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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医学生经常使用的手机细菌污染情况ꎬ为高校学生卫生保健工作提供实验依据ꎮ 方法　 随机抽

取广西医科大学 １２９ 名在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并对其中 １０１ 名学生的手机表面进行采样、细菌培养及检测ꎮ 结果　 １２９
名学生中ꎬ有 ４７ 名(３６.４３％)手机累计使用时长>８ ｈ / ｄꎬ１１７ 名(９０.７０％)在实验课上使用手机ꎬ７１ 名(５５.０４％)在上实验课

时习惯把手机放在实验服口袋ꎬ１１４ 名( ８８.３７％) 将手机带入洗手间ꎬ５５ 名( ４２.６４％) 手机清洁周期超过 １ 个月ꎬ９１ 名

(７０ ５４％)认为手机携带大量细菌ꎬ只有 １２ 名 ( ９. ３０％) 能够坚持每天清洁手机ꎮ １０１ 部手机表面样本中ꎬ有 ４４ 部

(４３ ５６％)细菌总数超标ꎬ男、女生手机细菌总数超标分别为 ２６(５２.００％)和 １８ 部(３５.２９％)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８７ꎬ
Ｐ>０.０５)ꎮ 有 １３ 部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ꎬ占 １２.８７％ꎬ男、女生分别有 ７(１４.００％)和 ６ 部(１１.７６％)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０.１１ꎬＰ>０ ０５)ꎮ 结论　 医学生手机微生物污染情况严重ꎬ且缺乏认识及有效的消毒与保护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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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ꎬ手机作为校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ꎬ
在医学生的卫生安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ꎮ 国外

有研究表明ꎬ手机上遍布细菌ꎬ足有 ７ ０００ 种之多[１] ꎮ
国内有研究表明ꎬ 医 务 人 员 中 手 机 总 污 染 率 达

９３ ６％[２] ꎮ 医学生的无菌意识对今后临床工作中出现

的医源性感染起着重要作用ꎮ 为此ꎬ本研究于 ２０１８ 年

７—１２ 月以部分广西医科大学学生的手机作为样本ꎬ
了解医学生经常使用的手机上的细菌污染情况ꎬ为医

学院校的卫生保健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验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随机抽取广西医科大学 １２９ 名医学生进

行问卷调查ꎬ调查问卷共发放 １２９ 份ꎬ回收 １２９ 份ꎬ回
收率为 １００％ꎮ 方便选取其中 １０１ 名学生的手机进行

细菌污染情况检查ꎮ 问卷调查及采样检测经过广西

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ꎬ符合伦理学要求及规

则ꎮ 调查前所有研究对象均被告知实验目的、内容及

要求ꎬ且均知情同意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　 查阅相关文献[３] 自拟调查问卷ꎬ内
容包括医学生基本信息、持有手机情况、手机使用情

况和对手机可能造成个体感染的认知与态度ꎮ 问卷

信效度较好ꎮ 采用流行病学现况调查研究方法ꎬ统一

培训调查员ꎬ以宿舍为单位发放问卷ꎬ由调查员在调

查现场用统一指导语ꎮ 讲解调查研究目的、意义及填

写要求ꎬ在知情同意基础上进行自填问卷调查ꎮ 学生

独立完成问卷ꎬ对于填写不完整或不符合要求的问卷

予以剔除ꎮ
１.２.２　 采集样品　 采样及检测参照«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食品卫生学检测» [４] ( ＧＢ ４７８９.２—２０１６) 的相关方

法ꎬ将 ５ ｃｍ×５ ｃｍ 规格板放在手机表面ꎬ用无菌棉拭

子沾取灭菌生理盐水后在规格板内横竖往返各涂抹 ５
次ꎬ并随之转动棉拭子ꎬ连续采样手机正面及背面上

下部分共 ４ 个区域ꎬ采样面积约 １００ ｃｍ２ꎬ然后将棉拭

子头剪入装有 １０ ｍＬ 灭菌生理盐水的试管中ꎬ进行震

荡摇匀和编号ꎮ
对处理过的样本进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和金黄

色葡萄球菌检验ꎮ 根据«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５] ( ＧＢ
１５９８２—２０１２)的规定进行培养和观测ꎬ以手机表面细

菌>１０ ＣＦＵ / ｃｍ２ 为超标ꎬ其中菌落总数( ＣＦＵ / ｃｍ２ ) ＝
(平均每皿菌落数×采样液稀释倍数) / １００ ｃｍ２ꎻ大肠

菌群的培养方法采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餐(饮)具大

肠菌群检验方法» ( ＧＢ １４９３４—２０１６) [６] ꎬ并进行阳性

判定ꎻ金黄色葡萄球菌培养和阳性检验方法采用«公

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７](ＧＢ １８２０４.４—２０１３)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进行数据录入ꎬ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５.０ 统计软件进行 χ２ 检验和 ｔ 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手机使用情况　 １２９ 名学生中 １００.００％使用触屏

手机ꎬ ３６. ４３％ 的学生手机累计使用时长 > ８ ｈ / 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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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７０％在实验课上使用手机ꎬ５５.０４％在上实验课时

习惯把手机放在实验服口袋ꎬ８８.３７％将手机带入洗手

间ꎬ４２.６４％手机清洁周期超过 １ 个月ꎬ７０.５４％认为手

机携带大量细菌ꎬ但只有 ９.３０％的学生坚持每天清洁

手机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广西医科大学学生手机使用情况(ｎ＝ １２９)

使用情况 人数 报告率 / ％
手机累计使用时长 / (ｈｄ－１) <４ １５ １１.６３

４~ ８ ６７ ５１.９４
>８ ４７ ３６.４３

使用手机贴膜 １０３ ７９.８４
使用手机壳 １１９ ９２.２５
在实验课上使用手机 １１７ ９０.７０
在上实验课时习惯放手机的位置 实验服口袋 ７１ ５５.０４

衣兜 / 裤兜 ２６ ２０.１６
桌面 １３ １１.６３
包 / 抽屉里 １７ １３.１８

将手机带入洗手间 １１４ ８８.３７
每天洗手次数 ≤６ ４６ ３５.６６

>６ ８３ ６４.３４
认为手机携带大量细菌 ９１ ７０.５４
手机清洁周期 １ ｄ １２ ９.３０

１ 周 ４７ ３６.４３
１ 月 １５ １１.６３
>１ 月 ５５ ４２.６４

在意手机上有灰尘或手印 １１２ ８６.８２

２.２　 手机表面带菌状况 　 １０１ 部手机的细菌阳性检

出率为 １００.００％ꎬ总数超标率为 ４３.５６％(４４ 部)ꎬ平均

菌落数为 １９. ００ ＣＦＵ / ｃｍ２ꎬ最大细菌含量为 ２７０. ００
ＣＦＵ / ｃｍ２ꎮ 男、 女生手机细菌总数超标率分别为

５２ ００％(２６ / ５０)和 ３５.２９％(１８ / ５１)ꎬ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χ２ ＝ ２.８７ꎬＰ> ０.０５)ꎻ大肠菌群污染超标率分别为

２ ００％(１ / ５０)和 １.９６％(１ / ５１)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０.００ꎬＰ>０.０５)ꎮ
２.３　 手机表面金黄色葡萄球菌带菌状况　 在所采集

的 １０１ 部手机中ꎬ共有 １３ 部手机检出金黄色葡萄球

菌ꎬ污染率为 １２.８７％ꎮ 其中男生 ７ 部ꎬ女生 ６ 部ꎬ污染

率分别为 １４.００％和 １１.７６％ꎬ不同性别学生手机表面

金黄色葡萄球菌污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０.１１ꎬ
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当今时代ꎬ大学生对手机的依赖程度逐年攀升ꎮ
佟博男等[８]对某校医学生调查显示ꎬ４５０ 名在校医学

生手机依赖综合征检出率为 ３７.８％ꎮ 医学生对手机的

使用频率越来越高ꎬ同时手机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也十

分广泛ꎬ不仅应用于挂号、就诊等常规领域ꎬ还可以对

患者进行更好地疾病管理和控制[９] ꎮ 由于医学专业

课程的特殊性ꎬ医学生接触各类病原体的机会增多ꎬ
手机是医学生常用的联络工具ꎬ经常被携带进入实验

室及医院等场所ꎮ 有微生物学家认为ꎬ手机生成的热

量会为人类皮肤细菌创建一个最好的繁殖场所[１０] ꎮ
在临床工作中ꎬ手机携带的致病菌可能会造成交叉感

染ꎬ加重患者病情ꎬ甚至危害医务人员的健康ꎮ 因此ꎬ
提高医学生对手机细菌污染状况的认识ꎬ加强对手机

的清洁意识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次问卷调查发现ꎬ有 ８８.３７％的医学生手机每天

使用时长≥４ ｈꎬ９０.７０％在实验课上使用手机ꎬ５５.０４％
在上实验课时习惯把手机放在实验服口袋ꎮ 提示医

学生手机使用时长普遍较长ꎬ且经常在实验课上使用

手机ꎮ 丁然等[１１]对医学生实验服的细菌检测表明ꎬ实
验服衣袖细菌含量>１０ ＣＦＵ / ｃｍ２ 的占 ４５.０％ꎬ衣腹部

占 ５０.０％ꎬ已超过卫生部所规定的普通病房物体表面

带菌标准( １０ ＣＦＵ / ｃｍ２)ꎮ 有 ７０.５４％的医学生认为手

机携带大量细菌ꎬ但被调查学生中仍有 ８８.３７％会将手

机带入洗手间ꎬ 只有 ９. ３０％ 坚持每天清洁手机ꎬ
４２ ６４％手机清洁周期超过 １ 个月ꎮ 说明大部分医学

生对手机污染情况的认识度较好ꎬ但不够重视ꎬ没有

形成良好的使用与清洁习惯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手机表面细菌检出率为 １００.００％ꎬ

超标率为 ４３.５６％ꎬ大肠菌群超标率为 １.９８％ꎬ均高于

医务人员[１１] ꎬ说明医学生手机大部分处于高细菌超标

率状态ꎬ可能与医学生所处的实验室环境及对手机细

菌污染的了解不足等因素有关ꎮ 而大肠菌群超标率

低于大理某非医学专业高校学生[１２] ꎬ可能与医学院校

上过微生物课程ꎬ医学生对于手机的清洁力度相对高

于非医学类专业学生有关ꎮ 不同性别医学生手机表

面细菌、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超标率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ꎬ提示女生对手机的使用习惯与清洁情况

不比男生乐观ꎬ与问卷调查中医学生手机使用时长普

遍较长ꎬ大部分医学生会将手机带入实验室并在实验

课上使用的结果一致ꎮ 手机表面金黄色葡萄球菌污

染率低于 Ｂｅｃｋｓｔｒｏｍ 等[１３]对 １５０ 份手机标本的调查结

果ꎬ可能与地域文化差异及医学生所处的校园环境

相关ꎮ
医学生即将进入临床ꎬ有必要尽早培养卫生意

识ꎬ建立严格的无菌观念ꎬ减少手机污染带来的危害ꎮ
由此建议采取以下措施:(１) 减少手机的使用时长ꎻ
(２)严格限制手机在实验室和医院诊疗中的使用ꎬ在
实验室中应避免将手机放在实验操作台以及实验服

内ꎻ(３)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ꎬ在使用手机之前清洁手

部ꎬ尽量避免带手机进入卫生间ꎬ尽量不在进餐时使

用手机ꎻ(４)定期对手机表面进行清洁消毒ꎬ日常保洁

可用潮湿的软布进行擦拭ꎬ定期采用 ５００ ｍｇ / Ｌ 含氯消

毒剂或 ７５％乙醇擦拭消毒可清除存留于手机上的微

生物[１４] ꎬ有条件者可以使用紫外线照射手机表面 ３０
ｍｉｎ[１５] ꎻ(５)使用手机套ꎬ减少手机污染[１６] ꎻ(６) 避免

将手机借与他人玩ꎬ减少交叉污染[１７－１８]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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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４ 日ꎬ迪庆藏族自治州某县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以下简称“疾控中心”)收到传染病自动预

警信息系统发出的该县某小学 ３ 例急性结膜炎病例的

预警信息ꎬ随即前往该校进行疫情核实ꎮ 经现场排查

发现ꎬ该校有 ５６ 名学生出现不同程度眼睑红肿、结膜

充血、强烈异物感和流泪等急性结膜表现ꎮ 当日ꎬ辖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该事件进行了网络报告ꎮ 为

进一步核实诊断ꎬ确定疫情波及范围ꎬ查明危险因素

和病原ꎬ以便采取有效防控措施ꎬ防止疫情蔓延ꎬ６ 月 ７
日下午当地省、州、县疾控中心组成联合调查组ꎬ开展

了现场流行病学调查ꎬ收集学校基本信息、病例患病
相关信息和环境卫生状况等资料ꎬ现将调查结果报道

如下ꎮ

１　 基本情况
某小学位于城区ꎬ为全日制寄宿学校ꎬ占地面积

为 ２８ ９４４ ｍ２ꎮ 学校师生共计 ５５９ 名ꎬ其中学生 ５１５
名ꎬ教职工 ４４ 名(含专职校医 １ 名)ꎬ设四、五、六年
级ꎬ共 １２ 个班ꎮ 学校共有 ２ 栋教学楼、１ 栋学生宿舍、
１ 栋教职工宿舍、１ 个食堂和 １ 间校医室ꎮ 现场调查发

现ꎬ在此次疫情发生前ꎬ该校未见规范的晨检、因病缺
勤追踪登记本、记录信息及学校传染病报告制度ꎮ 全

校仅 １ 间公共厕所ꎬ厕所为蹲坑式ꎬ每周由各个班级轮
值清扫ꎬ未定期对厕所开展消毒ꎮ 仅厕所门口及学生

宿舍门口处分别设置有 ２ 个和 ６ 个水龙头ꎬ可供学生

洗手ꎬ洗手处无洗手液或肥皂ꎬ洗手设施配备不足ꎮ
各班级卫生由各班学生负责ꎬ走廊和外环境卫生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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