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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上海中小学直饮水设备的使用情况和对学生饮水习惯的影响ꎬ以及学生对直饮水设备的满意情

况ꎬ为直饮水设备进校园进一步推广提供依据ꎮ 方法　 使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ꎬ对上海市 １ １１７ 名中小学生进行网络问卷

调查ꎬ调查其直饮水设备安装前后饮水习惯和对直饮水设备的满意度ꎮ 结果　 直饮水设备安装后ꎬ新增 １２３ 名调查学生选

择学校提供的方式饮水(增长率为 ２３.０％)ꎬ日均饮水量在 ５００ ｍＬ 以下的学生减少 ８８ 名(减少率为 １９.８％)ꎮ 小学生使用

直饮水设备比例高于初高中学生(９７.７％ ꎬ８２.１％ ꎬ ８７.８％ꎬχ２ ＝ １１１.１０ꎬＰ<０.０５)ꎮ 调查学生对直饮水设备整体满意度为

６３.１％ꎬ小学生满意度相对较高ꎬ达到 ７５.５％ꎻ但对于直饮水的气味、味道和水温ꎬ学生满意度不足 ６０％ꎮ 意外事件中有 ８８
名调查学生发生过烫伤事故(７.９％)ꎮ 结论　 直饮水设备有助于改善学生饮水方式ꎬ提高在校饮水量ꎮ 学生对于直饮水设

备满意度有待进一步提高ꎬ并需重视预防直饮水设备引起的意外事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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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足量的饮水与青少年的身心发育密切相关ꎬ
但我国城市儿童饮水数量一直较低ꎬ仅有 １ / ３ 的学生

每天饮水量达到 １ ２００ ｍＬ 的标准ꎬ与学生在校期间是

否有充分安全的饮用水及便捷的饮用方式有关[１] ꎮ
为改善在校中小学生饮水现状ꎬ２０１３ 年上海市教委、
卫计委、质监局和水务局四部门共同发布«上海市中

小学校校园直饮水工程建设和维护基本要求»ꎬ启动

“完成本市 ３００ 所中小学校校园直饮水工程建设”的

政府实事项目[２] ꎮ 项目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学校热烈

欢迎ꎬ仅 １ 年时间就有 ３４９ 所中小学校安装并投入使

用直饮水设备ꎮ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ꎬ调查直

饮水设备的使用情况和对学生饮水习惯的影响ꎬ以及

学生对直饮水项目的满意情况ꎬ为直饮水设备进校园

进一步推广提供依据和建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为上海市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新

安装直饮水设备学校的学生ꎬ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

法ꎬ按照中心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的原则ꎬ从长宁

区、杨浦区和奉贤区分别随机抽取小学、初中和高中

各 ２ 所ꎮ 在每所学校中随机抽取小学四年级、初中二

年级和高中一年级各 ２ 个班级ꎬ共 ３６ 个班级ꎮ 发放问

卷 １ １１７ 份ꎬ 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１１７ 份ꎬ 回收率达到

１００％ꎬ其中男生 ５９５ 名ꎬ女生 ５２２ 名ꎻ小学四年级学生

５６４ 名ꎬ初中二年级学生 ２４５ 名ꎬ高中一年级学生 ２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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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ꎬ另有 ３０ 名学生问卷中没有填写年级信息ꎮ 本次调

研选取最低年级为小学四年级ꎬ主要考虑四年级及其

以上学生具有较好的问卷自主填写能力ꎬ并且能够感

知前后饮水习惯的变化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内容　 调查问卷为自行设计ꎬ并通过与学

校工作人员和饮用水相关专家咨询论证修改完善ꎮ
问卷内容分为 ３ 部分ꎬ第 １ 部分为直饮水设备的使用

情况和饮水习惯的改变ꎬ包括设备安装前后学生在校

的饮水来源(学校提供、从家自带、自行购买和其他方

式)、每天在校饮水量(分为 ０ ~ < ２５０ ｍＬꎬ２５０ ~ < ５００
ｍＬꎬ５００ ~ < ７５０ ｍＬꎬ７５０ ~ < １ ０００ ｍＬꎬ１ ０００ ~ < １ ２５０
ｍＬꎬ１ ２５０ ~ <１ ５００ ｍＬꎬ≥１ ５００ ｍＬꎬ共 ７ 个级别ꎻ并在

问卷中提示学生以 １ 瓶塑料瓶装矿泉水含量为 ５００
ｍＬ 为参考ꎬ估算并填写直饮水设备安装前后平均每

日在校饮水量)ꎬ以及学生在校使用饮水机的次数(从

不使用ꎬ１ ~ ３ 次ꎬ４ ~ ６ 次ꎬ７ ~ ８ 次ꎬ９ 次及以上共 ５ 个级

别)ꎮ 第 ２ 部分为满意度调查ꎬ主要通过直饮水水质

口感以及学生取水的方便程度 ２ 个方面共 ８ 个指标进

行评估ꎬ其中水质口感指标包括水的气味、味道、纯净

度和水温ꎬ取水方便程度指标包括取水秩序、取水距

离、设备足量程度、取水按钮高度ꎮ 满意度评估分为

很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和很满意 ５ 个级别ꎮ 第

３ 部分为设备使用 １ 年以来相关意外事件的发生情

况ꎬ经过对学校管理人员咨询ꎬ主要调查烫伤、滑倒跌

倒和饮水后腹痛腹泻 ３ 种意外事件的发生情况ꎮ 调查

问卷经专家论证ꎬ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８ꎬ ＫＭＯ 值为

０.９２ꎬ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ꎮ 问卷设计符合伦理学

要求ꎬ内容不涉及个人识别信息并在调查前征得学生

及家长同意ꎮ
１.２.２　 调查方法　 本研究调查方式为网络调查ꎬ通过

问卷星平台将调查问卷上传网络ꎬ再由选定班级的班

主任将网址链接发放至学生ꎬ学生通过计算机进行填

写ꎮ 调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６—７ 月份完成ꎮ
１.２.３　 质量控制 　 问卷调查前对所选班级的班主任

进行统一填写培训ꎬ填写问卷前ꎬ班主任对问卷填写

进行说明ꎬ学生在家填写问卷过程中ꎬ如果对问卷内

容理解困难ꎬ可向班主任进行电话咨询ꎮ 调查数据从

问卷星平台直接导出ꎬ避免了人工录入可能出现的

错误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调查数据以 Ｅｘｃｅｌ 格式导出ꎬ并使

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进行 χ２ 检验ꎬ分析安装直饮水设备前后

学生饮水行为的变化ꎬ以及不同年级学生的满意度情

况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直饮水设备使用情况和影响

２.１.１　 学生在校饮水来源　 在直饮水设备安装之前ꎬ
学生饮水主要由学校提供(４７.８％) 和从家自带饮水

(４３.０％) 的方式饮水ꎮ 直饮水设备安装之后ꎬ新增

１２３ 名学生主要选择饮用学校提供的饮用水ꎬ较设备

安装前增长 ２３.０％ꎻ从家自带饮水的学生减少 １０４ 人ꎬ
下降率为 ２１.７％ꎮ 此外ꎬ自行购买和其他方式饮水学

生总体占比较少(７.４％ꎬ１.８％)ꎬ但在安装直饮水设备

后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ꎬ 下降率分别为 １４. ５％ 和

３５.０％ꎮ
２.１.２　 直饮水设备使用情况 　 由表 １ 可见ꎬ６４.７％的

学生平均每天使用直饮水设备 １ ~ ３ 次ꎬ其次是使用 ４
~ ６ 次(２２.０％)ꎬ４.７％的学生使用 ６ 次以上ꎬ７.４％的学

生不使用ꎮ 年级分布上ꎬ９７.７％的小学四年级学生在

校会使用直饮水设备ꎬ初二和高一学生此比例分别为

８２.１％和 ８７.８％ꎬ３ 个年级学生设备使用情况分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１１.１０ꎬＰ<０.０５)ꎮ

表 １　 不同年级学生直饮水设备每日使用次数分布

年级 人数 从不使用 １ ~ ３ 次 ４ ~ ６ 次 ７ ~ ８ 次 ≥９ 次
小学四年级 ５６１ １０(１.８) ３４４(６１.０) １７５(３１.０) ２３(４.１) ９(１.６)
初二 ２４２ ４１(１６.７) １６７(６８.２) ２８(１１.４) ４(１.６) ２(０.８)
高一 ２７３ ２９(１０.４) １９６(７０.５) ３５(１２.６) ６(２.２) ７(２.５)
合计 １ ０７６ ８３(７.４) ７２３(６４.７) ２４６(２２.０) ３４(３.０) １９(１.７)

　 注:１２ 人饮水设备使用次数不清楚(其中 １ 人年级与使用次数均未填写)ꎻ()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１.３　 学生在校饮水量的变化　 调查显示ꎬ安装直饮

水设备之后ꎬ日均饮水量在 ５００ ｍＬ 以下的学生数量

减少 ８８ 人ꎬ减少率为 １９.８％ꎮ 饮水量 ５００ ｍＬ 及以上

组别人数在安装直饮水设备之后均有所增加ꎬ其中饮

水量在 ５００ ~ <７５０ ｍＬ 的学生数量上升最明显ꎬ增长率

为 １５.１％ꎮ 此外ꎬ饮水量在 ７５０ ｍＬ 及以上的学生数总

体增加 １１.１％ꎮ 见表 ２ꎮ
２.２　 直饮水设备满意度

２.２.１ 　 总体满意度 　 由表 ３ 可见ꎬ调查学生中有

６３.１％对直饮水工程达到满意或者很满意ꎬ小学四年

级学生总体满意度(“很满意”和“满意”部分的合计)
达 ７５.５％ꎬ初二和高一年级学生满意和很满意总体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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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相对较低ꎬ分别为 ５４.３％和 ４４.６％ꎮ ３ 个年级学生

总体满意度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３. ８９ꎬＰ <
０.０５)ꎮ

表 ２　 学生在安装直饮水设备前后日均在校饮水量分布 / ｍＬ

安装前后 人数 ０ ~ <２５０ ２５０ ~ <５００ ５００ ~ <７５０ ７５０ ~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 <１ ２５０ １ ２５０ ~ <１ ５００ ≥１ ５００
安装前 １ １１７ １１２(１０.０) ３３２(２９.７) ３３１(２９.６) ２０８(１８.６) ６２(５.６) ２９(２.６) ４３(３.９)
安装后 １ １１７ １００(９.０) ２５６(２２.９) ３８１(３４.１) ２１９(１９.６) ７３(６.５) ２６(２.３) ６２(５.６)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表 ３　 不同年级学生直饮水设备总体满意度分布

年级 人数 很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很满意
小学四年级 ５６４ １０５(１８.６) ２(０.４) ３１(５.５) １４２(２５.２) ２８４(５０.４)
初二 ２４５ ２０(８.２) １７(６.９) ７５(３０.６) ７５(３０.６) ５８(２３.７)
高一 ２７８ ３２(１１.５) ２０(７.２) １０２(３６.７) ７７(２７.７) ４７(１６.９)
合计 １ ０８７ １５９(１４.２) ３９(３.５) ２１４(１９.２) ３０２(２７.０) ４０３(３６.０)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２.２　 各项指标满意度　 调查显示ꎬ水质口感相关指

标中ꎬ除纯净度满意度为 ６１.８％之外ꎬ其他 ３ 个指标满

意度均不足 ６０％ꎻ此外ꎬ取水便利性方面学生满意度

较好ꎬ所有指标满意度均达到 ６０％以上ꎮ 见表 ４ꎮ

表 ４　 学生对直饮水设备各项指标的满意度分布(ｎ ＝ １ １１７)

满意度指标 很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很满意
水质口感 气味 １８２ (１６.３) ６２ (５.６) ２３２ (２０.８) ２５１ (２２.５) ３９０ (３４.９)

味道 １８１ (２６.２) ８２ (７.３) ２２９ (２０.５) ２５０ (２２.４) ３７５ (３３.６)
纯净度 １６１ (１４.４) ４６ (４.１) ２２０ (１９.７) ２７７ (２４.８) ４１３ (３７.０)
水温 １８５ (１６.６) ７５ (６.７) ２１１ (１８.９) ２７２ (２４.４) ３７４ (３３.５)

取水便利性 取水秩序 １６８ (１５.０) ４０ (３.６) １９１ (１７.１) ２８９ (２５.９) ４２９ (３８.４)
取水距离 １６１ (１４.４) ２７ (２.４) １７８ (１５.９) ３１３ (２８.０) ４３８ (３９.２)
设备数量 １６１ (１４.４) ３５ (３.１) １５９ (１４.２) ３０９ (２７.７) ４５３ (４０.６)
按钮高度 １５６ (１４.０) １８ (１.６) １３９ (１２.４) ３０５ (２７.３) ４９９ (４４.７)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３　 意外事件发生情况　 安装直饮水设备后 １ 年内ꎬ
滑倒、跌倒ꎬ烫伤和腹痛腹泻 ３ 类意外事件均有发生ꎮ
发生烫伤的学生数相对较多ꎬ占总体学生比例的 ７.９％
(８８ 人)ꎬ其中有 １７ 名学生(１.５％) 发生 ２ 次烫伤事

故ꎬ１２ 名学生(１.１％)发生 ３ 次及以上烫伤事故ꎮ 另

外ꎬ有 ５７ 名学生发生过滑倒、跌倒事故ꎬ占总体比例的

５.２％ꎬ其中 ４ 名学生(０.４％)发生 ２ 次滑倒、跌倒ꎬ１０
名学生(０.９％)发生 ３ 次及以上ꎮ 有 ６０ 名学生发生腹

痛、腹泻事故ꎬ占总体比例的 ５.４％ꎬ其中发生过 ２ 次及

２ 次以上的学生分别有 ４ 名(０.４％)和 １０ 名(０.９％)ꎮ

３　 讨论

３.１　 直饮水设备效果初显　 研究发现ꎬ学校直饮水设

备的安装有助于改善学生的饮水习惯ꎬ其主要表现在

学生在校的饮水方式和饮水量上ꎮ 本研究中安装直

饮水设备之后ꎬ有更多学生倾向于饮用学校提供的饮

用水ꎮ 此外ꎬ设备安装后ꎬ学生在校饮水量有所增加ꎬ
表现为日均饮水量在 ５００ ~ <７５０ ｍＬ 的学生数量有较

大幅度提升ꎮ 然而ꎬ根据我国最新 « 居民膳食指南

(２０１６)» [３]建议学龄儿童每日饮水量 ８００ ｍＬ 以上的

标准ꎬ调查学生中仍然有 ６０％以上没有达到要求ꎬ学
生的饮水情况有待进一步改善ꎮ 此外ꎬ调查发现不同

年级学生直饮水设备的使用有差异ꎬ低年级学生相对

使用频率较高ꎬ可能由于高年级学生形成饮水习惯时

间较长ꎬ对于新安装直饮水设备敏感性较低所致ꎮ 鉴

于直饮水设备的便捷性和安全性ꎬ以及使用频率较低

易因积水导致水箱受污染等因素ꎬ建议学校积极倡导

学生使用直饮水设备饮水ꎬ达到物尽其用ꎬ同时间接

保障水质安全[４] ꎮ
３.２　 学生整体满意度较高　 调查发现学生对于学校

安装直饮水设备总体评价较高ꎬ尤其是低年级学生ꎬ
说明直饮水设备受到多数学生的欢迎ꎮ 然而ꎬ初高中

生对于直饮水设备评价相对较低ꎬ可能由于高年级学

生对饮水的需求较高所致ꎬ建议初高中学校可定期开

展调研或座谈ꎬ了解学生对于学校直饮水设备的意见

和建议ꎬ并合理整改ꎮ 研究发现学生对直饮水的气

味、味道和温度满意度相对较低ꎮ 饮用水的水质和学

生健康直接相关ꎬ而饮用水的气味和味道是反映直饮

水水质的直观因素ꎬ因此需尤为重视ꎮ 直饮水水质易

受原水水质、设备维护等多种因素的影响ꎬ学校应当

做好直饮水设备的日常清洁维护工作[５] ꎮ 水温方面ꎬ
出于避免烫伤考虑ꎬ大部分学校将直饮水水温设定在

２０ ~ ４０℃之间ꎬ但该区间温度不能满足不同学生的饮

水需求ꎬ且易滋生细菌ꎬ影响水质[６] ꎮ 为避免事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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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ꎬ学校在水温设置上可以综合考虑ꎬ如分设冷水和

热水龙头ꎬ并在热水龙头附近加以安全警告ꎬ保证需

求的同时防止出现烫伤事件ꎬ同时应对在校学生ꎬ尤
其是低年级学生加强安全使用直饮水设备的教育ꎮ
３.３　 设备使用安全不容忽视　 调查发现ꎬ跌倒、滑倒、
烫伤和腹痛、腹泻等意外事件在设备使用过程中均有

所发生ꎮ 据访谈了解ꎬ造成滑倒、跌倒的原因在于部

分学校学生取水秩序混乱ꎬ发生推搡造成事故ꎬ且部

分学校直饮水设备周围清洁之后ꎬ没有及时隔离ꎬ学
生因为地滑而发生事故ꎮ 建议学校倡导学生有序取

水ꎬ如果每台设备取水学生过多ꎬ应当考虑采购新设

备ꎮ 此外ꎬ为防止学生滑倒ꎬ直饮水设备周围清洁之

后应及时隔离ꎬ等地面干燥之后再开放使用ꎬ同时在

水龙头处放置防滑垫ꎬ保障取水安全ꎮ 腹痛、腹泻除

因水温过低引起之外ꎬ还有可能是因为水质问题引

发ꎮ 饮用水水质问题一直以来是影响直饮水设备推

广使用的障碍ꎬ多项调研也显示不同地区学校直饮水

设备均存在水质受到重金属和微生物污染的情

况[７－１１] ꎮ 学校和相关政府部门应当从设备采购、日常

维护和定期检查等方面综合入手ꎬ保障水质安全ꎮ
３.４　 建议　 本研究发现ꎬ学校安装直饮水设备有助于

改善学生的饮水习惯ꎬ直饮水设备也在各年级学生中

获得不同程度的好评ꎮ 然而ꎬ在设备使用过程中也出

现少量安全事故和不足之处ꎮ 为进一步提高学生使

用直饮水设备的体验ꎬ改善学生饮水习惯ꎬ基于本次

研究结果ꎬ对已安装直饮水的学校提出以下建议:(１)
学校应制定相应的设备日常维护管理条例ꎬ做好设备

的日常清洁ꎬ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做好周检、月检和学

期检ꎬ并及时更换相关配件ꎻ(２)加强学生教育ꎬ倡导

学生安全有序使用直饮水设备ꎬ不做损坏设备的事

情ꎻ(３)注重学生需求ꎬ从多个方面ꎬ如水温、口感等提

高学生饮水体验ꎬ引导学生积极饮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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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快报(８):童年至成年期不同 ＢＭＩ 变化轨迹预示心血管代谢风险
的差异

生命历程中体质量指数(ＢＭＩ)变化轨迹与成年期心血管疾病的关联尚未明确ꎮ 来自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孟席斯

医学研究中心、芬兰图尔库大学 Ｍａｇｎｕｓｓｅｎ 教授带领的团队分析了著名的“芬兰青年人群心血管风险研究” (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ｉｓｋ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Ｆｉｎｎｓ Ｓｔｕｄｙ)的 ２ ６３１ 名受试对象在 １９８０ 年(６~ １８ 岁)和 ２０１１ 年随访期(３４~ ４９ 岁)ＢＭＩ 数据ꎬ并探讨了其与

成年期(３４~ ４９ 岁)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ꎬ包括 ２ 型糖尿病、高危脂蛋白水平、高血压和颈动脉内膜增厚的关联ꎮ
采用潜变量分层生长混合模型识别了从童年早期至成年期的 ６ 种 ＢＭＩ 轨迹:稳定正常组(５５.２％)、消退组(１.６％)、渐

增重组(３３.４％)、渐肥胖组(４.２％)、快速超重 / 肥胖组(４.３％)和持续恶化超重 / 肥胖组(１.２％)ꎮ 恶化或持续肥胖成年期心

血管疾病风险是 ＢＭＩ 稳定正常组的 １５ 倍ꎮ 童年期高 ＢＭＩ 逐渐降低组脂质紊乱、高血压风险与 ＢＭＩ 持续正常组基本一致ꎬ
但颈动脉内膜厚度显著增加ꎮ

ＢＭＩ 持续较高水平的长期轨迹与成年期心血管疾病风险密切关联ꎮ 肥胖成年个体保持 ＢＭＩ 稳定ꎬ及童年期肥胖个体

成年后降低 ＢＭＩ 有助于降低心血管代谢风险ꎮ 预防儿童肥胖是当前降低成年期动脉粥样硬化风险最具成本－收益的措施ꎮ
[来源:ＢＵＳＣＯＴ ＭꎬＴＨＯＭＳＯＮ Ｒ ＪꎬＪＵＯＮＡＬＡ Ｍꎬｅｔ ａｌ.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ｃｈｉｌｄ－ｔｏ－ａｄｕｌｔ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ｃａｒｄｉｏ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ｒｉｓｋ[Ｊ].Ｅｕｒ Ｈｅａｒｔ Ｊꎬ２０１８ꎬ３９(２４):２２６３－２２７０.编译:孙莹.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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