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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重庆市巴南区学校直饮水卫生管理情况及水质卫生现状ꎬ为学校直饮水科学管理提供参考ꎮ 方

法　 对重庆市巴南区 １３３ 所学校每所学校随机抽取 ２ 台直饮水设备ꎬ采集直饮水设备出水口水样ꎬ同时直饮水设备就近采

集学校管网末梢水样ꎬ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ꎮ 结果　 １３３ 所学校卫生管理主要问题为设备周围存在污染源、没有张贴指导

直饮水使用图文说明、未按规定开展水质自检、未公示水质检验结果等ꎮ 抽检 ２３３ 份直饮水合格率为 ９０.１％ꎬ其中菌落总

数超标率 ４.７％、耗氧量超标率 ２.６％ꎮ 直饮水与原水比较ꎬ浑浊度、总硬度、铝、氯化物、溶解性总固体、耗氧量、硝酸盐、四
氯化碳、氯酸盐、二氧化氯余量等指标均有所下降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２.１７ꎬ４.１９ꎬ５.５３ꎬ２.５０ꎬ３.００ꎬ５.１６ꎬ５.４８ꎬ
４.４６ꎬ２.３１ꎬ１３.７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重庆市巴南区部分学校直饮水存在卫生安全隐患ꎬ学校应提高认识及时整改ꎬ相
关部门应加强监督检查和指导ꎬ确保学生饮水安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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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给学生提供适宜的学习环境ꎬ学校已逐步普及

安装直饮水设备ꎬ以方便学生在校饮水ꎮ 但近年国内

相关调查显示ꎬ 直饮水设备卫生管理水平参差不

齐[１－３] ꎬ学校直饮水水质卫生不容乐观[３－５] ꎮ 学校人群

相对密集ꎬ若饮水管理不善ꎬ极易引发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ꎮ 本研究通过调查重庆市巴南区学校直饮水卫

生管理情况ꎬ并对直饮水设备出水和原水进行检测分

析ꎬ为该区学校直饮水科学管理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以重庆市巴南区 １３３ 所学校为调查对象ꎬ
每所学校随机抽取 ２ 台直饮水设备(其中 ３３ 所学校

仅有 １ 台直饮水设备)ꎬ共采集 ２３３ 份直饮水设备出

水口水样ꎬ同时就近采集 ２３３ 份直饮水设备附近学校

管网末梢水样作为原水水样ꎬ进行分析检测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卫生管理情况调查　 自制调查表ꎬ对 １３３ 所学

校的直饮水设备卫生管理情况进行横断面调查ꎮ 调

查项目包括基本情况、管理制度、设备情况、维护情

况、水质检测等ꎮ 共发放问卷 １３３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１３３ 份ꎬ回收率 １００％ꎮ
１.２.２　 水质检测 　 检测指标包括色度、浑浊度、臭和

味、肉眼可见物、ｐＨ 值、总硬度、铁、锰、铜、锌、铝、挥

发性酚类、阴离子合成洗涤剂、硫酸盐、氯化物、溶解

性总固体、耗氧量、氟化物、硝酸盐、砷、硒、汞、镉、铬
(六价)、铅、氯仿、四氯化碳、亚氯酸盐、氯酸盐、细菌

总数、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二氧化氯余量等共

３３ 项ꎬ检测方法参照 «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ＧＢ / Ｔ ５７５０—２００６) [６] ꎮ 直饮水检测结果参照«饮用

净水水质标准»(ＣＪ ９４—２００５) [７]作卫生学评价ꎮ
１.３　 统计分析　 运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ꎬ采
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ꎮ 计量资料符合正

态分布ꎬ采用(ｘ±ｓ)表示ꎬ直饮水与原水检验结果比较

采用配对 ｔ 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卫生管理情况　 见表 １ꎮ

表 １　 重庆市巴南区学校直饮水卫生管理合格情况

项目 指标 合格数 合格率 / ％
管理制度 制定卫生管理制度和应急处置预案 １３３ １００.０

专职或兼职卫生管理人员持有效健康证明 １３３ １００.０
开展饮用水卫生宣传教育 １３３ １００.０

设备情况 有卫生许可批件 １３３ １００.０
设备周围 １０ ｍ 内无污染源 １２２ ９１.７
安装在室内的直饮用水机的墙面或顶棚无霉斑 １３０ ９７.７

维护情况 定期更换水处理材料 １３３ １００.０
定期更换消毒设备 １３３ １００.０
每日卫生安全巡查并记录 １２９ ９７.０
每日水嘴放水和清洁消毒 １３３ １００.０
饮用水处有指导使用的图文说明 ８２ ６１.６
执行长假开学后水质检测制度 １３３ １００.０

水质检测 水质自检符合规定 ９７ ７２.９
水质检验结果公示 １２４ ９３.２

　 　 １３３ 所直饮水学校有 １２０ 所学校自行管理直饮水

设备ꎬ另 １３ 所为物业或第三方机构管理ꎮ １３３ 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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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管理主要问题为设备周围存在污染源、没有张贴

指导直饮水使用图文说明、未按规定开展水质自检、
未公示水质检验结果等ꎮ
２.２　 水质检测情况　 对 ２３３ 份直饮水水样进行检测ꎬ
合格 ２１０ 份ꎬ合格率为 ９０.１％ꎮ 不合格指标有浑浊度、
硫酸盐、耗氧量、硝酸盐、细菌总数ꎬ合格率为 ９９.６％ꎬ
９８.３％ꎬ９７. ４％ꎬ９９. ６％ꎬ９５. ３％ꎬ其余项目合格率均为

１００％ꎮ
２.３　 直饮水与原水相关指标比较 　 结果显示ꎬ浑浊

度、总硬度、铝、氯化物、溶解性总固体、耗氧量、硝酸

盐、四氯化碳、氯酸盐、二氧化氯余量等指标直饮水检

测结果较原水均有所下降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臭和味、肉眼可见物均未检出ꎻ
铁、锰、铜、锌、挥发性酚类、阴离子合成洗涤剂、砷、
硒、汞、镉、铬(六价)、铅的检测结果均低于检出限值ꎮ
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和耐热大肠菌群等检测结果为

非正态分布ꎬ以结果均值作比较ꎬ直饮水(９ ＣＦＵ / ｍＬ、
０ ＭＰＮ / ｍＬ、 ０ ＭＰＮ / ｍＬ ) 较 原 水 ( ２６ ＣＦＵ / ｍＬ、
１４ ＭＰＮ / ｍＬ、２ ＭＰＮ / ｍＬ)均有所下降ꎮ

表 ２　 直饮水与原水理化指标比较(ｘ±ｓ)

水类型 样本数 色度 / 度 浑浊度 / ＮＴＵ ｐＨ
总硬度 /

(ｍｇＬ－１ )

铝 /

(ｍｇＬ－１ )

硫酸盐 /

(ｍｇＬ－１ )

氯化物 /

(ｍｇＬ－１ )

溶解性总固体 /

(ｍｇＬ－１ )
原水 ２３３ ２.５４±０.４２ ０.２８±０.１９ ７.９３±０.３９ １５３.９６±４４.２７ ０.０４±０.０２ ４４.４２±２０.４７ ２１.３１±１０.９１ ２４１.５３±６６.９３
直饮水 ２３３ ２.５０±０.００ ０.２５±０.０３ ７.９１±０.３７ １４１.９０±４８.０２ ０.０３±０.０２ ４１.９４±２１.７１ ２０.１４±１１.２４ ２２９.４９±７１.６７
ｔ 值 １.４２ ２.１７ ０.４９ ４.１９ ５.５３ １.８２ ２.５０ ３.００
Ｐ 值 ０.１６ <０.０５ ０.６３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５

水类型 样本数
耗氧量 /

(ｍｇＬ－１ )

氟化物 /

(ｍｇＬ－１ )

硝酸盐 /

(ｍｇＬ－１ )

三氯甲烷 /

(ｍｇＬ－１ )

四氯化碳 /

(ｍｇＬ－１ )

亚氯酸盐 /

(ｍｇＬ－１ )

氯酸盐 /

(ｍｇＬ－１ )

二氧化氯余量 /

(ｍｇＬ－１ )
原水 ２３３ １.２２±０.５７ ０.１６±０.０６ １.２４±１.６９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０１ ０.０１±０.０３ ０.２７±０.１１
直饮水 ２３３ １.０７±０.５３ ０.１５±０.０７ １.０６±１.４３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０３ ０.０１±０.０１ ０.２１±０.１０
ｔ 值 ５.１６ １.１４ ５.４８ －０.７１ ４.４６ ０.９８ ２.３１ １３.７４
Ｐ 值 <０.０５ ０.２５ <０.０５ ０.４８ <０.０５ ０.３３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学校人群相对密集ꎬ饮水管理不善ꎬ极易引发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ꎮ 本研究显示ꎬ该区直饮水学校虽均

已建立管理制度ꎬ但落实不到位ꎬ在设备管理和维护

方面存在不足ꎮ
直饮水设备选址和布局应合理ꎬ应清洁卫生并远

离污染源[２] ꎬ避免制水过程中二次污染ꎮ 本次调查

中ꎬ部分直饮水学校为方便连接管网末梢水ꎬ将直饮

水设备安装在厕所、洗漱池等污染源附近ꎬ污染源可

能会通过污染设备的出水口而影响直饮水的水质[８] ꎮ
本研究中ꎬ水质卫生状况不容乐观ꎬ主要表现为

细菌总数和耗氧量指标ꎬ在浑浊度、硫酸盐、硝酸盐等

指标也有直饮水不能满足要求ꎮ 另外ꎬ与原水比较ꎬ
硫酸盐等指标均无明显变化ꎬ其中有 １ 份直饮水中硝

酸盐超标ꎬ原因是原水硝酸盐超标而直饮水设备未能

有效处理ꎮ 出现以上水质卫生问题可能来自直饮水

设备本身ꎬ 也可能是因直饮水设备管理和维护不

善[９] ꎬ如未根据产水量及时更换水处理材料和消毒设

备、设备过滤和灭菌效果降低等ꎮ
该区学校直饮水虽存在一定卫生安全问题ꎬ但水

质卫生与近年相关研究数据[１０－１２] 相比较ꎬ特别是菌落

总数指标ꎬ已有很大改观ꎬ可能与近年该区加大对直

饮水的监管有关ꎮ 但学校饮水安全与学生的身体健

康密切相关ꎬ建议该区相关部门从制度上继续加强对

学校直饮水的监管ꎬ从技术上指导有问题学校及时整

改落实ꎮ 另外ꎬ也应加强该区管网末梢水监管力度ꎬ
从源头上保证饮水安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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