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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中小学校教学环境卫生监测结果分析

葛秋凤ꎬ张小然

河南省漯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ꎬ４６２３００

　 　 【摘要】 　 目的　 了解漯河市中小学校教学环境卫生现状ꎬ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

方法ꎬ随机抽取漯河市 ６０ 所中小学校ꎬ其中城市中小学校各 １５ 所ꎬ农村中、小学校各 １５ 所ꎬ每所学校抽取 ６ 间教室ꎬ共 ３６０
间教室ꎬ对中小学校教室、课桌椅、黑板、教室采光、教室照明、教室微小气候等 ６ 个方面进行监测ꎮ 结果　 该市中小学校教

室、教室照明和课桌椅合格率偏低ꎬ分别为 ４６.４％ꎬ ４１.７％和 ０ꎻ农村中小学校教室、黑板、教室采光、教室照明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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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ꎮ结论　 该市中小学校课桌椅合格率极低ꎬ尤其农村学校需采取有效措施ꎬ改善学生学习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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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是儿童少年成长的重要场所ꎮ 符合卫生学
要求的教室及教学设备是保证学生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先决条件[１] ꎬ学校教室及教学设备卫生状况的
好坏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身体健康[２] ꎮ 为了解河南省
漯河市中小学校教学环境卫生现状ꎬ以便为相关部门
制定政策提供依据ꎬ笔者于 ２０１５ 年 ４—５ 月对辖区内
中小学校开展教学环境卫生监测ꎬ结果分析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ꎬ共选择漯河市
６０ 所中小学校ꎬ其中城市中、小学校各 １５ 所ꎬ农村中、
小学校各 １５ 所ꎮ 每所学校根据教学楼的不同朝向、楼

层随机抽取 ６ 间教室进行测量ꎬ共监测 ３６０ 间教室ꎮ
１.２　 方法 　 对中小学校教室、课桌椅、黑板、教室采

光、教室照明、教室微小气候等 ６ 个方面进行监测ꎮ 依
照«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 ( ＧＢ ７７９３ －
２０１０) [３] 、« 中小学校建筑设计标准» ( ＧＢ ５００９９ －
２０１１) [４]对所有参加调查人员进行培训ꎬ确定统一方

法进行现场监测ꎬ并进行卫生学评价ꎮ
１.３ 统计分析 　 数据录入使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合格率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Ｐ<
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中小学校教学环境卫生总体情况　 该市中小学

校教室合格率为 ４６.４％ꎬ教室照明合格率为 ４１.７％ꎬ课
桌椅合格率为 ０ꎻ黑板合格率为 ６２.８％ꎬ教室采光合格

率为 ８０.６％ꎬ教室微小气候合格率 １００.０％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中小学校教学环境卫生单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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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　 教室　 该市农村和城市的教室合格率均偏低ꎬ
农村教室合格率(３８.３％)低于城市(５４.５％)ꎬ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监测 ３６０ 间教室人均面积合
格率为 ７８.６％ꎬ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ꎮ 教室前排课桌前缘与黑板的距离合
格率为 ６４.４％ꎬ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ꎮ 教室纵向走道合格率为 ６１.４％ꎬ农村
与城市学校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２.２.２　 课桌椅　 各学校均只配置了 １ 种小型号课桌
椅ꎬ课桌平面尺寸或课桌椅排距不符合标准ꎮ
２.２.３　 黑板　 该市城乡学校的黑板合格率较高ꎬ农村
学校黑板合格率(５４.４％)低于城市(７１.１％)ꎬ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黑板下缘与讲台地面垂直距

离合格率为 ６３.６％ꎬ其中农村合格率为 ５６.１％ꎬ城市合
格率为 ７１.１％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２.２.４　 教室采光　 教室采光方向合格率为 ８６.９％ꎬ城
乡学校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教室玻地比符
合率为 １００.０％ꎮ 见表 ２ꎮ
２.２.５　 教室照明　 教室课桌面照度合格率为 ６６.９％ꎬ
城乡间合格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黑板面
照度合格率为 ５７.２％ꎬ城乡间合格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ꎮ 灯具距桌面的悬挂高度符合率 ５１.４％ꎬ
城乡间合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２.２.６　 微小气候　 教室均设置通气窗ꎬ并能保证定时
通风换气ꎬ部分学校配备了空调ꎮ

表 １　 漯河市城乡中小学校教学环境卫生监测合格率比较

城乡 教室数 教室 课桌椅 黑板 教室采光 教室照明 教室微小气候
农村 １８０ ６９(３８.３) ０ ９８(５４.４) １３８(７６.７) ６３(３５.０) １８０(１００.０)
城市 １８０ ９８(５４.４) ０ １２８(７１.１) １５２(８４.４) ８７(４８.３) １８０(１００.０)
小计 ３６０ １６７(４６.４) ０ ２２６(６２.８) ２９０(８０.６) １５０(４１.７) ３６０(１００.０)
χ２ 值 ９.３９ － １０.７０ ３.４８ ６.５８ －
Ｐ 值 <０.０５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注:()内数字为合格率 / ％ꎮ

表 ２　 漯河市城乡学校教室环境卫生监测单项合格率比较

城乡 教室数
教室人均

面积

前排课桌

与黑板距离
纵向走道

黑板下缘与

讲台地面距离
采光方向 课桌面照度 黑板照度 灯桌间距

农村 １８０ １３２(７３.３) １１３(６２.８) ９７(５３.９) １０１(５６.１) １５２(８４.４) １２２(６７.８) ９８(５４.４) ８２(４５.６)
城市 １８０ １５１(８３.９) １１９(６６.１) １２４(６８.９) １２８(７１.１) １６１(８９.４) １１９(６６.１) １０８(６０.０) １０３(５７.２)
小计 ３６０ ２８３(７８.６) ２３２(６４.４) ２２１(６１.４) ２２９(６３.６) ３１３(８６.９) ２４１(６６.９) ２０６(５７.２) １８５(５１.４)
χ２ 值 ５.９６ ０.４４ ８.５４ ８.７５ １.９８ ０.１１ １.１３ ４.９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内数字为合格率 / ％ꎮ

３　 讨论
漯河市学校教室卫生总体情况不容乐观ꎬ课桌椅

合格率极低是突出问题ꎬ分析原因一是学校对国家课
桌椅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不了解ꎬ二是学校为了追求
经济效益ꎮ 课桌椅是培养学生良好姿势习惯的外界
条件ꎬ长期使用不合卫生标准的课桌椅ꎬ很容易导致
学生视力不良、脊柱弯曲[５] ꎮ

教室人均使用面积、教室内各列课桌间纵向走道
距离偏小ꎬ这会对中小学生的身体发展造成不良的影
响ꎬ认为其原因是学校没有按标准核定班级人数ꎬ为
节约教师资源、教育成本造成的ꎮ 课桌面或黑板照度
偏低、黑板下缘与讲台地面的垂直距离和灯具距离桌
面的悬挂高度合格率偏低ꎬ分析原因一是大多数学校
不了解学校教学环境卫生标准ꎬ二是学校没有配备专
门的维修人员ꎬ且未及时检修灯具ꎮ

因此ꎬ建议教育部门加大对农村中小学校教育资
源投资ꎬ尤其要加强对学校课桌椅配套使用的资金投
入ꎬ并按照标准核定班级人数ꎬ严禁超额招生ꎮ 研究
表明ꎬ中小学阶段是学生近视的高发阶段ꎬ与平时学
习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６－７] ꎬ建议学校按标准安

装教室照明工具ꎬ并配备专业人员及时进行检修ꎬ良
好的照明条件能有效预防学生近视的发生和发展ꎮ
教育主管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和卫生监督部门等应密
切配合ꎬ加强对学校经常性技术指导和卫生监督ꎬ督
促学校及时采取有效措施ꎬ改善学生学习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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