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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中小学生洗手知识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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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扬州市中小学生洗手相关知识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ꎬ为制定中小学生洗手干预策略及预防相关

传染病提供依据ꎮ 方法　 分层整群随机抽取扬州市中小学生 ６９７ 名进行问卷调查ꎬ对中小学生洗手知识与行为及其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ꎮ 结果　 中小学生洗手知识总体知晓率为 ５９.５４％ꎬ９５.０％的中小学生有洗手习惯ꎮ 洗手知识方面ꎬ高年级好

于低年级(χ２ ＝ １７.５５ꎬＰ<０.０１)ꎻ在洗手行为方面ꎬ低年级好于高年级ꎬ城市好于农村(Ｐ 值均<０.０１)ꎬ且与母亲文化水平呈正

相关( ｒ＝ －０.１７４ꎬＰ<０.０１)ꎮ ３０.７％的学生认为洗手困难的原因是“没有时间”ꎬ１８.８％的学生会因为“水龙头不足”而影响洗

手ꎮ 结论　 扬州市中小学生洗手知识与行为整体较好ꎬ但洗手意识仍需提高ꎬ洗手设施有待改善ꎮ
【关键词】 　 洗手ꎻ健康知识ꎬ态度ꎬ实践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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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学生是传染性疾病(如感染性腹泻、急性呼

吸道传染病、 手足口病、 沙眼等) 的高危人群[１] ꎬ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年扬州市江都区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均为呼吸道传染病ꎬ发病人数以小学居多[２] ꎮ 保持良

好的手卫生习惯能有效预防传染性疾病的传播[３] ꎮ
本文通过对扬州市中小学生洗手相关知识与行为进

行调查ꎬ了解扬州市中小学生洗手知识与行为现状及

其影响因素ꎬ为开展正确洗手健康教育工作和预防相

关传染病的传播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５ 年 ９—１１ 月ꎬ在扬州市 ７ 个县区中选

择性抽取有学校卫生机构、能较好完成调查任务的 ２
个县区ꎬ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每个县区抽取小学、
初中、高中各 ４ 所ꎬ其中城市和农村各 ２ 所ꎬ小学、初
中、高中分别指定为五年级、初二年级、高一年级ꎬ每
所学校抽取 ２ 个班所有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共发放问

１７２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第 ３８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２



卷 ７５０ 份ꎬ剔除回答不全等回收有效问卷 ６９７ 份ꎬ有效

率为 ９２.９％ꎮ 其中男生 ３３３ 名(４７.８％)ꎬ女生 ３６４ 名

(５２.２％)ꎻ 小学生 １７２ 名 ( ２４. ７％)ꎬ 初中生 ３００ 名

(４３ ０％)ꎬ高中生 ２２５ 名(３２.３％)ꎻ家庭住址在城市的

２４４ 名(３５.０％)ꎬ集镇的 ２１１ 名(３０.３％)ꎬ农村的 ２４２
名(３４.７％)ꎮ
１.２　 方法　 参照世界卫生组织定义正确洗手需要同

时满足的 ４ 条标准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４] 等ꎬ自行设

计调查问卷ꎬ内容包括基本信息、手卫生知识(包括世

界洗手日时间、洗手可预防那些疾病、洗手有“六个步

骤”、获得手卫生知识的途径)、手卫生行为(包括洗手

时间、方法、习惯等 １８ 个因素)、影响洗手原因(包括

洗手的原因及影响洗手时间、设施等 ５ 个因素)、既往

疾病史ꎮ 参加调查的人员为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从事学校卫生专业人员ꎬ经过统一培训ꎬ调查问卷在

课间完成ꎬ按 ５％比例对调查表进行抽样复查ꎮ 问卷

洗手知识共有 ３ 个选项ꎬ每答对 １ 个选项为知晓计 １
分ꎬ总得分即为认知得分ꎻ关于洗手行为共有 １８ 个选

项ꎬ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洗手标准ꎬ回答“符合”
计 ２ 分ꎬ“偶尔符合”计 １ 分ꎬ“不符合”计 ０ 分ꎬ总得分

即为行为得分ꎮ 学生知识知晓率为认知得分÷３ꎬ行为

形成率为行为得分÷１８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进行双人录入ꎬ应
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 χ２ 检验、秩和检

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洗手知识 　 ６９７ 名中小学生中ꎬ正确回答“世界

洗手日”的占 ６８.０％ꎬ知道“洗手能预防的所有疾病类

型”的占 ２４. ３％ꎬ知晓“洗手六个步骤” 的占 ８３. ２％ꎮ
中小学生洗手知识总体知晓率为 ５９. ５４％ꎬ男生为

５７.３２％ꎬ女生为 ６１.３４％ꎻ小学生为 ４２.３９％ꎬ初中生为

６３.２５％ꎬ高中生为 ６３.８９％ꎮ
２.２　 洗手行为　 ９５.０％的中小学生有洗手行为习惯ꎬ
洗手时间在 ３０ ｓ 以上的占 ５９.６％ꎬ经常用洗手液或肥

皂洗手的占 ６７. ７％ꎬ洗手后用纸巾或毛巾擦干的占

７９ ９％ꎮ 符合正确洗手的学生占 ８０％的习惯从高到低

依次为大小便后、接触动物后、接触病人后、户外玩耍

后、打扫卫生后、饭前饭后ꎬ５０％以下的习惯依次为摸

过钱币后、握手后、做完作业后ꎬ不符合洗手习惯的依

次主要为洗手时间、握手后、摸过纸钱后、做完作业

后ꎮ 见表 １ꎮ
２.３　 洗手知识和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将洗手认知和

行为得分进行秩和检验ꎬ女生认知得分高于男生(Ｐ ＝
０.０４３)ꎻ小学生洗手认知得分低于初中生和高中生(Ｚ
值分别为－７.１５ꎬ－６.４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７)ꎬ初中生和高中

生的洗手认知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Ｚ ＝ －０.２２ꎬＰ ＝

０.８２３)ꎻ洗手认知得分与父亲文化程度(Ｐ ＝ ０.２３２)和

母亲文化程度(Ｐ＝ ０.４０５)无关ꎻ洗手认知得分在城乡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２８５)ꎮ 男女生洗手行为得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２７９)ꎻ高中生的洗手行为

得分低于小学生(Ｚ ＝ －４.５９ꎬＰ<０.０１７)和初中生(Ｚ ＝
－５.０６ꎬＰ<０.０１７)ꎬ小学生和初中生的洗手行为得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Ｚ＝ －０.２２ꎬＰ＝ ０.８２３)ꎻ洗手行为得分

与父亲文化程度(Ｐ＝ ０.０６４)无关ꎬ与母亲文化程度(Ｐ
<０.０１)有关ꎬ且呈正相关( ｒｓ ＝ －０.１７４ꎬＰ<０.０１)ꎻ洗手

行为得分在城乡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０５)ꎬ城
市与集镇(Ｚ ＝ － １. ７５ꎬＰ ＝ ０. ０８０)、集镇与农村 (Ｚ ＝
－１.３４ꎬＰ＝ ０.１８０)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ꎬ城市与农

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 －３.２３ꎬＰ＝ ０.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中小学生洗手行为习惯构成(ｎ＝ ６９７)

洗手习惯 符合 偶尔符合 不符合
用洗手液或肥皂 ４７０(６７.４) １９１(２７.４) ３６(５.２)
六步洗手 ２８７(４１.５) ２５０(３５.８) １５８(２２.７)
饭前后洗手 ５８９(８４.５) ８４(１２.１) ２４(３.４)
大小便后洗手 ６８８(９８.７) ６(０.９) ３(０.４)
喷嚏咳嗽后洗手 ４１４(５９.４) １８６(２６.７) ９７(１３.９)
玩耍运动后洗手 ６１０(８７.５) ５８(８.３) ２９(４.２)
打扫卫生后洗手 ６０２(８６.４) ６２(８.９) ３３(４.７)
摸过钱币后洗手 ３１３(４４.９) １８３(２６.３) ２０１(２８.８)
回家后洗手 ５２１(７４.７) １２２(１７.５) ５４(７.８)
做完作业后洗手 ３６７(５２.７) １７４(２５.１) １５６(２２.４)
接触动物后洗手 ６３４(９１.０) ４０(５.７) ２３(３.３)
接触病人后洗手 ６１６(８８.５) ５２(７.５) ２８(４.０)
握手后洗手 ２３３(３３.４) ２１３(３０.６) ２５１(３６.０)
洗手后擦干 ５０７(７２.７) １０４(１４.９) ８６(１２.４)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表 ２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中小学生洗手相关知识与行为得分比较

人口统计学指标 统计值 认知 行为
性别 男 ３３３.３１ ３４０.３８

女 ３６３.３５ ３５６.８８
Ｚ 值 －２.０２ －１.０８
Ｐ 值 ０.０４３ ０.２７９

学段∗ 小学 ２４９.７５ ３８０.５９
初中 ３８３.３２ ３７７.１８
高中 ３７９.１１ ２８７.２８

χ２ 值 ５８.５４ ３１.３８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父亲文化水平 本科 ３５０.７５ ３８９.１１
高中 ３５０.２６ ３５７.５０
初中 ３５７.８３ ３４１.３１
小学 ３０１.９２ ３０２.２５

χ２ 值 ４.２９ ７.２５
Ｐ 值 ０.２３２ ０.０６４

母亲文化水平 本科 ３６０.５０ ４１９.０７
高中 ３５０.３６ ３８３.６７
初中 ３５４.６６ ３３２.２２
小学 ３１５.４９ ２９２.２１

χ２ 值 ２.９１ ２１.１６
Ｐ 值 ０.４０５ <０.０１

家庭住址∗ 城市 ３４８.２５ ３７９.４７
集镇 ３６５.０３ ３４６.２３
农村 ３３５.７９ ３２０.６９

χ２ 值 ２.５１ １０.４５
Ｐ 值 ０.２８５ <０.０１

　 注:∗组间两两比较秩和检验时ꎬ调整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 / ３ꎮ

２.４　 洗手原因　 选择洗手原因为“防止生病”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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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８９.８％ꎬ父母要求占 ２２.７％ꎬ让手好闻占 １８.８％ꎬ让
手好看占 １７. ２％ꎬ教师要求占 ７. ８％ꎬ其他占 ８. ０％ꎮ
３０.７％的学生认为洗手困难原因是“没有时间”ꎬ其中

因为“下课时间短”“作业太多” “水龙头太远”的分别

占 ５７.０％ꎬ５１.４％ꎬ３８.３％ꎻ１８.８％的学生因为“水龙头不

足” 而影响洗手ꎬ其中 ７１. ７６％ 因为“洗手人太多”ꎬ
２８.２％因为“水龙头坏了”ꎬ５.３％因为“没有水龙头”ꎮ
认为“水龙头不足”的性别和年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５.９７ꎬ３２.４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女生

(２２.３％)高于男生(１５.０％)ꎬ高中(３０.７％) 高于小学

(１６.３％)和初中(１１.３％)ꎻ农村学校(２３.２％) 高于城

市学校(１６. ６％)ꎬ但城乡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１２ꎬＰ＝ ０.２９)ꎮ
２.５　 手卫生相关传染病发生情况　 被调查中小学生

中ꎬ有 ５３.７％过去 ３ 年内至少患过 １ 种相关传染病ꎬ腹
泻占 ２１.８％(１５２ 人)ꎬ流感占 １６.６％(１１６ 人)ꎬ皮肤感

染占 ９.８％(６８ 人)ꎬ沙眼占 ７.０％(４９ 人)ꎬ手足口病占

４.５％(３１ 人)ꎮ

３　 讨论

本调查发现ꎬ女生的洗手认知情况优于男生ꎬ洗
手行为男女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小学生的洗手认

知情况较差ꎬ但洗手行为较好ꎻ高中生的洗手认知情

况较好ꎬ但洗手行为较差ꎮ 提示认知与行为的不对等

性ꎬ说明洗手知识未对行为产生影响ꎬ知识的了解不

等同于行为的改变ꎬ与黄国贤等[５] 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母亲文化水平对洗手行为有影响ꎬ文化水平越高ꎬ洗
手行为越好ꎮ 洗手行为在城乡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
城市优于农村ꎮ 在影响洗手原因方面ꎬ“没时间” 和

“水龙头不足”是中小学生洗手困难的主要原因ꎬ主要

集中在女生、高中生和农村学校上ꎮ 这些影响洗手的

因素可能是造成洗手知识与行为不对等性的原因

之一ꎮ
郭欣等[６]对北京市小学生传染病防治知识行为

调查显示ꎬ饭前便后洗手、接触动物和病人后洗手的

比例高于回家后、打扫卫生后、摸过纸钱后等洗手的

比例ꎬ与本调查一致ꎬ提示饭前便后、接触动物和病人

后洗手的观念较为深入人心ꎬ其他洗手习惯宣传亟待

加强ꎮ
多项研究表明ꎬ保持良好的手卫生习惯是预防腹

泻等急性传染病的重要手段ꎮ 如 Ｖａｌｅｒｉｅ 等[７] 对 １１ 个

国家的综述发现ꎬ预防感染性腹泻和一些急性呼吸道

传染病的最重要措施是用肥皂洗手ꎻ何斌等[８] 发现ꎬ
不良的洗手习惯是手足口病的危险因素ꎮ 蔡旭玲

等[９] 发现ꎬ单用流动水洗手对降低细菌污染作用不明

显ꎬ用流动水和肥皂洗手能将手的卫生合格率提高到

９０％ꎮ 也有研究表明ꎬ洗手液与肥皂相比更有利于手

部卫生[１０] ꎮ 洗手液的使用在中小学生中的比例相对

较低ꎬ主要原因可能是学校未配备相关设施ꎮ Ｃｕｎｒｕｉ
等[１１]发现ꎬ纸巾能有效地擦干双手并清除细菌和减少

外界环境的污染ꎬ所以应在洗手后推广纸巾的使用ꎮ
综上所述ꎬ学校应大力开展洗手防病知识宣传ꎬ

培养学生正确的洗手习惯ꎬ加强学生人群洗手行为的

干预ꎬ推广简易水龙头ꎬ改进学校和公厕等场所的洗

手设施ꎬ配置洗手、干手用品ꎮ 需制定符合中小学生

自身情况的洗手干预措施以减少传染性疾病的流行ꎮ
马会来等[１２]研究发现ꎬ采取小卫生员示范、提醒洗手ꎬ
持续不断在水池放置肥皂等措施ꎬ能起到不断巩固和

强化洗手行为的作用ꎮ 本研究结果提示ꎬ可以通过加

强洗手知识宣传ꎬ增加下课休息时间ꎬ增加水龙头数

量ꎬ配备洗手液和纸巾等方式改变学生的洗手行为ꎮ
同时对学校手卫生设施和宣传教育工作落实进行经

常性监督ꎬ对因执行不力造成传染病扩散的要追究

责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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