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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冬季空气质量变化情况ꎬ为指导学校安排最佳体育课和课外运动时间提供依据ꎮ 方法 　 收集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每天 ６:００—２０:００ 保定市空气质量指数(ＡＱＩ)数据ꎬ录入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ꎮ 结果　 共调查 ９２ ｄ 的 ＡＱＩ 数据 ７３６ 个ꎬ中位数为 １６５.５(２２~ ５００)ꎬ全部监测结果优良仅占 １ / ３ꎬ其中优 ８８ 个(１２.０％)ꎬ
良 １６５ 个(２２.４％)ꎬ中度及以上 ３８７ 个(５２.５％)ꎮ 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空气质量指数最低ꎬ中位数范围为 １１９~ １０５ꎬ空气质量好于

其他时间(Ｈ＝ １９.０１４ꎬＰ<０.０１)ꎻ空气质量为优良的天数比例为 ４６.７％ꎬ高于其他时间(χ２ ＝ ２０.０３８ꎬＰ<０.０１)ꎻ６:００—１０:００ 空

气质量最差ꎬ中度以上污染的天数比例分别为 ６０.９％ꎬ６２.０％ꎬ６２.０％ꎻ１８:００ 以后空气质量逐渐变差ꎮ 结论　 不同时间空气

污染情况存在差别ꎮ 应尽量选择 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时间安排体育课和课外活动ꎮ
【关键词】 　 空气污染ꎻ环境监测ꎻ组织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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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质量随季节变化明显ꎬ冬季空气污染最严

重[１] ꎬ尤其是我国北方地区ꎮ 严重的空气污染对学校

体育课和课外活动的安排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影

响[２－４] ꎬ合理的时间安排可改善儿童青少年学生体力

活动不足ꎬ提高身体活动水平[５－６] ꎮ 气象要素对大气

污染物有制约关系ꎬ空气污染指数与降水量、风速、逆
温线性相关[１ꎬ７] ꎮ 空气质量指数 (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ꎬ
ＡＱＩ)是定量描述空气质量状况的无量纲指数[８] ꎮ 为

了解冬季空气质量变化情况ꎬ以期为指导学校安排最

佳体育课和课外活动时间提供依据ꎬ笔者对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保定市空气质量进行了分析

评价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保部每日发布的

保定市环境质量实时监测数据ꎮ
１.２ 　 方法 　 登录环保部网站进行数据采集ꎬ收集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共 ９２ ｄ ６:００ꎬ
８:００ꎬ１０:００ꎬ１２:００ꎬ１４:００ꎬ１６:００ꎬ１８:００ꎬ２０:００ 保定

市空气质量指数 ＡＱＩ 数据ꎮ
１.３　 评价标准[７] 　 空气质量指数:一级(０ ~ ５０)为优ꎬ
二级(５１ ~ １００)为良ꎬ 三级(１０１ ~ １５０)为轻度污染ꎬ四
级(１５１ ~ ２００)为中度污染ꎬ五级(２０１ ~ ３００)为重度污

染ꎬ六级( >３００)为严重污染ꎮ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３７４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第 ３８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３



析ꎬ不同时间空气质 量 指 数 比 较 使 用 秩 和 检 验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验)ꎬ空气质量分级的天数比较使

用 χ２ 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实时监测数据情况 　 ６:００—２０:００ 空气质量指

数结果符合偏态分布(偏度 ０.６８８ꎬ峰度－０.５００)ꎬ中位

数为 １６５.５ꎬ范围 ２２ ~ ５００ꎬ全部监测结果一级有 ８８ 次

(１２.０％)ꎬ二级有 １６５ 次(２２.４％)ꎬ三级轻度污染 ９６
次(１３.０％)ꎬ四级中度污染 １０７ 次(１４.５％)ꎬ五级重度

污染 １３１ 次(１７.８％)ꎬ六级严重污染 １４９ 次(２０.２％)ꎮ
２.２　 不同时间空气质量指数监测数据比较 　 ６:００—

２０:００ 不同时间检测空气质量指数结果也均符合偏态

分布ꎬ ６:００—２０:００ 空气质量指数结果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Ｈ ＝ １９.０１４ꎬＰ<０.０１)ꎮ 不同时间空气质量

指数中位数 ６:００—１０:００ 时轻微升高ꎬ１０:００ 后逐渐

降低ꎬ至 １６:００ 时最低ꎬ然后又逐渐升高ꎮ 见表 １ꎮ
２.３　 不同时间空气质量分级天数比例比较 　 ６:００—
２０:００ 不同时间空气质量优良的天数比例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０.０３８ꎬＰ<０.０１)ꎬ中度及以上污染的

天数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４.７５６ꎬＰ< ０.０１)ꎮ
１４:００ꎬ１６:００ 空气质量优良的天数比例最高ꎬ６:００—
１０:００ꎬ１８:００ 后空气质量污染严重的天数比例较高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保定市冬季不同时间空气质量指数及分级构成

时间 天数 中位数 偏度 峰度 优良 轻度污染 中、重度及严重污染
６:００ ９２ １７９ ０.５８８ －０.６２２ ２５(２７.２) １１(１２.０) ５６(６０.９)
８:００ ９２ １８３ ０.５１５ －０.６５６ ２６(２８.３) ９(９.８) ５７(６２.０)
１０:００ ９２ １８９ ０.５０２ －０.６６６ ２４(２６.１) １１(１２.０) ５７(６２.０)
１２:００ ９２ １５０ ０.６９２ －０.１７３ ３２(３４.８) １５(１６.３) ４５(４８.９)
１４:００ ９２ １１９ ０.９１１ －０.０１０ ４３(４６.７) ９(９.８) ４０(４３.５)
１６:００ ９２ １０５ ０.９６９ －０.１３４ ４３(４６.７) １５(１６.３) ３４(３７.０)
１８:００ ９２ １３７ ０.８０５ －０.５２８ ３３(３５.９) １６(１７.４) ４３(４６.７)
２０:００ ９２ １８０ ０.８６５ －０.４３３ ２７(２９.３) １０(１０.９) ５５(５９.８)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３　 讨论
保定市冬季空气质量监测结果显示ꎬ空气质量指

数中位数为 １６５.５ꎬ范围为 ２２ ~ ５００ꎬ全部监测结果优良

仅占 １ / ３ꎬ中度及以上污染占 ５２.５％ꎮ 说明保定市冬

季空气卫生质量偏差ꎬ存在较严重污染ꎬ对学校体育

课及课外活动安排将有较大影响ꎮ
对 ６:００—２０:００ 空气质量指数监测数据比较ꎬ

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最低ꎬ空气质量相对较好ꎬ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例接近 ５０％ꎬ高于其他时间ꎻ６:００—１０:００ 空

气质量最差ꎬ超过 ６０％的监测天数存在中度以上污

染ꎬ１８:００ 以后空气质量又逐渐变差ꎮ 有研究指出ꎬ冬
季空气污染严重ꎬ质量最差ꎬ与大气环流、气温、污染

物排放等有密切关系[９－１１] ꎮ 北方冬季燃煤取暖污染

排放在晚上增加ꎬ加之大气逆温污染物不易扩散ꎬ６:
００ 以后机动车尾气污染排放逐渐增加ꎬ造成 ６:００—
１０:００ 易出现严重污染ꎮ 随着太阳辐射逐渐加强ꎬ大
气逆温现象慢慢消除ꎬ空气质量逐渐好转ꎮ １８:００ 后

大气逆温又开始形成ꎬ影响大气污染物扩散ꎬ空气质

量逐渐下降ꎮ 严重空气污染与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等

多种疾病发生有关[１２－１３] ꎬ 尤其要重视对儿童的影

响[１４] ꎮ
综上所述ꎬ保定市冬季存在较严重的空气污染ꎬ

不同时间空气污染情况存在差别ꎬ早晨多存在严重空

气污染ꎬ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最高ꎮ
建议学校在冬季改早操为课间操ꎬ体育课和课外活动

尽量安排在 １４:００—１６:００ꎬ最大限度减少对体育课正

常开课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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