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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市位于贵州省北部ꎬ是西南片区承接南北、
连接东西的重要交通枢纽ꎮ 但由于地形属喀斯特地

貌ꎬ境内峰林密布ꎬ高山耸立ꎬ山路蜿蜒崎岖ꎬ交通相

对沿海平原地区落后ꎬ一些边远农村地区学校的饮水

安全得不到保障ꎮ 为了解遵义市农村学校水质卫生

状况ꎬ预防介水传染病的发生ꎬ遵义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度对遵义市辖区内农村学校水

进行了监测分析ꎬ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度ꎬ在遵义市辖区内的

乡镇设置农村学校水质监测点ꎬ检测水样类型为末梢

水ꎬ分别于每年的枯水期(３—５ 月) 和丰水期(８—１０
月)各检测 １ 次ꎮ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度共检测农村学校水

样 ３２８ 份ꎬ其中 ２０１５ 年度 ８８ 份ꎬ２０１６ 年度 ９６ 份ꎬ２０１７
年度 ７２ 份ꎬ２０１８ 年度 ７２ 份ꎮ
１.２　 监测指标 　 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 ＧＢ
５７４９—２００６) [１]要求ꎬ开展常规指标(放射指标除外)
和非常规指标氨氮监测ꎮ 结合该市实际ꎬ检测指标类

型包括微生物、毒理学、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消毒

剂、氨氮指标等ꎮ
１.３　 检测依据及判定标准　 检测依据为«生活饮用水

标准检验方法» ( ＧＢ / Ｔ ５７５０—２００６) [２] ꎬ判定标准为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５７４９—２００６) [１] ꎮ 若有 １ 项

指标不合格ꎬ则判定为该水样不合格ꎮ
１.４　 质量控制　 检测的每批样品采用平行双样、加标

６８５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第 ４０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０



回收、仪器比对、内控样样品等方式进行内部质量控

制ꎻ通过实验室间比对、参加能力验证与盲样考核等

方式进行外部质量控制ꎬ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ꎮ
１.５　 统计分析 　 由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电子表格录入并整理

数据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ꎬ统计

方法包括 χ２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水质总体检测结果　 ３２８ 份农村学校水样ꎬ合格

１９２ 份ꎬ 总体合格率为 ５８. ５４％ꎻ ２０１５ 年合格率为

７２.７３％ ( ６４ / ８８)ꎻ ２０１６ 合格率为 ５８. ３３％ ( ５６ / ９６ )ꎻ
２０１７ 年合格率为 ５１.３９％ (３７ / ７２)ꎻ２０１８ 年合格率为

４８.６１％(３５ / ７２)ꎮ 年度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１.６８ꎬＰ<０.０５)ꎮ
２.２　 不同水期水质检测结果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度枯水

期检测农村学校水样 １６４ 份ꎬ合格 １００ 份ꎬ合格率为

６０.９８％ꎻ丰水期检测农村学校水样 １６４ 份ꎬ合格 ９２
份ꎬ合格率为 ５６.１０％ꎮ 不同水期水质合格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χ２ ＝ ０.８０ꎬＰ>０.０５)ꎮ
２.３　 不同水处理方式学校水检测结果 　 ３２８ 份农村

学校水样ꎬ经完全处理(含混凝、沉淀、过滤、消毒)的

水样 １７２ 份ꎬ合格 １０３ 份ꎬ合格率为 ５９.８８％ꎻ仅消毒的

水样 ７４ 份ꎬ合格 ５１ 份ꎬ合格率为 ６８.９２％ꎻ沉淀过滤的

水样 ４４ 份ꎬ合格 ３０ 份ꎬ合格率为 ６８.１８％ꎻ未处理的水

样 ３８ 份ꎬ合格 ８ 份ꎬ合格率为 ２１.０５％ꎮ 不同水处理方

式水质合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２７. １３ꎬ Ｐ <
０.０５)ꎮ
２.４　 检测指标合格情况　 ３２８ 份水样中ꎬ各类常规检

测指标中微生物指标检测合格率为 ５９.４５％(１９５ 份)ꎻ
毒理学指标检测合格率为 １００％ꎻ感官性状和一般化

学指标检测合格率为 ９３.２９％(３０６ 份)ꎻ消毒剂指标检

测合格率为 ５４.４７％ (１３４ / ２４６)ꎮ 水质常规指标中不

同类型的检测指标合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８４.９９ꎬＰ < ０. ０５)ꎮ 氨氮指标检测合格率为 ９７. ８７％
(３２１ / ３２８)ꎮ

３　 讨论

检测结果显示ꎬ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度遵义市农村学校

水质总体合格率为 ５８.５４％ꎬ但随着年度的推移合格率

逐步下降ꎬ特别是从 ２０１５ 年度的 ７２.７３％降至 ２０１６ 年

度的 ５８.３３％ꎬ２ 年间下滑了 １４.４ 百分点ꎬ应引起高度

重视ꎮ 不同水期的水样合格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说
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度水样在管道运输过程中的不同水

期没有发生变化ꎮ 在不同的水处理方式中ꎬ经完全处

理(含混凝、沉淀、过滤、消毒)、仅消毒以及沉淀过滤 ３
种水处理方式的水样合格率明显高于未处理的水样ꎬ
水处理方式为未处理的水样合格率较低(２１.０５％)ꎬ说
明水样必须要经过消毒处理后才能提高合格率ꎮ 提

示农村学校水的消毒处理是保证农村学校饮水安全

的重要措施ꎮ 从常规指标中不同类型的检测指标显

示出消毒剂指标与微生物指标的合格率较低ꎬ明显低

于毒理学指标与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ꎮ 消毒剂

指标合格率偏低ꎬ说明供水管理部门应加强水质的日

常消毒管理ꎬ消毒技术与消毒规范有待提高ꎮ 部分供

水单位虽然配备有消毒设施ꎬ但由于疏于管理ꎬ管理

人员消毒意识不够ꎬ未按照相关要求经常维护或者使

用消毒设施ꎬ以致水样消毒不到位而引起消毒剂指标

合格率偏低ꎮ 微生物指标合格率偏低ꎬ提示遵义市农

村学校水受到生活污水以及人畜粪便的污染ꎬ易引起

肠道传染病的发生ꎬ已成为遵义市农村学校水的安全

隐患ꎮ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ꎬ农村居民的饮水

安全问题已成为当前民生工作的迫切需要ꎮ 儿童青

少年学生是国家的未来ꎬ外部环境对处于成长发育重

要阶段的他们尤为重要ꎮ 据报道ꎬ人类疾病的 ８０％与

生活饮用水不安全有关[３] ꎬ而农村学校的饮水安全是

保障广大农村学生身体健康的前提基础ꎮ 建议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与卫生部门要加强协作与沟通ꎬ加大对

农村学校饮水工作的经费投入和政策支持ꎬ针对农村

学校水质合格率偏低且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ꎬ要予以

高度重视ꎮ 应采取相应的消毒措施ꎬ完善水质净化工

艺ꎬ强化监管ꎬ加强卫生宣教ꎬ保障农村学校饮水安

全[４] ꎮ 同时ꎬ需要规范加强供水管理人员的培训ꎬ完
善水质卫生监测管理体系和监测网络[５] ꎬ建立健全农

村学校饮水安全管理制度ꎬ加强消毒设备的配置使

用ꎬ指定专人负责日常消毒管理与储水池的清洗等工

作ꎬ以提高农村学校学生的饮水安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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