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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监督

淮安市中小学教室环境卫生监督结果分析

范习康１ꎬ范东庆２

１.南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江苏 ２２６３００ꎻ２.淮安市卫生监督所

　 　 【摘要】 　 目的　 了解淮安市中小学校教室环境卫生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影响因素ꎬ为确定下一步学校卫生工作的重

点提供依据ꎮ 方法　 按照整群分层抽样方法ꎬ对淮安市 ８ 个县区的中小学校进行检查ꎮ 对抽取学校教室的课桌椅、黑板、
教室采光、教室照明 ４ 个项目的 １１ 个指标进行检查或检测ꎮ 结果　 共检查学校 ４０６ 所ꎬ每间教室至少设有 ２ 种高低型号

的课桌椅学校数 １３９ 所ꎬ合格率为 ３４.２４％ꎬ是影响学校教室环境卫生的最大因素ꎻ窗地比符合要求的学校数 ２５６ 所、黑板

照度合格学校数 ２５０ 所、课桌面照度合格的学校数 ２５７ 所ꎬ合格率分别为 ６３.０５％ꎬ６１.５８％ꎬ６３.３０％ꎬ是影响学校教室环境卫

生的重要因素ꎮ 城乡之间课桌椅、黑板、教室采光、教室照明 ４ 个检查项目合格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２３.５ꎬ
５７.７ꎬ５１.２ꎬ４６.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集中整治每间教室至少设有 ２ 种高低型号的课桌椅合格率低的问题ꎻ有计划、有步

骤地改进窗地比、黑板、课桌面照度合格率低的问题ꎬ是下一步学校卫生工作的重点内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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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室是一个班级进行学习和各种活动的主要场

所ꎬ也是学校建筑中数量多、功能要求高的房间ꎮ 教

室及其周围环境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和儿童身心健

康[１] ꎮ 教室环境卫生监督管理是学校卫生监督工作

的主要内容之一ꎬ也是学校卫生工作的难点和薄弱环

节ꎮ ２０１４ 年 ９—１０ 月ꎬ根据“健康江苏 ２０１４ 卫监四号

执法行动方案” [２] 要求ꎬ淮安市卫生监督机构对辖区

范围内 ４０６ 所中小学校进行了监督检查ꎮ 现将检查的

教室环境卫生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ꎬ以了解该市中小

学校教室环境卫生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影响因素ꎬ为
确定下一步学校卫生工作的重点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按照整群分层抽样的方法ꎬ对淮安市 ８ 个

县区的中小学校进行抽样检查ꎮ 其中抽取农村(含镇

区、乡村)学校数占辖区学校总数的 ２０％以上ꎻ城市学

校数占辖区学校总数的 １０％以上ꎮ 每校根据教室的

结构、层次、朝向、单侧采光、双侧采光的不同类型ꎬ确
定检查教室数ꎬ抽取有代表性的教室作为样本ꎬ数量

不少于 ６ 间ꎮ
１.２　 方法　 执行国家标准 ＧＢ / Ｔ １８２０５－２０１２«学校卫

生综合评价» [３] 规定的方法ꎬ检查前对参加的卫生监

督员进行统一培训ꎮ 检测仪器经法定部门检定合格ꎬ
对抽取学校教室的课桌椅ꎬ黑板、教室采光、教室照明

等项目进行检查ꎮ 课桌椅检查指标为每间教室内至

少设 ２ 种不同型号的课桌椅ꎬ每人一席ꎮ 黑板的检查

指标为无破损、无眩光ꎮ 教室采光的检查指标为教室

墙壁和顶棚为白色或浅色ꎬ窗户为无色透明玻璃ꎻ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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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采光光线应从座位左侧入ꎬ双侧光主光窗应设在左

侧ꎮ 教室照明检查指标为灯管垂直黑板、控照式灯

具ꎮ 另外ꎬ对检查教室的黑板、课桌面照度、窗地比等

指标进行现场检测ꎮ 以各项目最低合格率的指标代

表项目总合格率ꎮ
１.３　 统计分析　 资料用 Ｅｘｃｅｌ 表格收集整理ꎬ并进行

一般描述ꎻ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进行 χ２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本次共检查学校 ４０６ 所ꎬ占辖区学校

总数(５０１ 所)的 ８１.０４％ꎮ 其中城区学校 ８３ 所ꎬ农村

学校 ３２３ 所(镇区 １４５ 所ꎬ乡村 １７８ 所)ꎻ中学 １６６ 所ꎬ

小学 ２４０ 所ꎮ 每间教室至少设有 ２ 种高低型号的课桌

椅学校数 １３９ 所ꎬ合格率 ３４.２４％ꎻ４０６ 所学校均符合

每人一席ꎮ 黑板无破损学校数 ３８７ 所ꎬ 合格率为

９５.３２％ꎻ无眩光学校数 ３８３ 所ꎬ合格率为 ９４.３３％ꎻ检测

黑板照度合格学校数 ２５０ 所ꎬ合格率为 ６１.５８％ꎮ 教室

墙壁和顶棚为白色或浅色ꎬ窗户为无色透明玻璃的学

校数 ４０６ 所ꎬ合格率为 １００.００％ꎻ单侧采光光线应从座

位左侧入ꎬ双侧光主光窗应设在左侧的学校数 ３７９ 数ꎬ
合格率为 ９３.３５％ꎻ窗地比符合要求的学校数 ２５６ 所ꎬ
合格率为 ６３.０５％ꎮ 灯管垂直黑板学校数 ３９４ 所ꎬ合格

率为 ９７.０４％ꎻ采用控照式灯具的学校数 ３３７ 所ꎬ合格

率为 ８３.００％ꎻ检测课桌面照度合格的学校数 ２５７ 所ꎬ
合格率为 ６３.３０％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淮安市中小学教室环境卫生监督检查情况

学校类别 学校数

课桌椅
每间教室

至少 ２ 种

不同型号

课桌椅

每人一席

黑板

无破损 无眩光
照度

合格

教室采光
墙壁和顶棚

白 / 浅色ꎬ
窗户玻璃

无色透明

单侧采光从

左侧入ꎬ双
侧光主采光

窗在左侧

窗地比

合格

教室照明

灯管

垂直度

控照式

灯具

课桌面

照度合格

城区 小学 ３７ ２１ ３７ ３１ ３１ ２９ ３７ ３０ ２９ ３７ ３０ ２９
中学 ４６ ２３ ４６ ４１ ４１ ３９ ４６ ４２ ３９ ４６ ４２ ３９

镇区 小学 ８９ ４０ ８９ ７７ ７７ ７１ ８９ ８９ ７２ ８９ ８８ ７２
中学 ５６ １４ ５６ ７９ ７９ ３８ ５６ ５６ ３８ ５６ ５４ ３８

乡村 小学 １１４ ２６ １１４ １００ ９８ ５０ １１４ １０３ ５２ １０２ ７８ ５３
中学 ６４ １５ ６４ ５９ ５７ ２３ ６４ ５９ ２６ ６４ ４５ ２６

合计 ４０６ １３９ ４０６ ３８７ ３８３ ２５０ ４０６ ３７９ ２５６ ３９４ ３３７ ２５７

２.２　 不同类型学校教室环境卫生情况　 以每个检查

项目中符合卫生要求最低指标的合格率作为该项目

的总合格率ꎮ 比较城乡、中小学之间检查项目是否存

在差异ꎮ 经 χ２ 检验ꎬ城乡之间课桌椅、黑板、教室采

光、教室照明 ４ 个检查项目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２３.５ꎬ５７.７ꎬ５１.２ꎬ４６.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中小

学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１. １ꎬ０. ２ꎬ
０.１ꎬ０.２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地区和学段学校教室卫生合格数

地区和学段 学校数 课桌椅 黑板 教室采光 教室照明
地区 城区 ８３ ４４ ６８ ６８ ６８

镇区 １４５ ５４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０
乡村 １７８ ４１ ７３ ７８ ７９

学段 中学 １６６ ５２ １００ １０３ １０３
小学 ２４０ ８７ １５０ １５３ １５４

２.３　 不同指标对教室环境卫生的影响　 本次检查课

桌椅、黑板、教室采光、教室照明等 ４ 个项目 １１ 个指

标ꎬ同一项目的各指标合格率经检验ꎬ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３９７.８ꎬ２１９.９ꎬ２５３.６ꎬ１５２.３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ꎮ

３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淮安市学校教室环境卫生的

４ 个项目 １１ 个指标的合格率有 ３ 个层次:第一层次是

每间教室至少设有 ２ 种高低型号的课桌椅ꎬ合格率为

３４.２４％ꎮ 第二层次是黑板照度ꎬ合格率为 ６１.５８％ꎻ窗
地比合格率为 ６３.０５％ꎻ课桌面照度合格率为 ６３.３０％ꎮ
第三层次是课桌椅每人一席ꎬ合格率为 １００％ꎻ黑板无

破损合格率为 ９５.３２％ꎻ无眩光合格率为 ９４.３３％ꎻ教室

墙壁和顶棚为白色或浅色、窗户为无色透明玻璃的合

格率 １００％ꎻ单侧采光光线应从座位左侧入、双侧光主

光窗应设在左侧的合格率 ９３.３５％ꎻ灯管垂直黑板合格

率为 ９７.０４％ꎻ采用控照式灯具合格率为 ８３.００％ꎮ ４ 个

项目中ꎬ各个指标的影响是有差异的ꎬ影响课桌椅项

目的指标主要是每间教室至少设有 ２ 种高低型号的课

桌椅ꎻ影响黑板和教室照明项目的指标主要是照度ꎻ
影响教室采光项目的指标主要是窗地比ꎮ 在 ８ 个县区

区域内ꎬ中小学间教室环境卫生的 ４ 个项目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ꎮ 而城乡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ꎬ城区

各项指标明显好于镇区ꎬ镇区明显好于乡村ꎮ 与江苏

省 ２０１１ 年中小学教学环境卫生监测结果分析[４] 的结

论相比ꎬ除镇区好于乡村外ꎬ其他中小学各项指标无

区别ꎬ城区好于乡村的结论是一致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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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响教室环境卫生的 １１ 个指标中ꎬ最低的是每

间教室至少设有 ２ 种高低型号的课桌椅ꎬ合格率为

３４.２４％ꎮ说明影响淮安市学校教室环境卫生的最大因

素是课桌椅分配符合率ꎮ 与全国的情况基本一

致[５－８] ꎮ 窗地比、黑板、课桌面照度也是影响我市学校

教室环境卫生的重要因素ꎬ与北京、深圳等一线发达

城市相比差距较大[９－１０] ꎮ 其他 ７ 项指标ꎬ除采用控照

式灯具合格率为 ８３.００％外ꎬ其余全部在 ９０％以上ꎬ情
况良好ꎮ

针对分析结果ꎬ笔者认为影响淮安市教室环境卫

生 ３ 个层次的指标ꎬ应分别采取相应的措施ꎮ 对于第

３ 层次情况良好的指标ꎬ只需进行常态管理ꎬ维持在一

个良好的状态ꎮ 对于第 ２ 层次差距较大的指标ꎬ需有

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进ꎮ 对于建设规划中产生的问

题ꎬ如窗地比ꎬ应在以后教室的新建、改建过程中进行

纠正ꎮ 目前可以采取加强教室人工照明的方法ꎬ以弥

补采光面积的不足ꎮ 对于黑板、课桌面照度合格率低

的问题ꎬ一是加强人工照明设施的维护和保养ꎬ及时

更换使用时间过长、照度不达标和损坏的灯具ꎮ 二是

制定人工照明设施使用的规章制度ꎬ保证这些设施的

正确使用ꎮ 三是加大监测频次ꎬ及时发现并纠正问

题ꎮ 对于第一层次ꎬ每间教室至少设有 ２ 种高低型号

的课桌椅合格率低的问题ꎬ这不仅严重影响该市学校

教室环境卫生ꎬ同时也对儿童少年的生长发育和视力

保护产生不良影响ꎮ 因此ꎬ需整合相关部门和人员的

力量ꎬ开展集中整治:(１)学校应采购型号齐全、数量

满足需要的课桌椅ꎻ(２)班主任应定期组织学生测量

身高ꎬ并根据每个学生的身高安排相应型号的课桌

椅ꎻ(３)校医或保健教师应加强技术指导和监督检查ꎬ
应将不同身高对应课桌椅型号的规定ꎬ制作成一览

表ꎬ张贴在每一个教室ꎬ作为班主任调整课桌椅的依

据ꎬ并对学生课桌符合情况进行检查ꎻ(４)教育行政部

门要将学校卫生工作特别是课桌椅分配符合率纳入

对学校和学校领导年度考核的目标ꎬ与工作绩效挂

钩ꎬ以强化学校和学校领导的责任ꎻ(５)卫生部门应加

强学校卫生监督监测工作ꎬ定期、不定期的对各学校

学生课桌椅分配符合情况进行检查和监测ꎬ并将结果

通报给教育行政部门ꎬ作为绩效考核的依据ꎻ(６)学校

还要将国家关于不同身高对应不同课桌椅型号的规

定告诉学生家长ꎬ让家长关注学生在学校所坐课桌椅

是否符合规定ꎮ 同时也提醒家长关注学生在家学习

时使用的桌椅是否与身高匹配[１１] ꎮ
分析发现ꎬ影响淮安市教室环境卫生的指标分别

为课桌椅分配符合率、窗地比、黑板、课桌面照度合格

率低以及城乡不平衡等问题ꎬ要全面解决存在问题ꎬ

还需做好下面几项工作:(１)首先ꎬ要明确学校是学校

卫生工作的责任主体ꎬ校长是第一责任人ꎬ对学校出

现或存在的各种卫生问题负总责ꎻ其次ꎬ要明确各级

教育行政部门行业管理责任ꎬ将学校卫生工作纳入目

标考核ꎬ与学校评优、评等及校长的工作业绩挂钩ꎻ第
三ꎬ要明确卫生部门监督和技术指导责任ꎬ卫生监督

和疾病预防控制等单位ꎬ要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做好

监督和监测工作ꎬ并提供必要技术支持ꎮ (２)学校卫

生工作涉及教育、卫生两个部门和学校卫生监督、疾
病预防控制等单位ꎬ各部门和单位如不能正确履行职

责[１２] ꎬ必将出现推诿、扯皮等现象ꎮ 因此各级政府要

加强对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考核ꎬ严格追究不作为和乱

作为者的责任ꎬ确保工作顺利进行ꎮ (３) 教育事业是

社会公益事业ꎬ学校的建设、维护、正常运转的经费ꎬ
应由各级政府负担[１３] ꎮ 因此各级政府要加大财政投

入ꎬ特别要向乡村学校和严重影响淮安市教室环境卫

生的项目和指标倾斜ꎬ保证学校卫生经费需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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