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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安徽省农村学校饮用水与厕所卫生状况ꎬ为完善安徽省农村学校环境卫生工作提供依据ꎮ 方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连续对安徽省 ２４ 个县(区)的农村地区ꎬ每个县(区)选择 ５ 个乡镇ꎬ每个乡镇选择初中、小学各 １ 所ꎬ通过查

阅资料、现场查看及访谈进行监测ꎮ 结果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ꎬ学校供水方式均以村镇水厂供水为主ꎬ所占比例分别为

５８.１６％ꎬ５８.９５％ꎬ６５.０７％ꎬ６２.７８％ꎬ６７.６９％ꎬ自备供水的学校供水处理方式以未处理为主ꎮ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具有卫生厕所的

学校占比分别为 ６６.３９％ꎬ７４.８８％ꎬ７６.２６％ꎬ８２.３０％ꎬ９４.２０％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５７.７７ꎬＰ<０.０１)ꎮ 教学楼内有厕所的学

校比例均低于 ３０％ꎬ女厕蹲位比合格的学校比例最高为 ２０１７ 年(６２.７８％)ꎻ无水龙头与无肥皂配备的学校比例逐年下降

(χ２ 值分别为 ５７.１４ꎬ２５.６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２０１８ 年均最低ꎬ分别为 ４.０２％和 ５６.７０％ꎮ 结论　 近年来安徽省农村学校饮用水

卫生状况得到明显改善ꎬ但厕所及周边环境设施建设仍需加强ꎬ女厕蹲位数量及教学楼内和宿舍内厕所数量相对不足ꎮ 在

增加厕所建造规模的同时还应加强厕所管理质量ꎬ并重视师生的相关健康教育工作ꎮ
【关键词】 　 饮水ꎻ卫生用具和设备ꎻ组织和管理ꎻ卫生保健提供ꎻ农村卫生ꎻ学生保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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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为农村环境卫生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０.０１.０２９

　 　 农村环境卫生一直是环境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ꎬ而农村学校的环境卫生直接关系到学生的身体

健康ꎮ 学校的供水情况、厕所卫生、教室环境卫生、卫
生保健与传染病管理等是学校卫生工作的重要内

容[１] ꎮ ２０１１ 年以来安徽省在全省 ２４ 个县(市、区)实

施了农村环境卫生监测项目ꎬ进行农村环境健康危害

因素监测评价ꎬ其中包含农村学校的饮用水、厕所等

卫生监测内容ꎬ为改善学校环境卫生提供参考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以安徽省 １０５ 个县(市、区) (以下简称
“县”)为抽样单位ꎬ按照地域分布、经济状况等因素分
层随机抽取 ２４ 个县为项目县ꎬ每个项目县抽取 ５ 个乡
镇ꎬ每个乡镇选择初中、小学各 １ 所进行监测ꎬ遵循简
单随机抽样原则以保证样本代表性ꎮ 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每年的 ７—９ 月持续对监测学校的饮用水及校园环
境卫生情况进行调查ꎮ 其中 ２０１４ 年监测 ２３９ 所学校
(小学 １１４ 所ꎬ初中 １０６ 所ꎬ九年制 １９ 所)ꎬ１１６ ７７８ 名
学生(男生 ６０ ５００ 名ꎬ女生 ５６ ２７８ 名)ꎬ教职工１１ ４０２
名ꎻ ２０１５ 年监测 ２２９ 所学校(小学 １０９ 所ꎬ初中 １００
所ꎬ九年制 ２０ 所)ꎬ学生 １２０ ５１２ 名(男生 ６３ １６４ 名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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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 ５７ ３４８ 名)ꎬ教职工 １１ ２５３ 名ꎻ２０１６ 年监测 ２２９
所学校(小学 １１２ 所ꎬ初中 １０３ 所ꎬ九年制 １４ 所)ꎬ学
生 １２６ ７７１ 名(男生 ６７ ２６７ 名ꎬ女生 ５９ ５０４ 名)ꎬ教职
工 １１ ２５１ 名ꎻ２０１７ 年监测 ２２３ 所学校(小学 １０９ 所ꎬ初
中 ９８ 所ꎬ九年制 １６ 所)ꎬ学生 １１８ １０６ 名(男生 ６０ ７２７
名ꎬ女生 ５７ ３７９ 名)ꎬ教职工 １０ ３０７ 名ꎻ２０１８ 年监测
２２９ 所学校(小学 １１６ 所ꎬ初中 ９０ 所ꎬ九年制 ２３ 所)ꎬ
学生 １２８ ７１０ 名(男生 ６７ ４４７ 名ꎬ女生 ６１ ２６３ 名)ꎬ教
职工 １０ ５５７ 名ꎮ
１.２　 调查方法　 制定统一的调查实施方案ꎬ采用统一
调查表ꎬ通过查阅资料、访谈、现场测量及观察等方法
获得监测数据ꎮ 各县调查人员经过省级统一培训ꎬ调
查数据经层级审核后通过网络直报ꎬ直至国家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确认ꎬ发现问题数据及时反馈处理ꎮ 调查
期间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监测点开展现场技
术指导ꎮ 学校厕所卫生指标评价方法及依据按照«学
校卫生综合评价» ( ＧＢ / Ｔ １８２０５—２０１２) [２] 和«中小学
校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０９９—２０１１) [３]执行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通过全国农村环境卫生监测信息
管理系统进行网络直报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ꎬ百分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检验水准为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饮用水及供水主要方式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监测点
学校学生饮用水方式主要以学校提供和自带水为主ꎬ
学校供水方式均以村镇水厂供水为主ꎬ且比例由 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８.１６％逐年提高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６７.６９％ꎮ 自备供
水的学校比例由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４.３１％逐年下降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２９.６９％ꎬ自备供水的学校供水水源均以深井水为
主ꎬ供水处理方式均以未处理为主ꎬ完全处理的除
２０１５ 年达 １０％以上外ꎬ其余均未到 １０％ꎬ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安徽省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监测点学校供水方式报告率比较

年份
调查

学校数

村镇水厂

供水学校数

自备供水

学校数

自备供水处理

未处理学校数 完全处理学校数
２０１４ ２３９ １３９(５８.１６) ８２(３４.３１) ４７(５７.３２) ５(６.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２９ １３５(５８.９５) ７８(３４.０６) ４４(５６.４１) １０(１２.８２)
２０１６ ２２９ １４９(６５.０７) ５７(２４.８９) ４０(７０.１８) ３(５.２６)
２０１７ ２２３ １４０(６２.７８) ６９(３０.９４) ３２(４６.３８) ２(４.４４)
２０１８ ２２９ １５５(６７.６９) ６８(２９.６９) ３７(５４.４１) ４(５.８８)
χ２ 值 ４.０５ １.８０ ７.３６ ６.５０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２　 卫生厕所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监测点有独立式公厕
的学校中ꎬ具有卫生厕所的学校比例由 ２０１４ 年的
６６.３９％逐年提高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９４.２０％ꎬ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 ０.０１)ꎬ其中完整下水道水冲式厕所比例由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６.４６％(２６ / １５８)提高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５４.９８％
(１１６ / ２１１)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７４.２７ꎬＰ<０.０１)ꎮ
教学楼内及宿舍楼内厕所情况自 ２０１５ 年开始监测ꎬ教
学楼内有厕所及卫生厕所的学校比例变化不大(Ｐ 值
均>０.０５)ꎮ 宿舍楼内有厕所的学校比例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８.６０％提高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４３.３０％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ꎻ宿舍楼内有卫生厕所的学校比例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２.０９％提高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４２.８６％ꎬ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安徽省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监测点学校卫生厕所报告率比较

年份
有公厕

学校数

有卫生厕

所学校数

教学楼内有

厕所学校数

教学楼内有卫

生厕所学校数

宿舍楼内有

厕所学校数

宿舍楼内有卫

生厕所学校数
２０１４ ２３８ １５８(６６.３９) — — — —
２０１５ ２１５ １６１(７４.８８) ５３(２４.６５) ４８(２２.３３) ８３(３８.６０) ６９(３２.９０)
２０１６ ２１９ １６７(７６.２６) ５１(２３.２９) ４６(２１.００) ７３(３３.３３) ６２(２８.３１)
２０１７ ２０９ １７２(８２.３０) ６０(２８.７１) ５９(２８.３３) ８３(３９.７１) ７６(３６.３６)
２０１８ ２２４ ２１１(９４.２０) ５５(２４.５５) ５４(２４.１１) ９７(４３.３０) ９６(４２.８６)
χ２ 值 ５７.７７ １.８７ ０.８７ ４.７５ ４.０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３　 厕所蹲位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监测点学校中ꎬ总体来
看ꎬ男女生蹲位比(人数 / 蹲位数)均达到标准要求ꎬ其
中男生蹲位比最小为 ２０１７ 年(１２.３０ 人 / 个)ꎬ女生蹲
位比最小为 ２０１５ 年(９.７８ 人 / 个)ꎮ 具体来看ꎬ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 年男厕蹲位比合格学校比例均高于 ９０％ꎬ女厕蹲
位比合格学校比例最高为 ２０１７ 年(６２.７８％)ꎬ年度间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４.８６ꎬ４.３７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２.４　 厕所及周边设施的使用管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监
测点学校厕所主要以专人管理为主ꎬ其次为学生参与
管理ꎬ年度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厕所周边的卫生设
施监测结果显示ꎬ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厕所内和周围 ５ ｍ 范
围内的水龙头总数及平均每所学校水龙头数分别为
１ ６６１( ６. ９８)ꎬ ２ ９０１ ( １３. ４９)ꎬ ２ ７２７ ( １２. ４５)ꎬ ３ ０８０
(１４.７４)ꎬ２ ６８５(１１.９９)个ꎮ 无水龙头与无肥皂配备的
学校比例逐年下降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４ꎮ

表 ３　 安徽省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监测点学校男女厕所蹲位合格率比较

年份

男生

人数 厕所蹲位 蹲位比
厕所蹲位比

合格学校数

女生

人数 厕所蹲位 蹲位比
厕所蹲位比

合格学校数
２０１４ ６０ ５００ ４ ６３４ １３.０６ ２２２(９２.８９) ５６ ２７８ ５ ３０２ １０.６１ １４９(６２.３４)
２０１５ ６３ １６４ ４ ９９３ １２.６５ ２１１(９２.１４) ５７ ３４８ ５ ８６３ ９.７８ １３１(５７.２１)
２０１６ ６７ ２６７ ４ ８７２ １３.８１ ２０７(９０.３９) ５９ ５０４ ５ ７５２ １０.３４ １３０(５６.７７)
２０１７ ６０ ７２７ ４ ９３９ １２.３０ ２０６(９２.３８) ５７ ３７９ ５ ６５０ １０.１６ １４０(６２.７８)
２０１８ ６７ ４４７ ４ ７２９ １４.２６ ２１９(９５.６３) ６１ ２６３ ５ ４９２ １１.１６ １２７(５５.４６)

　 注:()内数字为合格率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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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安徽省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监测点学校厕所及

周边设施使用管理报告率比较

年份
有厕所

学校数
专人管理

学生参

与管理
无水龙头 无肥皂

２０１４ ２３８ １４４(６０.５０) ９１(３８.２４) ５０(２１.００) １８１(７６.０５)
２０１５ ２１５ １４０(６５.１２) ７１(３３.０２) ４０(１８.６０) １６１(７４.８８)
２０１６ ２１９ １５１(６８.９５) ６８(３１.０５) ２８(１２.７９) １４６(６６.６７)
２０１７ ２０９ １４０(６６.９９) ６７(３２.０６) ２３(１１.００) １３７(６５.５６)
２０１８ ２２４ １５２(６７.８６) ７１(３１.７０) ９(４.０２) １２７(５６.７０)
χ２ 值 ４.５３ ３.５２ ５７.１４ ２５.６８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３　 讨论
学校饮用水状况与环境设施建设很大程度上影

响学生的学习、健康及生活ꎬ由于资源及经济状况限

制ꎬ安徽农村集中式供水覆盖率较低ꎬ水处理工艺不

完善[４－５] ꎬ农村中小学校饮用水水质合格率偏低[６] ꎬ学
校饮用水卫生与环境设施建设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ꎮ
资料显示ꎬ微生物超标是导致我国农村水质不安全的

主要原因[７－９] ꎬ且农村中小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占

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很大比例[１０] ꎬ因此合理改善

农村学校卫生环境是有效降低学校公共卫生事件发

生的重要措施之一ꎮ 本监测结果显示ꎬ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

安徽农村学校的集中式供水比例逐年增加ꎬ１ / ３ 左右

的学校为自备供水ꎬ其中未处理的学校比例除 ２０１７ 年

外均超过 ５０％ꎬ完全处理的学校除 ２０１５ 年外均未达

１０％ꎮ 提示安徽农村学校供水方式及水处理工艺仍需

进一步得到改善ꎮ 建议加强安徽省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建设ꎬ同时重点加强对学校供水的卫生管理和水质

卫生监测[１１] ꎮ
随着农村地区卫生厕所普及率的快速提升[１２] ꎬ农

村学校的厕所环境也日益改善ꎮ 本监测结果显示ꎬ有
卫生厕所的学校比例逐年提升ꎬ得益于农村改厕工作

的不断推进ꎮ 但教学楼内有厕所的学校比例一直低

于 ３０％ꎬ宿舍楼内有厕所的学校比例仅在 ２０１８ 年突

破 ４０％ꎬ且逐年比例变化不大ꎬ未有明显提升ꎬ与农村

居住环境、文化素质、风俗习惯[１３] 及楼内建厕成本相

对较高有很大关系ꎮ 教学楼及宿舍楼外设置厕所ꎬ在
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学生时间上的浪费ꎬ还有可能引起

一些安全问题[１４] ꎬ因此在教学楼及宿舍楼内合理设置

卫生厕所应作为农村学校基础建设需要考虑的一项

内容ꎮ
根据«中小学校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０９９—２０１１)ꎬ对

男厕要求为每 ４０ 人设计 １ 个蹲位 / 便池ꎬ女厕要求为

至少每 １３ 人 １ 个蹲位 / 便池ꎮ 但本监测结果显示ꎬ女
厕蹲位比合格的学校比例最高仅为 ６２. ７８％ ( ２０１７
年)ꎬ远不如男厕蹲位比合格的学校比例ꎮ 厕所蹲位

数紧张容易造成入厕拥挤ꎬ从而导致安全事故发生ꎬ
也可能为了减少排队入厕而减少饮水摄入ꎬ从而影响

学生身体健康[１５] ꎮ 因此ꎬ在新建及改、扩建学校厕所

的过程中ꎬ要重视厕所蹲位数量的合理设计ꎬ尤其是

应适当增加女厕的面积和蹲位数量ꎮ
厕所及周边设施使用管理的监测结果显示ꎬ学校

厕所的管理虽然主要为专人管理(均未到 ７０％)ꎬ其次

为学生参与管理ꎬ给厕所的管理质量带来疑问ꎬ也很

大程度上给学生健康安全带来隐患ꎮ 厕所周边无洗

手池及无肥皂的学校比例逐年下降ꎬ但仍不容乐观ꎬ
厕所周边配套设施的匮乏不利于学生卫生习惯的养

成ꎬ也是学生肠道传染病的危险因素[１６] ꎮ 提示应多部

门联合ꎬ继续加大农村学校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力

度ꎬ加强对专业卫生管理人员的引入和培训工作ꎮ 同

时应当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及健康促进工作ꎬ提升师生

的卫生防护意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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