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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基本的饮用水、区分性别的厕所和洗手设施

的学校比例显著提高ꎬ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

一[１] ꎮ ８８％的腹泻病是由不安全的水、不充足的卫生

设施和不良的个人卫生行为所致ꎬ并且与学生营养不

良相关ꎮ 良好的供水和排水条件将大大减少由于腹

泻、寄生虫感染等疾病导致的学生缺课率[２] ꎮ 不具备

隐私和安全性保护、不良的卫生状况和可及性的厕所

将会对使用者心理和社会健康产生负面影响ꎬ影响正

确卫生习惯的形成[３－６] ꎮ 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２００９
年发布的«低成本条件下学校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

生标准»提出的学校水和卫生的基本要求为ꎬ供水水

质良好ꎬ水量基本满足ꎬ方便的洗手设施ꎬ清洁、安全

和保护私密性的厕所[７] ꎮ 据 ＷＨＯ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２０１８ 年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联合监测项目基

线调查报告”ꎬ１２％的学校卫生设施有限ꎬ２３％的学校

卫生设施未经改善或没有卫生设施[８] ꎮ
水与厕所卫生、个人卫生 ( ｗａｔｅｒꎬ ｓａｎ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ｙｇｉｅｎｅꎬ ＷＡＳＨ)干预措施是选择改善供水和厕所设

施、提供个人卫生设施和用品、开展健康卫生知识和

技能培训ꎬ组织卫生活动的其中一项或两项以上的措

施组合ꎬ对学校中目标人群进行干预并评估效果的一

类项目ꎮ 本文综述了近年国内外以学校为对象的

ＷＡＳＨ 综合干预项目设计、实施、效果和影响因素ꎬ为
开展学校 ＷＡＳＨ 综合干预项目提供参考ꎮ

１　 学校 ＷＡＳＨ 项目研究设计和干预措施

学校 ＷＡＳＨ 干预项目的对象以 ５ ~ １２ 岁儿童为

主ꎬ采用随机对照试验、配对对照试验、整群对照试验

或前后对照的研究设计ꎮ Ｂｕｘｔｏｎ 等[９] 采用非盲整群

随机对照试验进行干预研究ꎬ干预措施为建设洗手设

施ꎬ提供肥皂、牙膏和清扫工具ꎬ组织洗手和刷牙ꎬ指
导卫生设施管理ꎮ Ｃｈａｒｄ 等[１０]对老挝的 １００ 所学校进

行干预ꎬ措施为改善供水和饮水设施、改造学校厕所、
组织洗手和厕所清扫ꎮ Ｃａｒｕｓｏ 等[１１] 采用整群随机对

照试验的方法进行干预ꎬ干预组 １ 提供厕所清洁用品、
卫生纸和洗手用品ꎬ干预组 ２ 提供洗手用品ꎬ２ 个干预

组都对学生进行如厕卫生行为和洗手的培训ꎮ Ｇｒｅｅｎｅ

７３４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第 ４１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９



等[１２]采用整群随机对照试验进行干预研究ꎬ评估对学

生手卫生的影响ꎬ干预组中 １２ 所学校进行了供水设施

的改造和健康促进ꎬ５ 所学校除上述措施外还建造了

通风改良式的卫生厕所ꎮ Ｇａｒｎ 等[１３] 采用整群随机对

照试验进行干预ꎬ干预组 １ 保持厕所干净、提供肥皂并

进行厕所设施维护的培训ꎬ干预组 ２ 仅提供肥皂ꎮ
Ｔｒｉｎｉｅｓ 等[１４] 对 ２００ 所学校采用 １:１ 配对对照试验的

方法进行 ＷＡＳＨ 综合干预ꎬ评估对减少学生缺课率、
腹泻和呼吸道感染的效果ꎮ 干预措施包括安装或修

复供水设施和厕所ꎬ提供洗手设施、水杯和肥皂等卫

生用品ꎬ并组织个人卫生促进活动和培训等 ꎮ Ｃｈａｒｄ
等[１５]对老挝的 １００ 所学校采用整群随机对照试验进

行干预研究ꎬ措施包括改善供水、厕所和洗手设施ꎬ安
装饮水过滤器ꎬ并进行卫生行为教育ꎮ Ｇｅｌａｙｅ 等[１６] 的

干预措施包括建造通风改良式卫生厕所、储水池和水

龙头ꎬ并由学生自己主导开展个人卫生行为的健康教

育活动[１６] ꎮ 一项 １６ 所学校的整群随机对照试验将

ＷＡＳＨ 与营养干预结合ꎬ评估学生营养水平和生长发

育指标、学校和家庭水和卫生设施状况等[１７] ꎮ
另一些研究针对学生洗手行为和个人卫生知识

进行了干预ꎮ Ｃｈｉｔｔｌｅｂｏｒｏｕｇｈ 等[１８] 对英国 １７８ 所小学

进行随机对照试验ꎬ采用随课播放洗手宣传片和宣传

单的方式进行干预ꎮ Ｇｒａｖｅｓ 等[１９] 在肯尼亚 ５１ 所小学

进行整群随机对照实验ꎬ对干预组学生进行健康教

育ꎮ 一项在我国福建进行的学校 ＷＡＳＨ 干预项目对

干预组所有一年级学生开展有关洗手卫生知识的培

训ꎬ同时提供肥皂、督促学生洗手ꎬ评估干预对缺课的

影响[２０] ꎮ 在我国上海进行的学生洗手行为干预研究

采用了随机对照试验方法ꎬ对照组进行洗手设施改

造、制度的建立和卫生管理、健康教育的干预ꎬ用非参

与式观察法观察和记录学生的洗手行为并进行效果

评估[２１－２３] ꎮ 另 ２ 项在河北等地和甘肃开展的干预项

目以干预前后手卫生行为和肠道寄生虫感染率等为

指标进行效果评估[２４－２５] ꎮ

２　 学校 ＷＡＳＨ 干预效果

２.１　 改善厕所环境和如厕卫生行为的效果 　 Ｂｕｘｔｏｎ
等[９]发现ꎬ干预组学校厕所的可及性、功能性、私密性

评价高于对照组ꎬ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ꎻ师生满意度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ꎻ但干预组学生在便后冲厕行

为上更好ꎬ地面的尿渍和厕所气味等也有更好的改

善ꎮ Ｃｈａｒｄ 等[１０] 的干预项目显示ꎬ学生如厕率和参与

校厕卫生清扫的比例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持续提高ꎮ
Ｃａｒｕｓｏ 等[１１]研究的后续调查结果显示ꎬ提供厕所清洁

用品、卫生用品的干预组的厕所卫生状况显著改善ꎻ
所有干预组的学生如厕率均有所提高ꎬ但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ꎮ Ｇｒｅｅｎｅ 等[１２]的干预结果显示ꎬ干预组学

校厕所卫生状况改善ꎬ学生报告如厕舒适性提高ꎮ 但

Ｇｙｏｒｋｏｓ 等[２６]发现ꎬ学校厕所卫生的干预并未显著改

变学生的如厕行为ꎬ如减少随地大小便等ꎮ
Ｆｒｅｅｍａｎ 等[２７] 在对学校进行 ＷＡＳＨ 干预后的评

估发现ꎬ每个厕位服务学生人数下降了 １４ 人ꎮ Ｇａｒｎ
等[１３]发现ꎬ学生如厕比率与学生数与厕所数量的比值

比呈分段线性负相关关系ꎮ Ｇａｒｎ 等[２８] 的一项文献回

顾研究发现ꎬ增加人均厕位数量和提供厕所清洁用品

与学生如厕比率呈正相关ꎮ Ｖｅｒｎｏｎ 等[２９]调查发现ꎬ英
格兰 ６２％的男生和 ３５％的女生、瑞典 ２８％的学生不在

学校厕所大便ꎬ主要原因之一为厕所环境不好、气味

难闻ꎮ
２.２　 改善洗手行为的效果 　 Ｃｈａｒｄ 等[１０] 发现实施干

预措施后ꎬ学生便后洗手率先升后降ꎮ Ｃａｒｕｓｏ 等[１１] 进

行干预后发现ꎬ厕所卫生和洗手设施干预组学生的洗

手率最高ꎬ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Ｇｒａｖｅｓ 等[１９] 在

肯尼亚开展的学校健康教育干预结果表明ꎬ干预学校

的洗手设施完好率显著提高ꎬ但学生洗手率的组间差

异并不明显ꎮ
我国的一些干预研究显示ꎬ干预组学生洗手行为

高于对照组ꎮ 罗春燕等[２１]发现ꎬ干预后 １ 年内的后续

调查显示干预组便后洗手、课后洗手和饭前洗手率均

高于对照组ꎮ 张琴等[２３]发现ꎬ干预组学生洗手知识知

晓率、洗手行为报告率和洗手规范率均高于干预前ꎮ
２.３　 对土源性寄生虫感染、呼吸道疾病和肠道传染病

的干预效果　 Ｃｈａｒｄ 等[１０] 在干预后随访发现ꎬ学生的

缺勤率ꎬ自报告的腹泻、呼吸道感染、结膜炎和学生大

便检测寄生虫感染的患病率并未有降低ꎮ Ｔｒｉｎｉｅｓ
等[１４]发现ꎬ干预学校学生自报告腹泻和呼吸道感染的

比例低于对照学校ꎮ Ｃｈａｒｄ 等[３０]对部分干预学校学生

进行血液样本中抗体水平的检测发现ꎬ干预学校学生

中经水和食物传染和人际传播肠道传染病的抗体水

平较低ꎬ提示干预后学生群体肠道传染病的发病率较

低ꎮ Ｇｅｌａｙｅ 等[１６]干预结果显示ꎬ干预后学生结膜炎、
土源性寄生虫感染率和寄生性原虫感染率均降低ꎮ
甘肃的一项干预研究显示ꎬ干预后学生肠道寄生虫感

染率下降[２５] ꎮ
２.４　 学生缺课率和体质 　 Ｃｈａｒｄ 等[１０] 的干预研究未

发现对减少学生缺课率有效ꎮ Ｃａｒｕｓｏ 等[１１] 的研究结

果显示ꎬ各组之间缺课率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Ｔｒｉ￣
ｎｉｅｓ 等[１４]的干预结果显示ꎬ干预学校的学生缺勤率并

未降低ꎬ并认为改善 ＷＡＳＨ 对于减少学生缺勤的效果

并不明显ꎮ 马会来等[２０]的研究显示ꎬ干预组学生总缺

课率、缺课天数、因头痛和腹痛缺课率均较对照组减

少ꎮ 上海一项学校 ＷＡＳＨ 综合干预结果显示ꎬ干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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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课天数低于对照学校ꎬ其中呼吸道传播相关症状 /
疾病所致的缺课天数下降最为明显[２２] ꎮ 甘肃的干预

则显示ꎬ小学生贫血、消瘦和生长发育迟缓患病率均

降低[２５] ꎮ

３　 学校 ＷＡＳＨ 干预效果的影响因素

３.１　 干预措施有效性和持续性　 学校 ＷＡＳＨ 项目的

实施干预和后续调查的时间间隔为 ６ 个月至 ３ 年ꎬ采
用一次或多次调查ꎮ Ｂｕｘｔｏｎ 等[９] 在干预后 ６ 个月进

行评估ꎬ干预组与对照组学生如厕率和厕所卫生状况

无差异ꎬ可能与基线水平高出预期及跟踪时间较短有

关ꎮ Ｃｈａｒｄ[１０]认为ꎬ影响干预效果的主要因素包括供

水保证率较低造成冲厕和洗手用水不足、提供洗手用

品的持续性不佳、生病不是当地学生缺课的主要原

因、家庭 ＷＡＳＨ 设施未同步改善抵消了学校干预的效

果ꎮ Ｃａｒｕｓｏ 等[１１] 发现ꎬ仅改善厕所卫生而未改造厕所

硬件设施且干预措施的持续时间不足ꎬ对改变学生如

厕行为的影响有限ꎮ Ｇａｒｎ 等[２８] 认为ꎬ在社区层面进

行如厕行为的干预效果比在学校更为显著ꎮ Ｃｌａｒｋｅ
等[３１]认为ꎬ由于缺少社区干预ꎬ仅在学校进行 ＷＡＳＨ
干预对控制学生寄生虫感染并不足够有效ꎮ
３.２　 健康教育形式 　 Ｇｒｅｅｎｅ 等[１２] 发现ꎬ改善供水水

质和开展个人卫生促进的措施并没有使学生洗手行

为和手部卫生改善ꎬ原因可能是发放宣传册的传播方

式对改变卫生行为作用不明显ꎮ 干预后手部埃希大

肠菌检出率升高ꎬ可能因学生如厕率提高了ꎬ但洗手

等卫生行为并未有效改善ꎮ Ｃｈｉｔｔｌｅｂｏｒｏｕｇｈ 等[１８] 认为ꎬ
健康教育是必要的ꎬ但并不足以改变学生的洗手行

为ꎮ 影响学生洗手行为的因素包括没有足够的时间、
成年人没有做好示范、洗手设施的卫生状况、是否形

成洗手的社会规范及他人的监督和提醒等ꎮ
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结果认为ꎬ母亲、父亲和老

师等重要他人对小学生社会化行为形成有重要影

响[３２－３３] ꎮ 学校、家长和社区共同参与的ꎬ为学生提供

健康知识、创造健康环境、提供健康服务的学校健康

促进对于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更有效ꎬ并可持

续ꎮ 在常州和吉林开展的学校健康促进项目显示ꎬ洗
手行为在干预前后及干预与非干预学校之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ꎬ并且对男生的干预效果好于女生[３４－３５] ꎮ
但另一项研究显示ꎬ学校健康促进干预 ２ 年后学生健

康知识得分有显著提高ꎬ但健康行为并未改善[３６] ꎮ
３.３　 性别差异 　 Ｇｒｅｅｎｅ 等[１２] 提出ꎬＷＡＳＨ 干预后女

生如厕率较男生增加更多ꎬ但由于手部卫生干预效果

不好ꎬ女生手部埃希大肠菌群检出率较男生高ꎮ Ｇａｒｎ
等[１３]在肯尼亚的干预结果提示ꎬ厕所设施的新旧程

度、干净程度影响女生的如厕行为ꎬ但对男生未见影

响ꎮ 以上干预研究显示女生对于厕所设施和卫生的

状况更加敏感ꎬ与一些横断面调查的结果一致ꎮ 如

Ｒａｙ[３７]在对亚洲和非洲一些学校进行调查后发现ꎬ女
生可能会因为学校厕所卫生条件差而在月经期间不

去学校ꎮ 虽然学校厕所条件持续得到改善ꎬ但女生生

理期所需的设施等仍不足[３８] ꎮ 国内开展的一些横断

面调查也显示洗手行为在性别和年龄上存在差

异[３９－４１] ꎮ

４　 展望

学校 ＷＡＳＨ 综合干预可通过改善学校卫生设施ꎬ
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卫生行为ꎬ提升包括生理、心理

和社会适应能力在内的全面健康水平ꎬ已得到多教学

者的共识ꎮ 为使干预项目达到预期效果或干预效果

最大化ꎬ应探讨基于需求评估的干预设计、根据干预

对象特征采取差异化的干预措施或采用社区和学校

一体化的干预项目设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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