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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浙江省中小学校教室采光照明情况ꎬ为改善中小学校教学和卫生环境提供依据ꎮ 方法　 依据学

校卫生相关规定和卫生标准ꎬ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每年对浙江省 ３３ 所中小学校抽检的 １９８ 间教室进行现场监测和分析ꎮ 结果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监测的教室采光系数、窗地面积比、后墙反射比的合格率分别为 ８４.５％ꎬ９３.６％ꎬ３９.６％ꎬ教室课桌面平均照

度、课桌面照度均匀度、黑板面平均照度、黑板面照度均匀度的合格率逐年提高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２４.５９ꎬ
８６.２８ꎬ１０５.４３ꎬ８.４９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黑板面平均照度的合格率ꎬ城市(７２.６％)高于农村(６１.４％)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８.２５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浙江省中小学校教室照明卫生监测的各指标合格率 ２０１７ 年较 ２０１５ꎬ２０１６ 年有明显提高ꎬ教室采光

指标中的后墙反射比合格率较低ꎮ 需要政府部门出台相应政策ꎬ有效改善中小学校教室采光照明现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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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青少年近视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要公共

卫生问题ꎮ 近视多发生在中小学阶段ꎬ学校教室是学

生学习和进行各种活动的主要场所ꎬ学校教室的采光

和照明环境对学生的视觉活动有重要影响ꎮ 良好的

光环境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和减少视觉疲劳ꎬ保护青少

年学生的视力[１－３] ꎮ 为了解浙江省中小学校教室采光

和照明卫生状况ꎬ为教育和卫生行政部门及学校制定

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ꎬ本研究对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浙江

省中小学校教室进行监测ꎬ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将浙江省 １１ 个市的中小学校分为城市组

和农村组ꎬ按多阶段随机抽样原则在城市组 ５ 个地区

和农村组 ６ 个地区各选取 １ 所小学和 ２ 所中学ꎮ 每所

学校按教室结构、楼层、朝向、采光类型等选取具有代

表性的 ６ 间教室进行检测ꎮ 共监测学校 ９９ 所ꎬ教室

５９４ 间ꎬ其中城市教室 ２７０ 间ꎬ农村教室 ３２４ 间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监测内容 　 教室采光的卫生监测指标主要包

括采光系数、窗地面积比、后墙反射比等ꎻ教室照明的

卫生监测指标主要包括课桌面平均照度、课桌面照度

均匀度、黑板面平均照度、黑板面照度均匀度等ꎮ
１.２.２　 测量方法与评价标准　 按照«采光测量方法»
(ＧＢ / Ｔ ５６９９－２００８) [４] 、«照明测量方法»(ＧＢ / Ｔ ５７００－
２００８) [５] ꎬ使用 ＴＥＳ－１３３２ 照度仪(经计量认证检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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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或按校准证书校正)ꎬ监测人员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从事学校卫生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ꎬ并经统一培训

合格后参与监测ꎮ 监测结果按照«中小学校教室采光

和照明卫生标准» ( ＧＢ ７７９３ － ２０１０) [６] 、«学校卫生综

合评价»(ＧＢ １８２０５－２０１２) [７] 进行评价和判定 ꎬ以采

光系数≥２.２％、窗地面积比≥１ ∶ ５、后墙反射比为 ０.７
~ ０.８ꎬ课桌面平均照度≥３００ ｌｘ、课桌面照度均匀度≥
０.７、黑板面平均照度≥５００ ｌｘ、黑板面照度均匀度≥
０.８作为各指标评价的合格标准ꎮ
１.３　 质量控制　 调查前由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定

监测方案和计划ꎬ组织监测人员进行技术培训ꎬ统一

配备监测仪器ꎬ严格监测技术和方法ꎬ并进行预测考

核ꎬ合格后方能进行现场监测ꎮ 现场监测中严格控制

测量误差ꎬ并确保数据录入准确ꎮ
１.４ 　 统计分析 　 数据录入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百分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教室采光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教室采光系数、窗地面

积比、后墙反射比的合格率分别为 ８４. ５％ꎬ ９３. ６％ꎬ
３９.６％ꎬ年度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教室采光系数、窗地面积比、后墙反射比的合格率ꎬ中
学与小学、城市与农村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教室照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教室课桌面平均照度、
课桌面照度均匀度、黑板面平均照度、黑板面照度均

匀度的合格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黑板面平均照度的合格率城市高于农村ꎬ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课桌面平均照度、课桌面照度均匀

度、黑板面照度均匀度ꎬ中、小学校之间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浙江省不同组别教室采光照明监测项目合格率比较

组别 教室数 统计值 采光系数 窗地面积比 后墙反射比
课桌面

平均照度

课桌面照

度均匀度

黑板面

平均照度

黑板面照

度均匀度
年度 ２０１５ １９８ １６２(８１.８) １８１(９１.４) ６９(３４.８) １４９(７５.３) ８６(４３.４) ８１(４０.９) １４８(７４.７)

２０１６ １９８ １６７(８４.３) １８８(９４.９) ７５(３７.９) １６６(８３.８) １１１(５６.１) １３７(６９.２) １５８(７９.８)
２０１７ １９８ １７３(８７.４) １８７(９４.４) ９１(４６.０) １８５(９３.４) １７３(８７.４) １７７(８９.４) １７１(８６.４)

χ２ 值 ２.３４ ２.４２ ５.４６ ２４.５９ ８６.２８ １０５.４３ ８.４９
Ｐ 值 ０.３１ ０.３０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学段 小学 １９８ １７４(８７.９) １８４(９２.９) ７９(３９.９) １６３(８２.３) １２０(６０.６) １３１(６６.２) １５６(７８.８)
中学 ３９６ ３２８(８２.８) ３７２(９３.９) １５６(３９.４) ３３７(８５.１) ２４９(６２.９) ２６４(６６.７) ３２１(８１.１)

χ２ 值 ２.５７ ０.２３ ０.０１ ０.７７ ０.２９ ０.０２ ０.４３
Ｐ 值 ０.１１ ０.６４ ０.９１ ０.３８ ０.５９ ０.９０ ０.５１

地区 城市 ２７０ ２２２(８２.２) ２５１(９３.０) １０６(３９.３) ２３２(８５.９) １７１(６３.３) １９６(７２.６) ２１８(８０.７)
农村 ３２４ ２８０(８６.４) ３０５(９４.１) １２９(３９.８) ２６８(８２.７) １９９(６１.４) １９９(６１.４) ２５９(７９.９)

χ２ 值 １.９８ ０.３４ ０.０２ １.１４ ０.２３ ８.２５ ０.０６
Ｐ 值 ０.１６ ０.５６ ０.８９ ０.２９ ０.６３ ０.００ ０.８１

合计 ５９４ ５０２(８４.５) ５５６(９３.６) ２３５(３９.６) ５００(８４.２) ３７０(６２.３) ３９５(６６.５) ４７７(８０.３)

　 注:()内数字为合格率 / ％ꎮ

３　 讨论

浙江省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卫生监测各指标中ꎬ采
光系数和窗地面积比合格率较高(均超过 ８０％)ꎬ但教

室后墙反射比合格率偏低(３９.６％)ꎬ与有关文献报道

一致[８－１０] ꎮ 主要原因是学校的教室后墙较多用来做

成了黑板报和学习园地、公告栏ꎬ有些教室后墙处放

置了较高的书柜等ꎮ
２０１５ 年监测发现的黑板面平均照度的合格率较

低ꎬ主要原因是一些教室未设置黑板灯或者黑板灯设

置不合理ꎬ部分配备黑板灯的教室灯具的照度不足ꎬ
此外ꎬ教室多媒体教学设备的设置影响了黑板灯位置

的合理安装等ꎻ２０１５ 年学校课桌面照度均匀度的合格

率也不高ꎬ主要原因包括教室的照明灯具数量不足或

本身照度不够ꎬ同时存在照明灯具悬挂高度过高、部
分教室灯具陈旧老化且未及时更换、照明灯具的设置

布局不合理等ꎮ
浙江省中小学校教室照明卫生监测的教室课桌

面平均照度、课桌面照度均匀度、黑板面平均照度、黑
板面照度均匀度的合格率ꎬ２０１７ 年较 ２０１５ꎬ２０１６ 年均

有明显提高ꎬ主要原因是实施监测的卫生机构将监测

结果通过反馈给学校、通报教育行政部门与卫生行政

部门、报告上级机构业务部门ꎬ以及纳入当地健康促

进学校考核指标等途径ꎬ引起各中小学校的重视ꎬ促
进学校对不合格的指标进行积极整改和完善ꎮ 另外ꎬ
浙江省教育部门高度重视学校卫生工作ꎬ出台了强有

力的政策支持ꎮ ２０１６ 年浙江省教育厅开展了为全省 １
万所农村中小学校进行教室灯光照明设备改造ꎬ旨在

改善照明环境ꎬ保障学生健康成长ꎮ 因此ꎬ通过监测、
加强督促ꎬ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并出台相应政策ꎬ能
够有效改善中小学校教室采光照明现状ꎮ 各级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应将学校教学环境卫生监测的结果反

馈给学校和教育部门ꎬ监督机构加强执法监督ꎬ督促

学校整改到位ꎬ 才能有效改善学校教室采光照明

状况ꎮ (下转第 ８９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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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相对较低的原因之一ꎮ 另外ꎬ同伴和教师是中学

生学校生活中的重要他人ꎬ是影响青少年生活满意度

的重要人群[２１] ꎮ 较低应答率的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

会导致较差水平的生活满意度ꎬ可能是一般适应组和

适应不良组生活满意度较差的原因ꎮ 提示教育工作

者要针对学校适应不同类别的学生进行教育干预ꎬ同
时着重关注女生和高年级学生的心理变化ꎬ尤其是同

伴关系和师生关系相对一般的学生群体ꎬ提高学校适

应和生活满意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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