameters with total water

相关性参数 房间数 建筑面积

r
p

0.84
6.76×10-7

0.88
6.44×10-8

宿舍内学生类型可能影响人均用水量，a 高校
不同类型生源宿舍人均用水量见图 2。

从图 2可以看出，在无独立卫浴的情况下，硕士
研究生的人均用水量大于本科生；在有独立卫浴的
情况下，继续教育学生的人均用水量大于留学生；留
学生的人均用水量与硕士研究生接近。 硕士研究生
人均用水量大于本科生的原因可能是硕士研究生课
业相对较少，在宿舍的时间会多于本科生，因此会
增加用水量。 继续教育学生人均用水量较大的主要
原因是学生大多是在职人员，有稳定的经济收入，生
活品质较高，用水需求较大。

图 3 展示了 c 高校 2～5 号宿舍楼 2016 年至
2020年的人均用水量。

从图 3 可以看出 ，4 号宿舍楼人均用水量在
2017 年突降，这是由于当年宿舍楼流量计运行不稳
定出现数据回传失败情况导致的 ［11］，因此该校各宿
舍楼人均用水量突降实际发生在 2020年，该年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上半学年多数学生无法返校，宿舍
用水处于停摆或极低状态，直至下半学年才恢复正
常，受实际用水时间的影响，总用水量迅速降低，又
因 c 高校统计的是设计人数，故人均用水量也发生
突降。 受北京市 2022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北京市高校学生宿舍的总用水量也可能会减少，建
议统计分析时应斟酌考虑该时间段的用水数据，不
能未经处理就将 2020 年和 2022 年的用水数据与
邻近年用水数据简单地归入一个集合。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除了受宿舍楼有无独立卫
浴的影响，人均用水量还随多种因素而变化，如用
水时间段、用水人员和特殊事件干扰等，在设计时
仅考虑用水人数计算设计用水量可能会产生误差，
用水定额估计过大会增加工程造价，用水定额估计
过小有失安全性，因此应多角度、多因素综合考虑
来确定和计算宿舍用水量。

3 线性回归结果和分析

对 a高校做用水人数与相应总用水量的相关性
分析，得到 r=0.49、p=0.02；若将 a、b 高校的所有宿
舍楼和 c高校的 1号宿舍楼作为一个集合进行相应
相关性分析，得到 r=0.54、p=0.001 4。以上相关性结果
的 p 均小于 0.05，表明该相关性结果比较可信。进
一步分析 a高校统计的房间数和建筑面积 2个参数
是否可以代入用水量的计算公式中，相关性分析结
果见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出，房间数、建筑面积与总用水
量的 r 在 0.8 以上，表明数据间具有很好的相关性，
p 远小于 0.01，说明该相关性结果显著可信，因此房
间数和建筑面积具有作为计算用水量的价值，计算
用水量时应视情况考虑这 2个参数的影响。房间数和
建筑面积与总用水量有较好的相关性，可作为线性

图 2 a 高校不同生源宿舍人均用水量
Fig. 2 Water consumption per capita of different student

dormitories in a university

图 3 c 高校宿舍 2016—2020 年的人均用水量
Fig. 3 Water consumption per capita of student dormitories in

c unicersity from 2016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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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的自变量参数，用水人数与总用水量的相关性
虽较低，但其仍然是给水排水设计中的重要参数，因
此本节将以用水人数作为自变量对用水量作一元
线性回归，以用水人数、房间数和建筑面积作为自
变量对用水量作多元线性回归。

以用水人数、房间数、建筑面积和总用水量作
为聚类依据对 a 高校相关数据进行 Ward 法聚类，
聚类系统图见图 4。由于统计数据样本较少，为防止
过拟合现象发生，将所有宿舍划分为 2类集合，集合
1为 1～13号宿舍楼，集合 2为 14～23号宿舍楼。

从回归残差时序结果来看，一元线性回归中，无
独立卫浴宿舍集合中异常值为 14号宿舍楼和 15号
宿舍楼，这 2 个宿舍楼的人均用水量较大，在相似
人均用水量的情况下，与 16号宿舍楼相比用水量和
用水人数较大，因此认定为异常值；有独立卫浴宿
舍集合中无异常值。 多元线性回归中，无独立卫浴
宿舍集合中异常值为 2 号宿舍楼，有独立卫浴宿舍
集合中异常值为 19号宿舍楼，这 2个宿舍楼的残差
t分布范围与原点较远，因此认定为异常值；聚类分析
的各集合中，集合 1 中异常值为 2 号宿舍楼，集合 2
中异常值为 19 号宿舍楼。 2 号宿舍楼在用水人数、
房间数和建筑面积相同情况下用水量过小，19 号宿
舍楼在用水人数、房间数和建筑面积相同情况下用
水量过大，因此二者被认定为异常值。

剔除异常值后，以有无独立卫浴进行分类进行
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回归结果见图 5，以有无独立卫
浴进行分类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回归结果见

图 6，以聚类分析的 2类集合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的回归结果见图 7。

上述回归分析的回归方程参数统计于表 2，该
回归结果的 R2较高、P 较低，表明回归结果较优，可
为 a高校学生宿舍用水量估算提供参考，为城市建筑
给水排水设计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从表 2可以看出：
1）剔除异常值后 R2增大、P 值减小，说明回归

图 4 宿舍用水特征的聚类系统图
Fig. 4 Clustering system diagram of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use in

dormitories

图 5 一元线性回归-在有无独立卫浴集合中
Fig. 5 Un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 in sets with or without

separate toilets

图 6 多元线性回归-在有无独立卫浴集合中
Fig. 6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 in sets with or without

separate toilets

图 7 多元线性回归-在集合 1 和 2 中
Fig. 7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 in sets of ［1］ an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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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回归方程参数
Tab. 2 Regression equation parameters

回归类型 集合类型 β0

［用水人数］

系数 β1

［房间数］

系数 β2

［建筑面积］

系数 β3

R2

剔除后

P
剔除后

R2

剔除前

P
剔除前

一元线性回归

多元线性回归

不分类

无独立卫浴

有独立卫浴

不分类

无独立卫浴

有独立卫浴

集合 1
集合 2

5 896.13
－818.96
-29.30

1 496.11
－2 286.12
6 881.59
－1 374.93
3 313.10

10.48
12.67
32.58

0.30
8.37

－50.49
29.71
－4.35

3.94
6.00

－23.87
25.02
4.81

0.86
0.39
3.53
－2.20
0.96

0.54
0.85

0.90

0.98
0.98
0.87

1.40×10-4

2.43×10-6

2.96×10-9

0.027
2.97×10-7

0.010

0.34
0.81
0.76

0.82
0.96
0.78
0.94
0.71

0.003
2.90×10-6

0.010

3.30×10-7

6.20×10-9

0.161
5.96×10-6

0.044

结果更优且更可信，可见剔除异常值有利于优化线
性回归。

2）剔除异常值的各集合中，多元线性回归的 R2

均大于一元线性回归，说明仅以用水人数对用水量
进行回归的误差较大，增加适宜的额外参数可以提
高回归结果的精确性。在进行宿舍用水量设计时，应
该考虑房间数和建筑面积对设计的影响，这有助于
科学计量宿舍用水定额，提高宿舍用水量设计的准
确性。

3）一元线性回归的不分类集合中 R2较分类集
合低，多元线性回归的不分类集合中 R2较无独立卫
浴和集合 1 低，较有独立卫浴和集合 2 高，可能是
由于有独立卫浴和集合 2的样本量少使得回归结果
较差，说明适当的分类或聚类有利于优化线性回归
结果，但当样本量较少时，应对比分类或聚类前后
的效果再决定是否需要进行分类或聚类。

4）一元线性回归中，有独立卫浴宿舍的 β1大于
无独立卫浴宿舍，当 β0较小时，β1可近似看作该类宿
舍楼的人均用水量，β0越小，β1与该集合的人均用水
量越接近。 β1仅在多元线性回归的有独立卫浴和集
合 2中为负值，β3数值较大，集合 2中的多数宿舍楼
有独立卫浴，表明有独立卫浴的宿舍在多元线性回
归方程中随着用水人数的增加，总用水量反而减少，
可能的原因是对于有独立卫浴的宿舍，建筑面积是
用水人数的函数，建筑面积随用水人数的增加而增
加，a 学校有独立卫浴的宿舍楼为单人间或双人间，
因此人均建筑面积较大，又因数值上建筑面积较用
水人数大，导致 β1 为负值，若要使 β1 为正值，可对
数据按类型进行归一化处理后再进行回归。

4 结 论

1）对 3 所高校的人均用水量进行计算和比较，
其人均用水量低于现行国家标准给出的用水定额，
这是由于学生返乡、节假日和用水结构发生变化导
致的；相同建筑条件（有无独立卫浴）下，宿舍内的
用水人员、不同时间的用水设施条件差异和特殊事
件均会影响人均用水量。

2）房间数和建筑面积与总用水量的相关性较好，
以 a 高校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多元线性回归优于一
元线性回归，说明在设计用水量/用水定额时应加以
考虑房间数和建筑面积对设计的影响。

3）按有无独立卫浴对宿舍楼进行分类或适当的
聚类，可以有效提高回归拟合效果，但在样本量较少
时，应对比分类或聚类前后的效果再决定是否需要

进行分类或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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