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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银川市中小学体育馆空气卫生质量现况ꎬ为更好地改善空气质量提供依据ꎮ 方法　 抽取银川市

中小学体育馆 １２ 所ꎬ对馆内 ＣＯ２ 、甲醛、可吸入颗粒物( ＰＭ２.５)、温度、相对湿度进行调查ꎬ参考«体育馆卫生标准» ( ＧＢ
９６６８－１９９６)(以下简称«标准»)中标准值进行判断ꎮ 结果　 银川市中小学体育馆 ＣＯ２ 体积百分比浓度在开馆前均小于国

家标准值最高限(０.１５％)ꎬ符合«标准»规定ꎻ但在运动 １ ｈ 后 ＣＯ２ 体积百分比浓度均大于 ０.１５％ꎬ１６.７％的中学 ＣＯ２ 体积百

分比浓度高达 ０.２５％ꎬ超出«标准»最高值 ６６.７％ꎻ２４ ｈ ＣＯ２ 体积百分比浓度均值均大于 ０.１５％ꎬ不符合«标准»规定ꎮ 甲醛

质量体积浓度开馆后 １ ｈ 均值均大于国家标准值最高限(０.１２ ｍｇ / ｍ３ )ꎬ不符合«标准»规定ꎻ１６.７％的小学高达 ０.２１ ｍｇ / ｍ３ ꎬ
超出«标准»最高值 ７５％ꎮ 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２.５)在开馆前均小于国家标准值最高限(０.２５ ｍｇ / ｍ３ )ꎬ符合«标准»规定ꎻ但
运动 １ ｈ 后普遍升高并超过规定值ꎬ１６.７％的中学高达 ０.６２ ｍｇ / ｍ３ ꎬ超出«标准»最高值 １４８％ꎻ２４ ｈ 均值也均>０.２５ ｍｇ / ｍ３ ꎬ
不符合«标准»规定ꎮ 温度在开馆前和运动 １ ｈ 后均≥１６ ℃ 的国家最低限ꎬ符合«标准»标准ꎻ相对湿度开馆前均低于«标

准»限值ꎬ开馆 １ ｈ 后虽略有提升ꎬ但仍不符合«标准»规定ꎮ 结论　 银川市中小学体育馆空气卫生质量不容乐观ꎬ应积极采

取措施进行改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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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学体育馆是用于学校体育竞赛、体育教学、
课外体育锻炼、文娱演出的重要场所ꎮ 近年来ꎬ随着

我国经济的发展ꎬ中小学体育馆的数量明显增多ꎮ 银

川市地处西北内陆ꎬ冬季干燥、寒冷ꎬ易出现沙尘、降
雪、雾霾、霜冻等不良天气ꎮ 面对不良天气ꎬ银川市有

条件的中小学会将体育课在体育馆进行ꎮ 为了解体

育馆内空气卫生质量ꎬ本研究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对银川市中小学体育馆空气卫生质量现状

进行了调查ꎬ为银川市中小学体育馆空气卫生质量改

善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随机抽取银川市中小学体育馆 １２ 所(中、
小学各 ６ 所)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测试指标　 测试指标为二氧化碳(ＣＯ２)、甲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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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吸入颗粒(ＰＭ２.５)、温度、相对湿度 ５ 项ꎮ 参考«体

育馆卫生标准» ( ＧＢ ９６６８ － １９９６ ) ( 以下简称 « 标

准») [１] ꎬＣＯ２ ≤０. １５％ꎬ甲醛≤０. １２ ｍｇ / ｍ３ꎬＰＭ２. ５ ≤
０.２５ ｍｇ / ｍ３ꎬ温度 ≥ １６ ℃ ꎬ相对湿度 ４０％ ~ ８０％ 为

合格ꎮ
１.２.２　 测试仪器 　 利用宁夏医科大学实验室相应仪

器进行测量ꎬ包括便携式 ＣＯ２、甲醛仪、数字粉尘仪、温
湿度计等ꎮ
１.２.３　 测试方法 　 结合所抽取中小学体育馆运行时

间和不影响学生在馆内正常活动的现实状况ꎬ依据国

标«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 ＧＢ / Ｔ １８８８３ － ２００２) 中指导

方法ꎬ采用累积法采样ꎮ (１)采样浓度:２４ ｈ 平均浓度

指标(如 ＣＯ２ꎬＰＭ２.５)至少采样 １８ ｈꎻ１ ｈ 平均浓度指

标(如甲醛)至少采样 ４５ ｍｉｎꎮ (２)采样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１—１２ 月ꎬ物理指标(温度、相对湿度)采样时间分别

为开馆前及开馆运动后 １ ｈꎬ分别读取记录 １０ ｍｉｎ 和

４５ ｍｉｎ 即时数值ꎻ甲醛采样时间为开馆后 １ ｈ 内ꎻＣＯ２

和 ＰＭ２.５ 测量其 ２４ ｈ 平均浓度ꎬ并加测开馆前与开馆

后 １ ｈ 中 ４５ ｍｉｎ 时浓度ꎮ (３)采样点:依据体育馆大

小设 １ ~ ５ 个不同采样点ꎬ采用对角线或梅花式均匀分

布ꎻ采样点高度 １ ~ １.５ ｍ(与学生自然呼吸高度一致)
之间ꎮ 根据实际情况ꎬ本研究每个场馆采样点均为 ２
个(点 Ａ 与点 Ｂ)ꎮ
１.３　 数据处理　 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对测试结果进行

统计ꎬ并用(ｘ±ｓ)表示各指标结果ꎮ

２　 结果

２.１　 二氧化碳　 银川市中小学体育馆 ＣＯ２ 体积百分

比浓度在开馆前均<０.１５％ꎬ符合«标准»规定ꎻ但在运

动 １ ｈ 后均>０.１５％ꎬ１６.７％(１ 所)的中学高达 ０.２５％ꎬ
超出 « 标准» 规定的最高限值 ( 以下简称 “ 超标”)
６６.７％ꎻ同时ꎬ２４ ｈ 均值均> ０.１５％ꎬ不符合«标准» 规

定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各学校体育馆二氧化碳体积百分比浓度值(ｘ±ｓꎬ％)

采样学校 时间 点 Ａ 点 Ｂ 采样学校 时间 点 Ａ 点 Ｂ
银川二十一小 开馆前 ０.１４２±０.０５２ ０.１４６±０.０４１ 银川二中 开馆前 ０.１３０±０.０９３ ０.１３９±０.０８５

运动 １ ｈ 后 ０.１７５±０.０７９ ０.１７８±０.０６２ 运动 １ ｈ 后 ０.１６９±０.０８８ ０.１７９±０.０７６
２４ ｈ 均值 ０.１６２±０.０５２ ０.１６６±０.０４１ ２４ ｈ 均值 ０.１７０±０.０９３ ０.１７２±０.０７２

兴庆区六小 开馆前 ０.１３３±０.０４９ ０.１３１±０.０８５ 银川六中 开馆前 ０.１４３±０.０８４ ０.１４２±０.０７９
运动 １ ｈ 后 ０.１５３±０.０６６ ０.１６１±０.０８４ 运动 １ ｈ 后 ０.２５１±０.２３１ ０.２５４±０.０７６
２４ ｈ 均值 ０.１７７±０.０７８ ０.１７１±０.０６９ ２４ ｈ 均值 ０.１７４±０.０８３ ０.１７３±０.０７８

唐徕回民小学 开馆前 ０.１４１±０.０９４ ０.１４９±０.０６７ 银川九中 开馆前 ０.１３９±０.０８５ ０.１２３±０.０７８
运动 １ ｈ 后 ０.１６４±０.０８８ ０.１６１±０.０５７ 运动 １ ｈ 后 ０.１６６±０.０８５ ０.１６５±０.０９３
２４ ｈ 均值 ０.１５９±０.０８７ ０.１６３±０.０７６ ２４ ｈ 均值 ０.１５８±０.０６５ ０.１５９±０.０７１

金凤区一小 开馆前 ０.１４４±０.０８７ ０.１４１±０.０８８ 银川十四中 开馆前 ０.１３７±０.０９６ ０.１４５±０.０８９
运动 １ ｈ 后 ０.１５７±０.０７５ ０.１５９±０.０９２ 运动 １ ｈ 后 ０.１７７±０.０８１ ０.１７９±０.０７４
２４ ｈ 均值 ０.１６０±０.０８２ ０.１６５±０.０６１ ２４ ｈ 均值 ０.１５５±０.０９３ ０.１５８±０.０５７

金凤区四小 开馆前 ０.１３７±０.０９４ ０.１３４±０.０８９ 银川十八中 开馆前 ０.１４７±０.０９０ ０.１４５±０.０８６
运动 １ ｈ 后 ０.１６９±０.０８５ ０.１６１±０.０８３ 运动 １ ｈ 后 ０.１８３±０.０４５ ０.１７７±０.０８２
２４ ｈ 均值 ０.１７１±０.０７２ ０.１６９±０.０５４ ２４ ｈ 均值 ０.１５９±０.０８０ ０.１６１±０.０３６

西夏区九小 开馆前 ０.１４７±０.０８８ ０.１４８±０.０９６ 唐徕回民中学 开馆前 ０.１４７±０.０８９ ０.１３８±０.０８９
运动 １ ｈ 后 ０.１６９±０.０７６ ０.１６１±０.０８１ 运动 １ ｈ 后 ０.１７９±０.０３９ ０.１７０±０.０８４
２４ ｈ 均值 ０.１６６±０.０４９ ０.１７０±０.０８５ ２４ ｈ 均值 ０.１６３±０.０６３ ０.１６１±０.０５５

２.２　 甲醛　 银川市中小学体育馆甲醛测试结果均不

符合«标准» 规定ꎬ即均 > ０. １２ ｍｇ / ｍ３ 的最高限值ꎮ
１６.７％(１ 所)的小学高达 ０.２１ ｍｇ / ｍ３ꎬ超标率达 ７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各学校体育馆甲醛质量体积浓度值(ｘ±ｓꎬｍｇｍ－３)

采样学校 点 Ａ 点 Ｂ 采样学校 点 Ａ 点 Ｂ
银川二十一小 ０.１７３±０.０５２ ０.１９６±０.０３４ 银川二中 ０.１８４±０.０６１ ０.１８２±０.０５４
兴庆区六小 ０.１４８±０.０６５ ０.１４９±０.０７３ 银川六中 ０.１６９±０.０８８ ０.１７０±０.０６６
唐徕回民小学 ０.２１０±０.０５８ ０.２１１±０.０２９ 银川九中 ０.１６３±０.０４９ ０.１６７±０.０７０
金凤区一小 ０.１６９±０.０４８ ０.１６７±０.０７２ 银川十四中 ０.１６５±０.０７７ ０.１７０±０.０６１
金凤区四小 ０.１７８±０.０６９ ０.１７６±０.０５８ 银川十八中 ０.１８９±０.０７４ ０.１８５±０.０４８
西夏区九小 ０.１８１±０.０５８ ０.１８０±０.０７５ 唐徕回民中学 ０.１９３±０.０５７ ０.１９４±０.０８８

２.３　 可吸入颗粒　 银川市中小学体育馆的 ＰＭ２.５ 开

馆前均符合«标准»规定ꎬ但在运动 １ ｈ 后普遍升高ꎬ并
全部高于 « 标准» 规定值的最高限 ( ０. ２５ ｍｇ / ｍ３ )ꎬ
１６.７％(１ 所)的中学超标 １４８％ꎮ ２４ ｈ 均值也均高于

«标准»规定ꎮ 见表 ３ꎮ

２.４　 温度、相对湿度　 本次调查时间属于冬季ꎬ银川

市中小学体育馆温度在开馆前与运动 １ ｈ 后ꎬ温度均

≥１６ ℃ ꎬ符合«标准»规定ꎮ 相对湿度普遍较低ꎬ在运

动 １ ｈ 后略有提升ꎬ但也无法达到«标准»规定值(４０％
~ ８０％)ꎮ 见表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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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各学校体育馆可吸入颗粒质量体积浓度值(ｘ±ｓꎬｍｇｍ－３)

采样学校 时间 点 Ａ 点 Ｂ 采样学校 时间 点 Ａ 点 Ｂ
银川二十一小 开馆前 ０.２３７±０.０９１ ０.２４１±０.５３０ 银川二中 开馆前 ０.２０８±０.１０１ ０.２１３±０.１２１

运动 １ ｈ 后 ０.２６７±０.０５１ ０.２６３±０.０３９ 运动 １ ｈ 后 ０.２６９±０.０４４ ０.２６７±０.０６０
２４ ｈ 均值 ０.２５２±０.０５２ ０.２５６±０.０４１ ２４ ｈ 均值 ０.２５２±０.０５０ ０.２５０±０.０８６

兴庆区六小 开馆前 ０.２３８±０.０９５ ０.２２７±０.１０３ 银川六中 开馆前 ０.２３８±０.０８４ ０.２４１±０.０９１
运动 １ ｈ 后 ０.２７１±０.０６２ ０.２７７±０.０４８ 运动 １ ｈ 后 ０.２７８±０.０４５ ０.２７６±０.０５７
２４ ｈ 均值 ０.２６５±０.０７８ ０.２６８±０.０８７ ２４ ｈ 均值 ０.２５８±０.０６９ ０.２５１±０.０７２

唐徕回民小学 开馆前 ０.２３７±０.１１５ ０.２４０±０.９１３ 银川九中 开馆前 ０.２４０±０.１０７ ０.２４２±０.０８８
运动 １ ｈ 后 ０.２９７±０.０８９ ０.２９１±０.０５０ 运动 １ ｈ 后 ０.２７８±０.０５２ ０.２７１±０.０９０
２４ ｈ 均值 ０.２６９±０.０８３ ０.２６９±０.０７４ ２４ ｈ 均值 ０.２５９±０.０８１ ０.２５６±０.０８８

金凤区一小 开馆前 ０.２１９±０.１０３ ０.２２０±０.０９７ 银川十四中 开馆前 ０.２４７±０.１１８ ０.２３９±０.１０６
运动 １ ｈ 后 ０.２７１±０.０７３ ０.２７８±０.０８２ 运动 １ ｈ 后 ０.６２５±０.０５７ ０.６２９±０.０９５
２４ ｈ 均值 ０.２５９±０.０７３ ０.２５３±０.０９２ ２４ ｈ 均值 ０.３１２±０.０９３ ０.３２１±０.０７５

金凤区四小 开馆前 ０.２３８±０.１０７ ０.２３３±０.０９４ 银川十八中 开馆前 ０.２３８±０.０７３ ０.２３３±０.０８１
运动 １ ｈ 后 ０.２７４±０.０６７ ０.２７２±０.０６６ 运动 １ ｈ 后 ０.３０１±０.０５５ ０.３１５±０.０６４
２４ ｈ 均值 ０.２５８±０.０５４ ０.２５３±０.０９０ ２４ ｈ 均值 ０.２６３±０.０８７ ０.２６５±０.０８０

西夏区九小 开馆前 ０.２１８±０.１０９ ０.２２５±０.１１０ 唐徕回民中学 开馆前 ０.２００±０.０９１ ０.２０５±０.０８５
运动 １ ｈ 后 ０.２９３±０.０９１ ０.２９５±０.０８７ 运动 １ ｈ 后 ０.２９１±０.０７７ ０.２９７±０.０５９
２４ ｈ 均值 ０.２６３±０.０６５ ０.２６７±０.０５５ ２４ ｈ 均值 ０.２６６±０.０５４ ０.２６９±０.０８３

表 ４　 各学校体育馆温度和相对湿度值(ｘ±ｓ)

采样学校 时间
温度 / ℃

点 Ａ 点 Ｂ
相对湿度 / ％

点 Ａ 点 Ｂ
银川二十一小 开馆前 ２３.７±１.３ ２４.２±０.９ ２３.５±０.３ ２２.９±０.８

运动 １ ｈ 后 ２４.８±１.２ ２５.５±１.４ ２３.７±０.５ ２３.７±０.４
兴庆区六小 开馆前 ２２.８±０.７ ２１.９±１.１ ２１.３±１.０ ２２.０±０.９

运动 １ ｈ 后 ２３.５±０.６ ２２.０±０.９ ２２.０±０.４ ２２.３±０.７
唐徕回民小学 开馆前 ２４.８±１.７ ２５.０±１.６ ２１.５±０.８ ２１.７±１.０

运动 １ ｈ 后 ２５.３±０.９ ２５.８±１.２ ２１.８±０.１ ２２.０±０.９
金凤区一小 开馆前 ２２.４±１.５ ２２.９±０.８ ２０.４±０.７ ２０.７±１.０

运动 １ ｈ 后 ２３.６±１.０ ２３.７±１.３ ２１.０±０.８ ２１.４±０.３
金凤区四小 开馆前 ２０.４±０.５ ２０.１±０.７ ２１.３±０.３ ２１.５±０.２

运动 １ ｈ 后 ２１.５±１.０ ２１.０±０.６ ２１.７±０.６ ２１.９±０.５
西夏区九小 开馆前 ２０.８±０.４ ２０.３±０.１ ２３.４±０.８ ２３.１±１.０

运动 １ ｈ 后 ２１.３±１.０ ２１.７±０.８ ２３.５±０.７ ２３.８±０.９
银川二中 开馆前 ２０.５±０.６ ２０.４±０.９ ２２.５±０.６ ２２.９±０.１

运动 １ ｈ 后 ２１.８±１.２ ２１.３±０.８ ２３.２±０.８ ２３.５±０.３
银川六中 开馆前 ２０.５±０.９ ２１.１±０.５ ２１.５±０.９ ２１.９±１.０

运动 １ ｈ 后 ２１.６±１.１ ２２.０±１.０ ２２.０±０.８ ２２.８±０.３
银川九中 开馆前 １６.０±０.３ １６.２±０.２ ２０.５±０.７ ２１.０±０.８

运动 １ ｈ 后 １６.５±０.５ １６.８±０.４ ２１.４±０.６ ２２.１±１.２
银川十四中 开馆前 ２３.４±１.２ ２３.７±０.９ ２３.５±０.５ ２３.９±０.３

运动 １ ｈ 后 ２３.８±０.９ ２４.０±１.３ ２４.１±０.６ ２４.７±１.０
银川十八中 开馆前 ２２.５±０.４ ２２.６±０.８ ２３.８±０.４ ２２.９±０.７

运动 １ ｈ 后 ２２.８±０.９ ２２.９±１.０ ２４.０±０.３ ２４.２±０.５
唐徕回民中学 开馆前 ２３.０±０.４ ２２.８±０.７ ２２.５±０.３ ２２.８±０.９

运动 １ ｈ 后 ２３.５±０.８ ２３.１±０.５ ２３.４±０.７ ２３.９±１.１

３　 讨论
ＣＯ２ 浓度过高ꎬ容易对呼吸道产生危害[２－３] ꎮ 人

体在进行有氧代谢时ꎬ需要呼入大量的氧气ꎬ在此参
与下ꎬ体内糖、脂肪和蛋白质会氧化生成 ＣＯ２ 和水[４] ꎮ
当学生进入体育馆内开始运动后ꎬ身体会产生大量的
ＣＯ２ 并呼出体外ꎬ身体的其他部分也随之大量排出污
染物ꎬ如汗液中的分解物质及其他不良气味ꎻ同时ꎬ人
体在进行气体交换中ꎬ肺部呼出气体中还有硫化氢、
氨、氮氧化物等多种有害物质ꎬ这些物质会在人数多、
密度大、ＣＯ２ 增高的情况下愈加明显ꎬ由此造成银川市
中小学体育馆内 ＣＯ２ 体积百分比浓度普遍>０.１５％的
«标准»最高限值ꎮ 通过对 ＣＯ２ 体积百分比浓度大于
０.２５％的学校进一步了解发现ꎬ该校存在大班额现象ꎬ
体育馆使用中人群密度相应增大ꎬＣＯ２ 浓度便容易升
高ꎻ另外这些学校的体育馆临街ꎬ开窗后室外本已受
机动车尾气等污染的空气有所回流也是原因之
一[５－６] ꎮ 对于体育馆 ２４ ｈ ＣＯ２ 体积百分比浓度高于
«标准»规定的原因ꎬ主要是因为体育馆在白天上课

后ꎬ会进行门窗关闭的停用ꎮ 在这期间ꎬ经过一整夜
的封闭ꎬ馆内 ＣＯ２ 滞留ꎬ再加之换气扇的缺失或停用ꎬ
容易导致日均浓度居高ꎮ

甲醛过量对人体危害巨大[７－８] ꎮ 银川市中小学体
育馆甲醛含量超标ꎬ与其他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９－１０] ꎮ
体育馆内甲醛来源主要有两方面ꎬ一是空气中受汽车
尾气、工业废气污染含有甲醛ꎬ但这部分含量和影响
较低ꎻ另一方面则是体育馆内自身存在的建筑装饰材
料、装修物、器材等实物中甲醛的散发ꎮ 结合银川市
中小学体育馆实际情况ꎬ发现各体育馆为配合体育赛
事的举行ꎬ均加装了许多专业设施ꎬ如比赛地板、海绵
垫、橡胶地板等ꎮ 这些设施均属于化学制品ꎬ含有甲
醛等制剂ꎬ长期留存在相应制品中ꎬ并在随后的时间
内逐渐散发ꎮ 此外ꎬ广泛用于体育馆内做房屋防热、
御寒与绝缘材料的泡沫板条、木质地板ꎬ更是含有大
量甲醛ꎬ在高温下会大量释放进入空气ꎮ 尤其是在冬
季ꎬ采用地暖管道的体育馆ꎬ铺附在地面上的木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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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更易挥发出内部含有的甲醛[１１] ꎮ 总之ꎬ体育馆内甲
醛源分布广泛ꎬ且这些甲醛的释放期长达 ３ ~ １０ 年之
久ꎬ尤其是在起初和遇高温时挥发剧烈ꎮ 调查中ꎬ甲
醛浓度高达 ０.２１ ｍｇ / ｍ３ 的学校ꎬ正是因为体育馆内重
新装修不足 ２ 年ꎮ

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２.５)直径越小ꎬ对人体造成的
危害越大[１２] ꎮ 造成银川市中小学体育馆可吸入颗粒
浓度增高的原因:一方面是体育馆环境卫生清扫的不
彻底ꎬ地面原本滞留的灰尘较多ꎬ学生大量涌入进行
运动时ꎬ灰尘随之扬起ꎬ充斥到空气中ꎻ另一方面则是
体育馆通风不利ꎬ颗粒物难以流出ꎻ再加上银川市地
处西北内陆的黄土高原ꎬ空气干燥ꎬ颗粒物浓度较高ꎬ
故体育馆可吸入颗粒浓度超标ꎮ 对于浓度超出«标
准»最高限值规定 １４８％的学校ꎬ主要由于体育馆上风
口 ２００ ｍ 外有在建工程所致ꎮ 为此ꎬ应请求监管部门
作为ꎬ责令其每日做好降尘工作ꎮ

温度、相对湿度的过高、过低对人体亦有不利ꎮ
银川市中小学体育馆温度符合标准值( ≥１６ ℃ )ꎬ不
存在过高、过低的问题ꎬ当继续保持ꎮ 造成其相对湿
度较低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受地理位置影响ꎬ银
川市地处北方ꎬ冬季干燥、少雨ꎬ空气湿度本就不高ꎻ
另一方面是体育馆主要采用集中供暖ꎬ热量较高ꎬ水
汽难以保留ꎮ

银川市中小学体育馆空气卫生质量存在的问题ꎬ
应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和预防ꎮ 通过采取加装新风
设备、换气扇等ꎬ在夜晚定时开放ꎬ加强体育馆内空气
对流ꎬ预防 ＣＯ２、甲醛的浓度升高ꎮ 体育馆应勤打扫卫
生ꎬ每日闭馆后擦拭地板、窗台、墙壁等地方的灰尘ꎬ
做好定期消毒ꎻ同时ꎬ在角落、空闲位置搁置活性炭或
摆放植物ꎬ净化空气[１３] ꎬ尽可能减少可吸入颗粒物数
量及其危害ꎮ 严格控制大班额情况ꎬ合理分配体育馆
同时上课班级数量ꎬ避免人群高度集中ꎮ 新建体育馆
应严格把关建筑、装修材料ꎬ选择合理建筑位置ꎬ有条
件的学校可建设气膜体育馆[１４－１５] ꎮ 可加装空气加湿

器ꎬ提高体育馆使用中相对湿度ꎮ 最后ꎬ体育馆日常
管理中还应做到相关设备的勤检查、修缮ꎬ提高体育
馆空气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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