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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构建适用于我国高校公共厕所服务质量模型框架ꎬ为我国高校有关部门评价和改善公厕服务模式提

供理论依据ꎮ 方法　 抽取河南省内 ２０ 所高校 ５００ 名师生为调查对象ꎬ对高校公厕服务满意度进行测评ꎬ用 ＳｍａｒｔＰＬＳ ２.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ꎮ 结果　 师生期望对感知质量的路径系数为 ０.７４６( ｔ＝ ２５.８７５ꎬＰ<０.０１)ꎮ 师生感知质量对师生感

知价值的路径系数为 ０.６４３( ｔ＝ １０.９１０ꎬＰ<０.０１)ꎬ感知质量对满意度的路径系数为 ０.９１１( ｔ＝ １９.９１１ꎬＰ<０.０１)ꎬ师生感知价值

对满意度的路径系数为 ０.１１２( ｔ＝ ３.０３３ꎬＰ<０.０５)ꎬ师生满意度与忠诚度路径系数为 ０.４３９( ｔ＝ ７.３６０ꎬＰ<０.０１)ꎬ师生满意度对

抱怨路径系数为 ０.７２２( ｔ＝ ３３.７１４ꎬＰ<０.０１)ꎮ 结论　 高校环卫部门应充分重视师生期望ꎬ保证师生实际感知质量不低于期

望ꎻ当享受到较高质量的公厕服务时ꎬ师生的在校满意度会得到明显提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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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厕所的建设和发展ꎬ不仅是衡量该高校发展

及文化修养的重要因素之一ꎬ也是高校软实力的重要

体现ꎮ 然而ꎬ长期以来对校园公共环境事务评价主要

是由行业内部以检查评比的方式进行[１] ꎮ 这种“自我

评价”存在局限ꎮ
满意度成为近年国外迅速发展普遍通用的质量

管理新理论ꎬ后来逐渐成为产品营销的重要手段[２－４] ꎮ
１９８８ 年 Ｆｏｒｎｅｌｌ 在研究过程中就直接把结构方程和顾

客满意度联系起来ꎬ并由此开发出了一套比较有效的

心理路径研究方式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ＡＣＳＩ 模型[５] ꎮ
本研究是根据其开发的顾客满意指数 ＡＣＳＩ 模型ꎬ并
对此模型的参数进行改变ꎬ构建出更加适合于我国的

模型框架ꎬ对可能会对高校公厕质量产生影响的各种

因素进行更加详细的分析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 １９８８ 年ꎬ美国著名学者 Ｐａｒａｓｕｒａｍａｎ[６]

提出了服务质量测度模型(ＳＥＲＶＱＵＡＬ)ꎬ共有 ５ 个不

同的维度以及 ２２ 个测评指标ꎮ 根据服务质量测度模

型 ＳＥＲＶＱＵＡＬꎬ共选出测量公厕服务的十大指标ꎬ分
别为环境建设、举止仪表、办事公开、行业诚信、服务

态度、业务水平、反应能力、工作绩效、遵纪守时、便民

措施[７] ꎮ 综合考虑高校公厕服务 ＡＣＳＩ 模型的前提条

件和多个可测变量ꎮ 确定测评指标ꎬ见表 １ꎮ
根据河南省的校园环境质量数据ꎬ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９ 月对郑州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河南

大学、河南理工大学、安阳工学院等河南省内高校为

调查对象ꎬ每所高校采用等距抽样的形式ꎬ抽选出样

本公厕 ２０ 个ꎬ调查样本数为 ５００ 个ꎮ 其中男、女比例

分别为 ４５％和 ５５％ꎻ年龄分布在 ２１ ~ ３０ 岁(６０％)、３１
~ ４０ 岁(２８％)和 ４０ 岁以上(１２％)ꎮ 在对相关数据进

行具体抽选的时候ꎬ调查对象的年龄结构、性别比例、
文化程度等分布均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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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高校公厕服务满意度测评指标

变量 测定题项
师生期望 对公厕服务质量的总体期望

对公厕个性化服务满足需求程度的期望
对公厕服务可靠程度的期望

师生感知质量[１２]

　 环境建设 公厕的所有卫生洁具都非常完好且干净
公厕的地面和墙面可以始终保持干净和整洁
公厕出现的所有指示导向标识等非常清晰和准确

　 举止仪表 着装统一ꎬ举止得体
礼貌待人ꎬ用语文明
工号标志ꎬ佩带或摆放醒目

　 办事告知 公示公厕服务规范
公开监督投诉电话
公布公厕开关时间

　 行业诚信 公厕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开门ꎬ而且不能提前关门
公厕免费开放
要完全兑现所承诺的服务
不欺诈、不损害社会公众利益
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ꎬ并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服务态度 解答询问热情、耐心
要及时给予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以帮助
对于群众提出的意见必须虚心接受

　 业务水平 公厕厕位无污迹、无堵塞
洗手水盆无污迹、无堵塞
保洁工具干净整洁、摆放有序

　 反应能力 对公厕服务质量的总体期望
对公厕个性化服务满足需求程度的期望
对公厕服务可靠程度的期望

　 工作绩效 公厕打扫及时快速ꎬ避开使用高峰
公厕清洁ꎬ无明显异味
有“文明用厕”的宣传氛围

　 守纪遵时 公厕服务人员按时上岗ꎬ工作时间不脱岗
公厕服务人员工作时不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巡回保洁、用餐等短暂离岗应有告示

　 便民措施 公厕提供便民服务箱、洗手液或肥皂
服务人员为残障人士和老年人主动提供服务
公厕厕位间配置方便挂钩

师生感知价值 以目前公厕免费对服务质量评价
以目前公厕服务质量对于公厕免费的评价

师生满意 总体满意度
与如厕之前的期望相比的满意度
与理想中公厕情况相比的差距

师生抱怨 对于公厕服务的抱怨
对于公厕服务的投诉

１.２　 模型假设的提出　 根据以上分析ꎬ本文提出以下

假设:(１)师生期望对师生感知质量有直接正向影响ꎻ
(２)师生期望对师生感知价值有直接正向影响ꎻ(３)师

生期望度对师生满意度有直接负向影响ꎻ(４)师生感

知质量对师生感知价值有直接正向影响ꎻ(５)师生感

知质量对师生满意度有直接正向影响ꎻ(６)师生满意

度对师生忠诚度有直接正向影响ꎻ(７)师生满意度对

师生抱怨有直接负向影响ꎻ(８)师生抱怨对师生忠诚

有直接负向影响ꎻ(９)师生感知价值对于师生满意度

有正向影响ꎮ
１.３　 数据收集与处理　 参考文献[１ꎬ７－１２]设计调查

问卷ꎮ 调查问卷包括 ２ 个部分ꎬ共 ５０ 个项目ꎮ 第 １ 部

分主要是调查对象基本信息和内容ꎬ同时也关注了他

们使用公厕的频率和方式等ꎬ共 ６ 个项目ꎻ第 ２ 部分是

关于调查对象在使用公厕的过程中ꎬ对公厕的服务满

意度ꎬ共有 ４４ 个项目ꎮ 各项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评分ꎮ
１.４　 测量信度与效度检验　 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ꎬ以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作为测量信度ꎮ 采用 ＳｍａｒｔＰＬＳ ２.０ 软

件的 ＰＬＳ 建模方法ꎬ计算出潜在变量之间的路径系

数ꎬ通过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技术对不同路径进行显著性

检验ꎮ

２　 结果

２.１　 信度和效度　 见表 ２ ~ ３ꎮ 所有的潜在变量平均

提取方差均>０.６ꎬ而组合信度的值也>０.７ꎬ提示量表具

有足够收敛效度ꎮ

表 ２　 问卷的信度和收敛效度

变量 平均值 ＣＲ 值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
办事告知 ０.７９９ ０.８８８ ０.７５０
行业诚信 ０.５４８ ０.８５７ ０.７９８
反应能力 ０.７０８ ０.８７８ ０.７９２
业务水平 ０.７３８ ０.８９４ ０.８２５
服务态度 ０.６６７ ０.８５７ ０.７５１
忠诚度 ０.７８８ ０.８８１ ０.７３１
师生抱怨 ０.８１５ ０.８９８ ０.７７４
工作绩效 ０.６５２ ０.８４８ ０.７３５
便民措施 ０.７０８ ０.８７９ ０.７９３
遵纪守时 ０.７５０ ０.９００ ０.８３３
师生满意度 ０.６７９ ０.８６３ ０.７６１
师生期望 ０.６０６ ０.８２１ ０.６８１
师生感知价值 ０.６８９ ０.８６９ ０.７８０
举止仪表 ０.７６３ ０.９０６ ０.８４７
环境设施 ０.６３７ ０.８４０ ０.７１５

表 ３　 问卷区分效度检验

变量
办事

告知

行业

诚信

反应

能力

业务

水平

服务

态度
忠诚度

师生

抱怨

工作

绩效

便民

措施

遵纪

守时

师生

满意

师生

期望

感知

价值

举止

仪表

环境

设施
办事告知 ０.８９
行业诚信 ０.４５ ０.７４
反应能力 ０.３９ ０.４９ ０.８４
业务水平 ０.４３ ０.５０ ０.６５ ０.８５
服务态度 ０.２４ ０.４８ ０.６０ ０.５８ ０.８１
忠诚度 ０.２１ ０.２６ ０.３６ ０.４１ ０.２５ ０.８８
师生抱怨 ０.４４ ０.４９ ０.５６ ０.６３ ０.５３ ０.３１ ０.９０
工作绩效 ０.４４ ０.３９ ０.７１ ０.６７ ０.５５ ０.２３ ０.５５ ０.８０
便民措施 ０.３４ ０.３９ ０.４１ ０.４３ ０.４３ ０.３３ ０.４７ ０.４６ ０.８４
遵纪守时 ０.４９ ０.４２ ０.５２ ０.５７ ０.５２ ０.３８ ０.６４ ０.６７ ０.６８ ０.８６
师生满意 ０.５３ ０.５４ ０.６７ ０.６３ ０.６０ ０.４１ ０.７２ ０.５１ ０.５７ ０.７０ ０.８２
师生期望 ０.３９ ０.５４ ０.４５ ０.５２ ０.５３ ０.３０ ０.４６ ０.５５ ０.４５ ０.６４ ０.５６ ０.７７
感知价值 ０.３１ ０.５７ ０.４１ ０.４３ ０.５５ ０.０６ ０.３７ ０.４６ ０.４１ ０.３９ ０.３０ ０.４９ ０.８３
举止仪表 ０.３９ ０.５６ ０.５０ ０.５５ ０.６２ ０.２７ ０.５２ ０.４１ ０.４２ ０.５０ ０.４６ ０.４８ ０.６４ ０.８７
环境设施 ０.４４ ０.６１ ０.５５ ０.６３ ０.５５ ０.２９ ０.４８ ０.５６ ０.４８ ０.５３ ０.５４ ０.６４ ０.５６ ０.６６ ０.７９

　 注:变量相关关系矩阵中对角线上的值为 ＡＶＥ 算术平方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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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以上探索性因素分析可以看出ꎬ问卷信度和

效度均合理ꎬ说明指标变量可以有效作为因素构念的

测量变量ꎮ 再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ꎬ即对建构的适切

性和真实性进行检验[１３] ꎮ
２.２　 模型和假设检验　 如表 ４ 所示ꎬ研究假设师生期

望→感知质量ꎬ感知质量→感知价值ꎬ感知质量→满

意度ꎬ满意度→忠诚度ꎬ满意度→抱怨支持度显著ꎻ研
究假设感知价值→满意度支持度一般ꎻ研究假设师生

期望→感知价值ꎬ师生期望→满意度ꎬ抱怨→忠诚度

没有得到实证支持ꎮ

表 ４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ｔ 值
师生期望→感知质量 ０.７４６ ２５.８７５∗∗

师生期望→感知价值 －０.０８１ １.２１８
师生期望→满意度 －０.０１２ ０.２５８
感知质量→感知价值 ０.６４３ １０.９１０∗∗

感知质量→满意度 ０.９１１ １９.９１９∗∗

满意度→忠诚度 ０.４３９ ７.３６０∗∗

满意度→抱怨 ０.７２２ ３３.７１４∗∗

抱怨→忠诚度 ０.３８０ ０.７０７
感知价值→满意度 ０.１１２ ３.０３３∗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３.１　 师生满意度的决定因素分析　 在对满意度产生

最重要影响的 ３ 个因素变量中ꎬ产生最大影响的变量

为师生感知质量ꎬ且呈现正相关ꎬ路径系数达到０.９１１ꎮ
说明感知质量对于满意度有非常大的影响ꎬ对感知质

量影响大路径系数有环境建设 ( ０. ７９９)、业务水平

(０.７９８)、遵纪守时(０.７９９)ꎮ 师生感知价值对于满意

度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ꎬ路径系数达到 ０.１１２ꎮ 尽

管统计学检验结果一般ꎬ但是师生感知价值对于师生

满意度有正向影响得到支持ꎮ 通过本次研究发现ꎬ师
生期望和满意度之间所提出的负向假设关系并不成

立ꎮ 可能原因是师生未把注意力放在期望上ꎬ而是更

加关注感知质量ꎮ
３.２　 师生满意度的结果影响因素分析　 师生满意度

和其他 ２ 个外生变量之间共同享有 ３ 条不同的路径ꎮ
师生满意度对忠诚度路径系数为 ０.４３９ꎻ师生满意度

对抱怨路径系数为 ０.７２２ꎮ 说明满意度实际上可以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师生对公厕服务的忠诚度ꎬ在一定意

义上可以认为满意度能够驱动忠诚度和抱怨态度ꎮ
本研究从师生满意度[１４－１６] 的角度出发ꎬ采用定量

分析的方法研究影响高校公厕服务用户满意度的因

素ꎬ构建公厕服务质量评价模型ꎬ了解模型中各个变

量的影响力ꎬ发现了存在公厕服务满意度关键影响因

素的路径ꎬ即师生期望→感知质量→满意度→师生抱

怨ꎮ 因此ꎬ高校环卫部门应充分重视师生期望ꎬ保证

师生实际感知质量不会低于师生期望ꎬ当师生在公厕

享受到较高的服务质量时ꎬ师生的满意度会明显提

高ꎬ投诉抱怨就会减少ꎬ忠诚度就会提高ꎮ 本研究也

实证了提高师生满意度需要着重提高公厕基础建设ꎬ
其中包括 ３ 个关键因素:(１)公厕所有的卫生洁具必

须要保持清洁ꎬ且照明灯以及洗手池等设备也必须要

完好ꎻ(２)公厕厕位无污迹、无堵塞ꎻ(３)公厕服务人员

在工作的时间之内不能做和工作无关的事情ꎮ
本研究仅局限于河南省部分高校公厕调查ꎬ公厕

数量以及方位有一定局限性ꎬ缺乏一定代表性ꎬ因此

建议在进行相关研究时ꎬ应加大样本数量以及选择更

多地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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