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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陕西省不同地理区域农村学校环境卫生情况ꎬ为改善学校环境卫生提供参考ꎮ 方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年每年在陕西省各设区市分层随机选取 ３０ 个涉农区县中的 １５０ 个乡镇ꎬ每个乡镇随机选择初中、小学各 １ 所ꎬ通过査

阅资料、访谈、现场观察等方法获得监测数据ꎬ按照关中平原、秦巴山区和陕北高原分区域进行统计、分析和评价ꎮ 结果　
三大区域监测学校学生饮水方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５.８９ꎬＰ<０.０１)ꎬ均以学校提供开水为主ꎬ分别占 ５６.１６％ꎬ６５.８８％ꎬ
５０.３９％ꎬ且均有直接饮用自来水现象ꎻ自备集中式供水学校的供水方式关中平原和秦巴山区以沉淀过滤为主ꎬ分别占

３８.４６％ꎬ５３.２１％ꎬ陕北高原以未处理为主(６０.６１％)ꎮ 三大区域校内有卫生厕所的学校、有独立式公厕学校、教学楼内有厕

所学校、宿舍楼内有厕所学校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３２.０４ꎬ１２.７３ꎬ２０.７８ꎬ３３.１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三大区域

男厕蹲位比合格学校比例均大于女厕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８６.５３ꎬ４４.７７ꎬ２１.８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三大区域厕

室内和厕所周围 ５ ｍ 范围内有可用水龙头、厕室内和厕所周围有洗手池、厕室内和厕所周围洗手池配有肥皂学校比例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９０.０２ꎬ１０.４０ꎬ４１.９６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陕西省三大区域农村中小学环境卫生方面还需增

加相应的配套设施ꎬ加大宣传力度ꎬ提高师生的卫生安全意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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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陕西省公共卫生检测监测服务平台(２０１６ＦＷＰＴ－１２)ꎮ
【作者简介】 　 郑晶利(１９８７－　 )ꎬ女ꎬ陕西咸阳人ꎬ主管医师ꎬ硕士ꎬ主

要从事环境卫生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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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地域南北长、东西窄ꎬ北山和秦岭将陕西

分为三大自然区域:北部是陕北高原ꎬ中部是关中平

原ꎬ南部是秦巴山区ꎬ三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会

导致学校环境卫生状况存在较大差异ꎮ 学校卫生和

健康教育战线已经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九大

和历次中央全会精神ꎬ学校卫生不仅关系着学生身心

健康发展ꎬ更关系到中华民族整体素质和国家未来的

长远大计ꎮ 为了解陕西省不同地理区域农村学校环

境卫生情况ꎬ本文对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陕西省三大区域农

村学校环境卫生监测结果进行分析评价ꎬ为改善学校

环境和设施ꎬ提高学校卫生水平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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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每年在陕西省 ３ 个区域按

照人口密度、经济水平分层随机抽取 ３０ 个涉农区县

(关中平原包括西安市、铜川市、渭南市、咸阳市和宝

鸡市所辖共 ４５ 个区县ꎻ秦巴山区包括汉中市、安康市

和商洛市所辖共 ２８ 个区县ꎻ陕北高原包括延安市、榆
林市所辖共 １７ 个区县)ꎬ每个区县随机选择 ５ 个乡镇

(不含城关镇)ꎬ每个乡镇随机选择初中、小学学校各 １
所ꎬ于每年 ７—８ 月进行学校校内供水方式、学生饮水

卫生习惯、校内厕所等卫生设施的配备与管理情况等

卫生状况监测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共监测陕西省农村中

小学校 ８０６ 所ꎬ其中关中平原、秦巴山区、陕北高原分

别 ４２２ꎬ２５５ꎬ１２９ 所ꎮ
１.２　 调查内容和方法　 采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制定的全国统一的调查表格ꎬ采取査阅资料、访谈、现
场观察等方法获得调查数据ꎮ 学校厕所卫生指标按

照«学校卫生综合评价» [１] 和«中小学设计规范» [２] 要

求进行评价ꎮ
１.３　 质量控制　 遵循科学、随机的原则ꎬ严格按照要

求确定调查范围和对象ꎮ 调查员由专业人员组成ꎬ并
经过统一培训ꎮ 建立数据县、市、省三级审核检查制

度等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全国农村环境卫生监测信息管

理系统进行数据录入ꎬ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ꎬＳＰＳＳ ２５.０ 进

行统计分析ꎮ 百分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供水情况

２.１.１　 学生主要饮水方式 　 三大区域监测学校学生

饮水方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５.８９ꎬＰ<０.０１)ꎬ均

以学校提供开水为主ꎬ陕北高原地区供应桶装水或净

水器水的学校占比也较大ꎮ 三大区域直接饮用自来

水的学校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５４ꎬ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陕西省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三大区域监测学校饮水方式分布

区域 学校数
学校提

供开水

桶装水或

净水器水
自己带水

直接饮

用自来水
关中平原 ４２２ ２３７(５６.１６) １３５(３１.９９) ３９(９.２４) １１(２.６１)
秦巴山区 ２５５ １６８(６５.８８) ７５(２９.４１) ６(２.３５) ６(２.３５)
陕北高原 １２９ ６５(５０.３９) ５８(４４.９６) ５(３.８８) １(０.７８)
合计 ８０６ ４７０(５８.３１) ２６８(３３.２５) ５０(６.２０) １８(２.２３)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１.２　 校内供水情况　 关中平原:４２２ 所学校中 ５ 所

(１.１８％) 无集中式供水ꎬ学校自备集中式供水 ８２ 所

(１９.４３％)ꎬ村镇水厂供水 ２７０ 所(６３.９８％)ꎬ既有村镇

水厂供水又有自备集中式供水的 ６１ 所(１４.４５％)ꎬ其
他供水方式 ４ 所(０.９５％)ꎮ 秦巴山区:２５５ 所学校中 ２
所(０.７８％)无集中式供水ꎬ学校自备集中式供水 ７５ 所

(２９.４１％)ꎬ村镇水厂供水 １４４ 所(５６.４７％)ꎬ既有村镇

水厂供水又有自备集中式供水的 ３４ 所(１３.３３％)ꎮ 陕

北高原: １２９ 所学校中学校自备集中式供水 ５９ 所

(４５.７４％)ꎬ村镇水厂供水 ６１ 所(４７.２９)ꎬ既有村镇水

厂供水又有自备集中式供水的 ７ 所(５.４３％)ꎬ其他供

水方式 ２ 所(１.５５％)ꎮ 三大区域学校供水均以村镇水

厂供水为主ꎮ 三大区域有自备集中式供水的学校共

３１８ 所ꎬ其中关中平原 １４３ 所ꎬ秦巴山区 １０９ 所ꎬ陕北

高原 ６６ 所ꎻ３ 个区域间水源类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４８.１０ꎬＰ<０.０１)ꎬ均以深井水为主ꎻ供水处理方式

各个区域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５５. ２９ꎬ Ｐ <
０.０１)ꎬ关中平原和秦巴山区均以沉淀过滤为主ꎬ陕北

高原以未处理为主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陕西省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三大区域有自备集中式供水学校的水源类型和供水处理方式分布

区域 学校数
水源类型

地表水 浅井水 泉水 深井水

供水处理方式

完全处理 沉淀过滤 仅消毒 未处理
关中平原 １４３ ５(３.５０) ２７(１８.８８) １０(６.９９) １０１(７０.６３) ２５(１７.４８) ５５(３８.４６) ２０(１３.９９) ４３(３０.０７)
秦巴山区 １０９ ２３(２１.１０) ３６(３３.０３) ９(８.２６) ４１(３７.６１) ５(４.５９) ５８(５３.２１) ２８(２５.６９) １８(１６.５１)
陕北高原 ６６ ０ ２１(３１.８２) ８(１２.１２) ３７(５６.０６) ７(１０.６１) １０(１５.１５) ９(１３.６４) ４０(６０.６１)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２　 厕所卫生　 见表 ３ꎮ

表 ３　 陕西省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三大区域监测学校厕所类型

区域 学校数 卫生厕所 独立式公厕 教学楼厕所 宿舍楼厕所
关中平原 ４２２ ２６５(６２.８０) ４０９(９６.９２) ８８(２０.８５) １５９(３７.６８)
秦巴山区 ２５５ ２０１(７８.８２) ２３４(９１.７６) ９４(３６.８６) １５４(６０.３９)
陕北高原 １２９ ６７(５１.９４) １１６(８９.９２) ３４(２６.３６) ６２(４８.０６)
合计 ８０６ ５３３(６６.１３) ７５９(９４.１７) ２１６(２６.８０) ３７５(４６.５３)

　 注:()内数字为百分率 / ％ꎮ

　 　 三大区域校内有卫生厕所的学校、有独立式公厕

的学校、教学楼内有厕所的学校、宿舍楼内有厕所的

学校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３２ ０４ꎬ
１２ ７３ꎬ２０ ７８ꎬ３３ １１ꎬＰ 值均<０ ０１)ꎮ
　 　 按照国标要求[１－２] ꎬ关中平原学校男、女厕蹲位比

合格的学校分别占 ９９.２９％ꎬ ７９.６２％ꎻ秦巴山区学校分

别为 ９６.４７％ꎬ７６.０８％ꎻ陕北高原学校分别为 ９８.４５％ꎬ
８０.６２％ꎮ 三大区域学校男厕蹲位比合格学校比例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７.４３ꎬＰ<０.０５)ꎬ女厕蹲位比合格

学校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５４ꎬＰ>０.０５)ꎬ三大

区域男厕蹲位比合格学校比例均大于女厕ꎬ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８６.５３ꎬ４４.７７ꎬ２１.８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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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学校厕所的使用、维护和管理方面ꎬ关中平原以

专人管理为主ꎬ秦巴山区和陕北高原以学生参与管理

为主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３.７２ꎬＰ<０.０１)ꎮ
　 　 厕所配备方面ꎬ关中平原 ７２.２７％的监测学校厕室

内和厕所周围 ５ ｍ 范围内有可用水龙头ꎬ９３.６０％厕室

内和厕所周围有洗手池ꎬ其中 ６１.５２％未配备肥皂ꎻ秦
巴山区 ９４.９０％的监测学校厕室内和厕所周围 ５ ｍ 范

围内有可用水龙头ꎬ９８.８２％厕室内和厕所周围有洗手

池ꎬ其中 ４０.０８％未配备肥皂ꎻ陕北高原 ５３.４９％的监测

学校厕室内和厕所周围 ５ ｍ 范围内有可用水龙头ꎬ
９３.８０％厕室内和厕所周围有洗手池ꎬ其中 ７１.０７％未

配备肥皂ꎮ 三大区域厕室内和厕所周围 ５ ｍ 范围内

有可用水龙头、厕室内和厕所周围有洗手池、厕室内

和厕所周围洗手池配有肥皂的学校比例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９０.０２ꎬ１０.４０ꎬ４１.９６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ꎮ 见表 ４ꎮ

表 ４　 陕西省三大区域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监测学校厕所管理与配备情况

区域 学校数
厕所管理

专人管理 学生参与管理

厕室内和厕所周围 ５ ｍ
范围内有可用水龙头

厕室内和厕所

周围洗手池

厕室内和厕所周围洗手池配备肥皂

偶尔有 经常有
关中平原 ４２２ ２２１(５２.３７) ２００(４７.３９) ３０５(７２.２７) ３９５(９３.６０) ５５(１３.９２) ９７(２４.５６)
秦巴山区 ２５５ １００(３９.２２) １５５(６０.７８) ２４２(９４.９０) ２５２(９８.８２) ４９(１９.４４) １０２(４０.４８)
陕北高原 １２９ ５７(４４.１９) ７１(５５.０４) ６９(５３.４９) １２１(９３.８０) １１(９.０９) ２４(１９.８３)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３　 讨论
水质安全是预防介水传染病发生和流行ꎬ保证人

体健康的重要措施[３] ꎬ而消毒是增加水质安全性的重

要措施ꎮ 监测结果显示ꎬ陕西省三大区域学校饮用水

均以村镇水厂供水为主ꎬ水质消毒处理措施欠缺ꎬ关
中平原和秦巴山区水质处理以沉淀过滤为主ꎬ陕北高

原以未处理为主ꎬ有消毒措施的仅占少部分ꎬ且三大

区域学校均存在直接饮用生水的现象ꎬ关中平原和秦

巴山区有饮用未经任何处理的分散式供水学校ꎬ未消

毒的饮用水对学校师生的人身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ꎮ
建议政府加大投入ꎬ给农村中小学配置合适的饮水消

毒设施和设备ꎬ提高水质达标率[４] ꎬ使师生能饮用上

放心水ꎻ开展饮水安全知识宣传和教育ꎬ引导学生饮

用开水ꎮ
有研究表明ꎬ粪—口传播性疾病(主要以蛔虫病、

感染性腹泻、痢疾、甲肝、霍乱为主)感染率改厕后会

明显降低[５] ꎮ 本次监测结果显示ꎬ陕西省三大区域均

有部分学校仅使用非卫生厕所ꎬ尤其是陕北平原有近

５０％学校ꎬ 与 « 全国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方案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卫生厕所覆盖率达 ７５％
的要求相差甚远[６] ꎮ 非卫生厕所的粪便排放未经无

害化处理ꎬ容易导致土壤蛔虫卵污染[７] ꎮ 另外ꎬ三大区

域学校男厕蹲位比合格率均高于女厕ꎬ与江西省[８] 、
重庆市[９] 的监测结果基本一致ꎬ可能由于学校建造厕

所时未考虑男女生理结构不同导致女生入厕时间较

男生长ꎬ需要的蹲位更多ꎬ而设置了相同数量的蹲

位[１０] ꎮ 厕所管理与配备方面ꎬ个别学校厕所无人管

理ꎬ三大区域学校厕室内和厕所周围水龙头、洗手池、
肥皂的配备有差异ꎬ厕室内和厕所周围配备洗手池学

校比例均较高ꎬ但关中平原和陕北高原配备水龙头、
肥皂学校比例较低ꎬ洗手设备缺少或设置过远造成学

生由于赶时间便后不洗手的现象ꎮ 洗手是控制病菌

传播ꎬ防止感染ꎬ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重要手段ꎬ儿童

在校时间越长ꎬ手部污染程度越严重[１１] ꎮ 建议学校完

善厕室及厕所周围洗手设施配备ꎬ开展相关宣传教

育ꎬ促进学生养成饭前便后洗手的好习惯ꎮ
综上所述ꎬ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陕西省三大区域农村学

校卫生状况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ꎬ除了要加大投入ꎬ
增加相应的配套设施外ꎬ还应加大宣传力度ꎬ提高广

大师生的卫生安全意识ꎬ从而做好学校防病控病的卫

生安全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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