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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清远市清城区午托人员传染病防控知信行现状ꎬ为其他地区开展相关调查提供借鉴经验ꎮ 方法

在清城区 ７ 个街镇中各随机抽取 ９３ 家午托机构共 ３０７ 名午托工作人员ꎬ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ꎬ问卷内容包含基

本信息、传染病知识、态度、行为和需求 ５ 部分ꎮ 结果　 午托工作人员传染病防控知识总体知晓率为 ２８.６６％ꎮ >４０ 岁人员

传染病知识知晓率的掌握不如<４０ 岁人员(ＯＲ＝ ０.５８ꎬ９５％ＣＩ＝ ０.３５~ ０.９７)ꎬ具有高中或中专学历是知晓的有利因素(ＯＲ ＝
２.１６ꎬ９５％ＣＩ＝ １.１８~ ３.９６)ꎬ食堂工作人员和保洁人员传染病知识知晓率的掌握不如管理人员和看护老师(ＯＲ ＝ ０.３３ꎬ９５％
ＣＩ＝ ０.１２~ ０.８７)ꎮ 在态度方面ꎬ有 １５.６３％的人员对消毒措施持消极态度或不清楚ꎻ行为方面ꎬ２８.０１％的工作人员采取错误

的消毒方法ꎮ 有 ７３.６２％受访者认为午托机构在传染病预防方面需要改进ꎮ 有 ９８.３７％的人员认为需要学习传染病知识ꎮ
结论　 午托机构工作人员传染病防控知识掌握不足ꎬ部分人员对消毒持消极态度ꎬ不能采取正确的传染病消毒措施ꎮ 相关

部门应针对薄弱环节ꎬ加强对午托机构工作人员传染病知识的普及ꎬ满足其对于防控的需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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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ꎬ学生午托的需求增加ꎬ越
来越多的家长将子女送到午托机构托管[１] ꎮ 而午托

机构并不在一般的学校传染病防控体系之内ꎬ人员素

质参差不齐ꎬ卫生状况不容乐观[２] ꎮ 午托机构的传染

病防控是当前被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３] ꎮ 本调

查旨在了解清远市清城区午托机构工作人员关于传

染病防控的知识、态度、行为和需求情况ꎬ查找传染病

防控薄弱环节ꎬ为完善午托机构传染病防控和健康教

育提供基础资料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在清远市清城区 ７ 个街

镇中随机抽取共 ９３ 家午托机构开展调查ꎬ被抽中午托

机构在岗的所有工作人员共 ３０７ 名均纳入为调查对

象ꎮ 其中男性 ２１ 名ꎬ女性 ２８６ 名ꎻ平均年龄(３７.９８ ±
８.６０)岁ꎬ年龄以 ３０ ~ ４９ 岁为主(２３６ 名ꎬ占 ７６.９％)ꎮ
１.２　 问卷设计　 自行设计问卷ꎬ经检索文献、问题设

计和讨论、预调查和信效度检验后编制而成ꎮ 问卷内

容围绕近 ５ 年清城区中小学传染病发病率前 ５ 位的病

种和疫情信息进行设计ꎬ涵盖常见的传染病识别、传
播途径和预防措施、基本消毒知识、对防控的态度和

相应行为、防控需求等ꎬ题目包括基本信息、知识、态
度、行为和需求 ５ 个模块共 ３７ 题ꎮ 每个问题分值为 １
分ꎬ知识部分回答正确得分ꎬ错误不得分ꎻ态度部分持

积极态度得分ꎬ持消极态度或不清楚不得分ꎻ行为部

分积极行为得分ꎬ行为消极或不清楚不得分ꎮ 知识部

分答对 ６０％的题目判定为传染病知识“知晓”ꎮ
经分析ꎬ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ꎬ传染病知识部分

为 ０.７６ꎬ态度部分为 ０.６０ꎬ行为部分为 ０. ８４ꎬ总体为

０.８４ꎬ认为问卷信度较好ꎮ 效度分析ꎬＫＭＯ 值为０.７１１ꎬ
Ｂａｒｒｔｌｅｔ'ｓ 球形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可进

一步进行因子分析ꎮ 提取公因子的因子载荷为７９.５６ꎬ
总体解释率为 ７９.５６％ꎬ结构效度较好ꎮ
１.３　 质量控制　 调查员均是经严格培训的广东省现

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学员ꎬ采用平板电子问卷形式调

查ꎬ调查前调查员向调查对象说明调查目的及意义ꎬ
经调查对象阅读知情同意书电子档案并手动确认后ꎬ
调查员向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指导填写ꎮ 电子问卷

带有逻辑查错程序ꎬ调查结束由调查员现场检查核

对ꎬ导出后在网络实时数据系统双核对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问卷统一系统自动编码ꎬ由电子问卷

网络实时数据系统导出 Ｅｘｃｅｌ 数据库ꎬ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进行统计分析ꎬ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χ２ 检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等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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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传染病防控知识

２.１.１　 传染病防控知识正答情况 　 呼吸道传染病方

面ꎬ流感、水痘预防措施的正答率分别为 ７７. ５２％ꎬ
８８.６０％ꎬ流腮的预防措施正答率为 ３４.５３％ꎮ 肠道传

染病方面ꎬ感染性腹泻传播途径正答率为 １９.２２％ꎬ肠
道传染病消毒措施的正答率为 １６.２９％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清城区午托人员传染病防控知识正答率(ｎ＝ ３０７)

题目 答对人数 正答率 / ％
流感的传播途径 ２３８ ７７.５２
流感的预防措施 ２５２ ８２.０８
感染性腹泻传播途径 ５９ １９.２１
感染性腹泻预防措施 １２３ ４０.０７
手足口病传播途径 １８５ ６０.２６
流行性腮腺炎预防措施 １０６ ３４.５３
水痘的传播途径 ７１ ２３.１３
水痘的预防措施 ２７２ ８８.６０
肠道传染病的消毒措施 ５０ １６.２９
消毒剂的使用 ９２ ２９.９７

２.１.２　 传染病防控知识知晓率及影响因素 　 午托工

作人员传染病防控知识总体知晓率为 ２８.６６％ꎮ 年龄>
４０ 岁的人员传染病知识知晓率低于<４０ 岁人员(ＯＲ ＝
０.５８)ꎻ相对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员ꎬ具有高中或中

专学历是知晓的有利因素(ＯＲ ＝ ２.１６)ꎻ食堂工作人员

和保洁人员传染病知识知晓率的掌握不如管理人员

和看护老师(ＯＲ＝ ０.３３)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清城区午托人员传染病防控知识知晓率影响因素分析

组别 人数 知晓人数 知晓率 / ％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男 ２１ ３ １４.２９ １.００

女 ２８６ ８５ ２９.７２ ２.５４(０.７３~ ８.８４)
年龄 / 岁 <４０ １６３ ５５ ３３.４７ １.００

>４０ １４４ ３３ ２２.９２ ０.５８(０.３５~ ０.９７)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９９ ２０ ２０.２０ １.００

高中或中专 １３３ ４７ ３５.３４ ２.１６(１.１８~ ３.９６)
大专及以上 ７５ ２１ ２８.００ １.５４(０.７６~ ３.１０)

婚姻状况 未婚 ２８ ７ ２５.００ １.００
已婚 ２７０ ７７ ２８.５２ １.２０(０.４９~ ２.９３)
离异 ９ ４ ４４.４４ ２.４０(０.５０~ １１.５２)

工作性质 全职 ２９７ ８６ ２８.９６ １.００
兼职 １０ ２ ２０.００ ０.６１(０.１３~ ２.９５)

工作岗位 管理和老师 ２６８ ８３ ３０.９７ １.００
食堂和保洁 ３９ ５ １２.８２ ０.３３(０.１２~ ０.８７)

午托工龄 ≥６ 个月 ２５２ ６７ ２６.５９ １.００
<６ 个月 ５５ ２１ ３８.１８ ０.５９(０.３２~ １.０８)

生育情况 无子女 ３５ １０ ２８.５７ １.００
有子女 ２７８ ７８ ２８.６８ １.０１(０.４６~ ２.１９)

２.２　 传染病防控态度　 午托工作人员在“愿意加强通

风预防传染病”“主动采取隔离措施” “愿意培养洗手

等卫生习惯” “主动报告传染病ꎬ配合处理”等方面ꎬ
绝大部分工作人员持积极态度ꎻ在“愿意使用正确的

消毒措施”方面ꎬ有 １５.６３％的人员持消极态度或不清

楚ꎬ文化程度初中以下的工作人员倾向于持消极态度

(χ２ ＝ ８.３６ꎬ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清城区午托机构人员传染病防控态度答题构成(ｎ＝ ３０７)

态度 赞成 不赞成 不清楚
愿意加强通风预防传染病 ２９５(９６.０９) ６(１.９５) ６(１.９５)
主动采取隔离措施 ２６５(８６.３２) ３４(１１.０７) ８(２.６１)
愿意培养洗手等卫生习惯 ３０６(９９.６７) １(０.３３) ０
主动报告传染病ꎬ配合处理 ３０４(９９.０２) ３(０.９８) ０
愿意使用正确的消毒措施 ２５９(８４.３６) ３９(１２.７０) ９(２.９３)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３　 传染病防控行为　 午托工作人员在“通风习惯”
方面ꎬ９１.２１％(２８０ / ３０７)能采取正确的措施ꎬ在“发生

传染病报告处理”方面ꎬ只有 ２８.０１％(８６ / ３０７)采取妥

当的方式ꎮ 在 “ 采取隔离措施” 方面ꎬ ２３. ７８％ ( ７３ /
３０７)不能采取正确的隔离措施ꎻ“卫生消毒做法” 方

面ꎬ２８.０１％(８６ / ３０７)采取错误的消毒方法ꎮ
２.４　 传染病防控需求　 有 ２２６ 名(７３.６２％)受访午托

工作人员认为午托机构在传染病预防方面需要改进ꎮ
有 ３０２ 名(９８.３７％)受访午托工作人员愿意学习传染

病知识ꎮ 不愿意学习的人员中ꎬ有 ６０.００％认为“已具

备相关知识”ꎬ４０.００％认为“增加工作量”ꎮ 愿意学习

的人员中ꎬ９６.３６％(２９１ / ３０２)认为“学习能更有效保障

学生健康”ꎬ８６.７５％(２６２ / ３０２)希望“提高自身卫生知

识”ꎬ７６.８２％(２３２ / ３０２)认为“能避免传染病在本机构

暴发”ꎮ
在所有工作人员愿意接受知识的宣传渠道中ꎬ最

受欢迎的是宣传手册(９０.４０％ꎬ２７３ / ３０２)ꎬ其次分别为

电视宣传片(７１.８５％ꎬ２１７ / ３０２)、微信微博(６９.５４％ꎬ
２１０ / ３０２) 及讲座 ( ５１. ９９％ꎬ １５７ / ３０２)ꎬ 而通过其他

(４.９７％ꎬ１５ / ３０２) 渠道学习传染病知识的人员较少ꎮ
工作人员认为自身最缺乏的知识是传染病日常预防

和管理知识(９４.０４％ꎬ２８４ / ３０２)、消毒知识(７９.１４％ꎬ
２３９ / ３０２)和传染病的治疗知识(６９.２１％ꎬ２０９ / ３０２)ꎮ

３　 讨论

本次调查发现ꎬ清远市清城区午托机构工作人员

传染病防控知识知晓率较低ꎬ尤其是肠道传染病的预

防控制措施生疏ꎬ对消毒知识了解甚少ꎻ部分人员对

消毒持消极态度ꎬ不能采取正确的传染病消毒措施ꎻ
大部分工作人员在发生传染病时愿意报告和积极配

合处理ꎬ但并未掌握正确的报告和处理方式ꎮ ４０ 岁以

上、低学历人员和食堂保洁人员是需要重点培训的

人群ꎮ
３.１　 午托工作人员传染病防控知识掌握不足　 午托

机构传染病暴发疫情时有发生[４－８] ꎬ容易成为学校内

传染病的发生器、推进器、放大器ꎮ 午托机构较多注

重培养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９] ꎬ而忽略学习传染病防

控知识ꎮ 午托工作人员掌握足够的传染病知识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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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午托服务ꎬ保障学生生长发育阶

段的身体健康有着重要的意义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传染

病防控知晓人数占总人数的 ２８.６６％ꎮ 午托机构的工

作人员传染病知识知晓率低于学校及托幼机构教师

群体[１０－１３] ꎮ 说明午托工作人员总体上具有一定的传

染病防控知识ꎬ但掌握程度不足ꎬ知晓率没有达到防

控工作的需求ꎮ ４０ 岁以上、文化程度较低、食堂和保

洁工作人员传染病知晓率均明显低于其他人员ꎬ未来

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传染病防控知识培训ꎬ尤其是肠道

传染病防控知识和卫生消毒知识ꎮ
３.２　 午托工作人员传染病防控态度和行为缺乏引导

调查发现ꎬ相当部分人员对消毒持消极态度ꎬ导致采

取错误的消毒措施ꎮ 发现学生患传染病后ꎬ绝大多数

人员能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ꎮ 本次调查午托工作人

员总体态度得分较高ꎬ说明大部分从业人员能意识到

传染病防控的重要性ꎬ对于防控的态度比较积极ꎮ 由

于知识储备不足和缺乏引导ꎬ午托工作人员不能采取

很好的防控行为ꎬ卫生状况堪忧[１４] ꎬ防控措施单一在ꎮ
知信行理论中ꎬ知识是基础ꎬ信念和态度是动力ꎬ行为

改变是目标[１５] ꎮ 午托机构的服务对象是在校学生ꎬ在
传染病防控方面ꎬ服务提供者应具备的能力应向学校

老师看齐ꎮ 下一步应重点针对午托工作人员知、信、
行中的短板ꎬ有针对性地做出健康教育方案ꎬ提高他

们传染病防控知识ꎬ促进其保持积极的防控态度ꎬ纠
正防控行为ꎮ
３.３　 午托工作人员的防控需求需要重视　 绝大部分

午托工作人员有更新传染病防控知识的需求ꎬ从更新

知识的理由来看ꎬ午托工作人员能意识到自身的知识

储备关系到学生的健康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最受午托工

作人员欢迎的知识获得渠道是宣传手册ꎬ其次是电视

宣传片和微信微博ꎮ 午托工作人员新媒体接受度不

如传统媒体ꎬ可能与主要年龄层人群倾向于接受纸质

媒介和传统媒体ꎬ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和新媒体渠道接

受度和普及率并不是特别高有关ꎮ 目前ꎬ新媒体在健

康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ꎬ呈现出数字化、
多媒体、互动性、网络化和个体化的特点[１６] ꎮ 因此ꎬ未
来对于午托机构的传染病防控应当提升他们对于新

媒体的关注度ꎬ利用新媒体与其他宣传方式相结合ꎬ
以期获得更优的宣传效果ꎮ 此外ꎬ仍然有小部分午托

工作人员没有学习传染病防控知识的意愿ꎬ未来应对

该部分人群进行劝导ꎬ改变他们排斥的心理状态ꎮ
３.４　 相关部门和机构应落实责任　 午托是作为学校

教育的一种补充ꎬ对解决学校、家长、子女之间的上

学、上班时间冲突起到了有效的作用[１７] ꎮ 传染病防控

工作人员是一个缺乏关注的群体ꎮ 相关部门应主动

履行监督管理责任ꎬ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ꎬ做好健康

教育工作ꎬ引导午托机构采取正确的传染病防控行

为ꎮ 午托机构管理者也应当主动承担责任ꎬ建立规章

制度ꎬ落实好传染病防控各项要求ꎬ保障学生午托

健康ꎮ
本次调查限于测量方法ꎬ深度和广度尚存在局限

性ꎮ 由于未对午托机构进行卫生学采样分析ꎬ尚无法

对其工作人员的防控行为做进一步客观评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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