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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农村小学厕所卫生现状、在校学生如厕行为及其影响因素ꎬ为改善学校环境提供参考ꎮ 方法　
选取中国北方某地 ２ 所农村非寄宿制完全小学 １４９ 名学生ꎬ采用现场观察和问卷调查的方法ꎬ获得学校厕所卫生设施状

况、如厕时间、如厕行为和如厕体验ꎮ 采用 ＳＡＳ ９.４ 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ꎮ 结果　 ２ 所学校均为深坑旱厕ꎬ女生厕所蹲

位数低于«中小学校设计规范»要求ꎬ男生蹲位数和小便池长度符合标准要求ꎻ男女生平均如厕总时间分别为( ２８.４６±
１１.７２)和(４２.４８±１５.５２)ｓ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７.９６ꎬＰ<０.０１)ꎻ实际如厕时间ꎬ男生平均为(２４.２７±９.１３) ｓꎬ女生为(２４.６９
±９.４０)ｓ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０.２４ꎬＰ>０.０５)ꎻ在小便如厕频率、上厕所排队、课堂上有如厕需求时如何表达等行为上ꎬ学
校 ２ 优于学校 １(χ２ 值分别为 １１.７０ꎬ２７.１９ꎬ１７.７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高年级比低年级更少在校如厕、使用校厕排便等( χ２ 值分

别为 ５.２８ꎬ１３.１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学生对校厕卫生的主要不良体验是有臭味ꎮ 结论　 农村小学在校学生如厕时间集中在上

午课间ꎬ高年级学生比低年级学生更愿意表达如厕意愿ꎬ学生对学校厕所卫生满意程度不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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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厕所是在校学生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ꎬ良好的厕

所环境更是学校育人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１] ꎬ但国内

对农村校厕的重视度不高ꎮ 孙枫等[２] 从生态文明的

视角出发ꎬ基于游客满意度感知分析了旅游厕所的规

划、布局、设计、文化、环保、管理等因素对如厕体验的

影响ꎮ 尚猛等[３]对高校公共厕所进行研究ꎬ提出服务

质量模型框架ꎮ 为了解农村校厕卫生状况和学生如

厕行为ꎬ探讨学生使用校厕可能的影响因素ꎬ本研究

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在北方某市开展调查ꎬ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抽取北方某市农村地区

２ 所典型农村非寄宿制完全小学ꎬ每所学校各抽取三、

０２２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第 ４０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８



六年级各 １ 个班ꎬ对抽中班级的所有学生进行问卷调

查ꎮ 共发放调查问卷 １４９ 份ꎬ全部收回ꎬ有效问卷 １４９
份ꎮ 其中男生 ６９ 名ꎬ女生 ８０ 名ꎻ三年级学生 ８０ 名ꎬ六
年级学生 ６９ 名ꎮ 其中学校 １ 共有男生 １２３ 名ꎬ女生

１３０ 名ꎻ学校 ２ 共有男生 １４５ 名ꎬ女生 １４７ 名ꎻ男女生

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０.０６ꎬＰ>０.０５)ꎮ 调查方

法已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农村改水技术指导

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现场观察 　 架设摄像机于厕所门外 １０ ~ ２０ ｍ
处ꎬ在上午和下午课间休息时进行拍摄ꎮ 调查人员根

据影像资料计算每人次如厕时长和如厕人数ꎮ 每人

次如厕时长为从进入厕所到出厕所的时间ꎬ包括实际

如厕时间、排队时间和其他时间ꎮ 实际如厕时间为观

察对象如厕行为时间ꎬ由调查员采用秒表记录ꎮ 由经

过培训的调查员现场观察被调查学校基本情况、厕所

卫生状况等ꎬ并对学校相关管理人员或后勤人员进行

访谈ꎬ记录填写自行设计的农村学校卫生厕所调

查表ꎮ
１.２.２　 结构化访谈 　 调查学生均知情同意ꎮ 由经过

培训的调查员对被抽中班级的学生进行一对一的结

构式访谈ꎬ记录填写自行设计的问卷ꎮ 问卷内容包括

是否选择在校如厕ꎬ使用厕所的频率ꎬ如厕时间选择ꎬ
如厕体验和感受等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录入数据ꎬ应用

ＳＡＳ ９.４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ꎬ采用 χ２ 检验和 ｔ 检
验对数据进行比较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学校厕所基本情况 　 ２ 所学校均仅设有 １ 所独

立于教学楼的厕所建筑ꎬ无职工厕所ꎮ ２ 所小学厕所

均为深坑旱厕ꎬ学校 １、学校 ２ 厕所设施中男生蹲位及

男生人数与蹲位比(５ 个ꎬ１ ∶ ２４.６ꎻ８ 个ꎬ１ ∶ １８.１)、男
生小便槽长度及男生人数与小便槽长度比(４ ｍꎬ１ ∶
３０.７５ꎻ３.５ ｍꎬ１ ∶ ４１.４３)、女生蹲位数及女生人数与蹲

位比(７ 个ꎬ１ ∶ １８.６ꎻ１０ 个ꎬ１ ∶ １４.７)ꎮ
２.２　 学生如厕时长　 小学生平均每人次如厕时长男

生为(２８ ４６±１１ １２) ｓꎬ女生为(４２ ４８±１５ ５２) ｓꎬ男女

生如厕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７ ９６ꎬＰ<０ ０１)ꎻ
不同学校学生如厕时长学校 １ 为(３７ ７５±１４ ５２) ｓꎬ学
校 ２ 为(３４ ５６±１５ ３０)ｓ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１ ２２ꎬ
Ｐ ＝ ０ ２３)ꎮ 小学生平均实际如厕时长男生为(２４ ２７±
９ １３)ｓꎬ女生为(２４ ６９±９ ４０) ｓ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０ ２４ꎬＰ ＝ ０ ８２)ꎻ不同学校学生实际如厕时长学校 １
为(２４ ３９±９ ４９)ｓꎬ学校 ２ 为(２４ ６２±９ ２２) ｓꎬ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ｔ ＝ ０ １２ꎬＰ ＝ ０ ９０)ꎮ
２.３　 学生选择在校如厕情况　 大部分学生在校期间

均选择在校如厕ꎬ不同年级在选择是否在校上厕所上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５.２８ꎬＰ ＝ ０.０２)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学生选择在校如厕情况比较

组别 人数 如厕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学校 １ ６６ ６３(９５.４５) ０.１１ ０.７３

２ ８３ ７７(９２.７７)
性别 男 ６９ ６４(９２.７５) ０.０５ ０.８２

女 ８０ ７６(９５.００)
年级 三 ８０ ７９(９８.７５) ５.２８ ０.０２

六 ６９ ６１(８８.４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４　 学生如厕频率　 按学校分组ꎬ２ 所学校的学生小

便如厕频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１.７０ꎬＰ<０.０５)ꎬ
学校 ２ 比学校 １ 有更多人使用校厕小便ꎻ按年级分组ꎬ
不同年级学生大便如厕频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３.１８ꎬＰ< ０. ０１)ꎬ六年级使用校厕大便的人数更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组别学生大小便如厕频率比较

组别
小便厕所使用频率

人数 很少使用 每天 １ 次 每天≥２ 次 χ２ 值 Ｐ 值

大便厕所使用频率

人数 很少使用 每天 １ 次 每天≥２ 次 χ２ 值 Ｐ 值
学校 １ ４８ １１(２２.９２) ６(１２.５０) ３１(６４.５８) １１.７０ ０.００ ４８ ３３(６８.７５) １１(２２.９２) ４(８.３３) ０.０１ ０.９９

２ ６１ ２(３.２８) ５(８.２０) ５４(８８.５２) ６２ ４３(６９.３５) １４(２２.５８) ５(８.０６)
性别 男 ４９ ７(１４.２９) ７(１４.２９) ３５(７１.４３) ２.４６ ０.２９ ５０ ３８(７６.００) ７(１４.００) ５(１０.００) ４.２１ ０.１２

女 ６０ ６(１０.００) ４(６.６７) ５０(８３.３３) ６０ ３８(６３.３３) １８(３０.００) ４(６.６７)
年级 三 ５２ ５(９.６２) ７(１３.６４) ４０(７６.９２) １.５９ ０.４５ ５２ ２８(５３.８５) １６(３０.７７) ８(１５.３８) １３.１８ ０.００

六 ５７ ８(１４.０４) ４(７.０２) ４５(７８.９５) ５８ ４８(８２.７６) ９(１５.５２) １(１.７２)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ꎬ文中数据有缺失ꎮ

２.５　 学生如厕方便程度　 男女生在回答厕所距离的

问题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女生更多地觉得厕所距离

有点远ꎻ在回答通常情况下上厕所是否需要排队问题

时ꎬ学校 ２ 的学生更少排队ꎻ在回答课堂上上厕所怎么

办问题时ꎬ学校 ２ 的学生更愿意大声告诉老师ꎬ高年级

学生更愿意表达如厕意愿ꎮ 见表 ３ꎮ
２.６　 学生如厕体验　 就如厕体验问题进行访谈发现ꎬ
学生如厕时主要问题集中在厕所臭味和整体环境给

学生带来不干净的卫生体验ꎬ学校 １ 厕所还存在光线

不好和潮湿的问题ꎮ 见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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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组别学生如厕方便程度比较

组别
到厕所的距离

人数 不远 有点远 很远 χ２ 值 Ｐ 值

因课间上厕所迟到

人数 有时会 偶尔会 从来不会 χ２ 值 Ｐ 值
学校 １ ６５ ５７(８７.６９) ８(１２.３１) ０ ２.５７ ０.２８ ６３ ６(９.５２) ２１(３３.３３) ３６(５７.１４) ５.２６ ０.０７

２ ８３ ６６(７９.５２) １６(１９.２８) １(１.２０) ７９ ３(３.８０) １７(２１.５２) ５９(７４.６８)
性别 男 ６８ ６２(９１.１８) ６(８.８２) ０ ６.７０ ０.０４ ６７ ６(８.９６) １６(２３.８８) ４５(６７.１６) １.７８ ０.４１

女 ８０ ６１(７６.２５) １８(２２.５０) １(１.２５) ７５ ３(４.００) ２２(２９.３３) ５０(６６.６７)
年级 三 ７９ ６６(８３.５４) １２(１５.１９) １(１.２７) １.３７ ０.５０ ７７ ４(５.１９) １９(２４.６８) ５４(７０.１３) ０.８８ ０.６４

六 ６９ ５７(８２.６１) １２(１７.３９) ０ ６５ ５(７.６９) １９(２９.２３) ４１(６３.０８)

组别

通常上厕所是否排队

人数
每次

都排

需要排队ꎬ
但时间不久

偶尔需

要排队
不用排 χ２ 值 Ｐ 值

课堂上需要上厕所怎么办

人数
小声告

诉老师

大声告

诉老师

忍到

下课去
其他 χ２ 值 Ｐ 值

学校 １ ６６ ３(４.５５) ６(９.０９) ２８(４２.４２) ２９(４３.９４) ２７.１９ <０.０１ ６６ ４２(６３.６４) ２１(３１.８２) ２(３.０３) １(１.５２) １７.７４ <０.０１
２ ８０ ０ １(１.２５) １３(１６.２５) ６６(８２.５０) ７８ ２４(３０.７７) ４０(５１.２８) １０(１２.８２) ４(５.１３)

性别 男 ６８ ２(２.９４) ３(４.４１) ９(１３.２４) ５４(７９.４１) １５.２７ <０.０１ ６７ ３６(５３.７３) ２３(３４.３３) ７(１０.５４) １(１.４９) ５.８４ ０.１２
女 ７８ １(１.２８) ４(５.１３) ３２(４１.０３) ４１(５２.５６) ７７ ３０(３８.９６) ３８(４９.３５) ５(６.４９) ４(５.１９)

年级 三 ７９ ０ ５(６.３３) １５(１８.９９) ５９(７４.６８) １３.１１ <０.０１ ７６ ４４(５７.８９) ２４(３１.５８) ５(６.５８) ３(３.９５) １０.３６ ０.０２
六 ６７ ３(４.４８) ２(２.９９) ２６(３８.８１) ３６(５３.７３) ６８ ２２(３２.３５) ３７(５４.４１) ７(１０.２９) ２(２.９４)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ꎬ文中数据有缺失ꎮ

图 １　 在校学生如厕体验人数分布

３　 讨论

在学校厕所基础设施方面ꎬ调查的 ２ 所学校中ꎬ厕
所类型均为深坑旱厕ꎬ粪便未进行无害化处理ꎬ气味

刺鼻ꎬ与学生如厕体验访谈结果一致ꎬ集中在有臭味

和不干净ꎮ 钟格梅等[４] 对广西农村学校饮用水与环

境卫生设施现状进行调查ꎬ得出农村学校卫生厕所普

及率仅为 ３８.３７％ꎬ农村地区学校卫生厕所普及率较

低ꎮ 调查的 ２ 所小学中男女蹲位设置约为 １ ∶ １ꎬ参考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 [５] ꎬ女生厕所蹲位数低于标准要

求ꎬ男生蹲位和小便池符合标准要求ꎮ 学生访谈结果

显示ꎬ女生感觉厕所距离有点远ꎬ排队情况更多ꎮ 因

不同学校校厕建筑不同ꎬ学生排队情况在 ２ 所学校间

也存在差异ꎬ反映出农村校厕在建造时未考虑男女差

异及学生使用等问题ꎮ 世界卫生组织现行指南

(２００９) [６]给出的校厕人数蹲位比为女生 ２５ ∶ １ꎬ男生

５０ ∶ １ꎬ加上 １ 个小便器或 ５０ ｃｍ 的小便槽以及距离所

有用户不超过 ３０ ｍꎮ 我国«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

准» [７]也考虑到男女差异及学生使用问题ꎬ就农村校

厕建设出台相应标准ꎮ 聂少萍等[８] 对广东省农村学

校调查结果显示ꎬ男生厕所蹲位合格率为 ３０.５％ꎬ女生

厕所蹲位合格率为 １０.２％ꎮ 表明我国对农村校厕的改

建关注度依然不高ꎬ农村校厕的卫生问题和落实校厕

建筑标准亟待解决ꎮ
在学生如厕时长方面ꎬ 结果显示男生平均为

(２８.４６±１１.１２)ｓꎬ女生为(４２.４８±１５.５２) ｓꎻ实际如厕时

长ꎬ男生平均为 ( ２４. ２７ ± ９. １３) ｓꎬ 女生为 ( ２４. ６９ ±
９.４０)ｓꎮ女生如厕总时长约为男生的 １.５ 倍ꎮ 可能因

为调查的 ２ 所学校女生蹲位设施均未达国家标准ꎬ女
生排队的情况更多ꎮ

除了学校自身校厕建筑因素会影响学生的如厕

行为ꎬ学校的卫生教育也会对学生如厕行为产生影

响ꎮ 研究表明在培养学生卫生意识ꎬ维持有利的卫生

环境方面ꎬ教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９] ꎮ 访谈结果

显示在小便的如厕频率ꎻ是否因上厕所迟到ꎻ课堂上

需要上厕所怎么办等问题在不同学校间存在差异ꎬ可
能是由于不同学校卫生教育的差异造成的ꎮ 不少学

生会选择忍到休息时间ꎬ但长期憋尿和拒绝如厕排便

会对学生造成身体损伤[１０－１１] ꎮ 年级越小ꎬ习惯的养成

越容易[１２] ꎬ而进行特定和实际而非理论的环境卫生宣

传ꎬ更有可能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如厕习惯[１３] ꎮ
除了学校基础设施ꎬ卫生教育也会对学生如厕行

为产生影响ꎬ学生自身的卫生意识也可能会影响到如

厕行为ꎮ 访谈结果显示ꎬ高年级学生有更多选择不在

校上厕所ꎬ有 ２０.８１％的学生选择回家大便ꎬ与 Ｃａｒｕｓｏ
等[１４]研究一致ꎬ如果厕所的结构受到破坏ꎬ或者在厕

所内发现尿液、粪便、血液、呕吐物、蛆虫、苍蝇、强烈

的气味或者满坑等令人反感的东西ꎬ学生就不会使用

学校的厕所ꎮ 不同年级学生在回答大便如厕频率时

存在差异ꎬ高年级选择在校大便的人更少ꎮ 在课堂上

需要上厕所怎么办等问题时ꎬ高年级学生比低年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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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更愿意表达如厕意愿ꎮ 可能是由于年龄越大ꎬ如厕

时考虑的因素更多ꎮ 学生如厕时会同时权衡几个竞

争因素(物理因素如条件、安全、隐私、可访问性和设

施可用性等ꎻ社会因素ꎬ如规范、期望和责任等ꎻ个人

因素ꎬ如经验、日常、风险认知和个人需求等)ꎬ以确定

最终去哪里如厕[１５－１６]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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