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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北京市学校教学环境卫生现状ꎬ为进一步改善教学卫生状况提供依据ꎮ 方法　 ２０１９ 年在北京市

按 ５０％的覆盖率监测 ６６１ 所中小学校ꎬ每所学校随机抽取 ２ 间教室ꎬ共监测 １ ３２２ 间教室ꎬ检测内容包括教室人均面积、课
桌椅分配符合率、黑板尺寸、黑板反射比、课桌面平均照度和均匀度、黑板平均照度和均匀度、ＣＯ２ 、噪声ꎮ 结果　 监测教室

噪声、教室人均面积、黑板尺寸、课桌面照度均匀度 ４ 项指标合格率分别为 ９２ ３％ꎬ８６ ５％ꎬ８５ ６％ꎬ８３ ４％ꎬ其他指标合格率

均低于 ８０％ꎮ ２０１９ 年黑板尺寸、黑板平均照度、黑板照度均匀度合格率较 ２０１８ 年(８５ ６％ꎬ５２ ７％ꎬ３６ ２％ꎻ８１ ９％ꎬ４２ ７％ꎬ
３１ ７％)有所提高(χ２ 值分别为 １０ ９７ꎬ７ ８０ꎬ５ ９０ꎬＰ 值均<０ ０５)ꎬ而噪声合格率(９２ ３％)较 ２０１８ 年(９８ ３％)有所下降( χ２

＝ ７０ ８２ꎬＰ<０ ０５)ꎮ 无论是教室还是黑板ꎬ安装 ＬＥＤ 灯的课桌面、黑板平均照度和均匀度均值高于荧光灯ꎮ 结论　 北京市

教学环境监测现状总体不容乐观ꎬ需继续加强标准宣贯评价ꎬ教室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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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的教学环境卫生状况与保障学生健康、提升

学业成绩及减少缺勤率息息相关ꎬ而不良的教学环境

卫生可能会影响学生健康[１] ꎮ 为全面维护学生身心

健康ꎬ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共同制定

了«北京市中小学校卫生防病工作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ꎮ 按照该规划的要求ꎬ北京市各区疾控每年开展

学校教学环境卫生监测覆盖率不低于 ５０％ꎬ本文通过

对 ２０１９ 年各类学校的教学环境卫生监测结果进行分

析ꎬ并与 ２０１８ 年监测数据比较ꎬ找出存在的问题ꎬ为改

善学校教学卫生状况提供决策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按比例系统抽样方法ꎬ从 ２０１９ 年北

京市中小学校(不包括私立学校、新建未招生学校、特
殊学校、非独立分校等情况)中抽取 ５０％的学校ꎬ然后

在抽中的学校根据教室结构、层次、朝向、采光方向选

取有代表性的 ２ 间教室进行检测ꎮ 最终检测 ６６１ 所学

校的 １ ３２２ 间教室ꎬ其中小学 ３５４ 所 ７０８ 间教室ꎬ中学

３０７ 所 ６１４ 间教室ꎻ按教室类型分为固定教室和走读

２６５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第 ４１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１０



教室ꎬ其中固定教室 １ ２６７ 间ꎬ走读教室 １７ 间ꎮ ３８ 间

教室没有进行分配符合率测定且未标注是否为固定

教室ꎬ按缺失处理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监测内容 　 教室人均面积、课桌椅分配符合

率、黑板尺寸、黑板反射比、课桌面平均照度和均匀

度、黑板平均照度和均匀度、ＣＯ２、噪声ꎮ 采光系数等

指标依赖于建筑设计之初的考量ꎬ因而未对该类指标

进行分析ꎮ
１.２.２　 检测和评价方法　 依照«学校卫生综合评价»
(ＧＢ / Ｔ １８２０５—２０１２ ) [２] 、 « 照明测量方法» ( ＧＢ / Ｔ
５７００—２００８) [３] 、 « 采 光 测 量 方 法 » ( ＧＢ / Ｔ ５６９９—
２０１７) [４]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ＧＢ / Ｔ １８２０４.１—
２０１３、ＧＢ / Ｔ １８２０４. ２—２０１４) [５] 进行现场检测ꎻ依照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 ( ＧＢ ５００９９—２０１１) [６] 、«学校课

桌椅功能尺寸及技术要求» ( ＧＢ / Ｔ ３９７６—２０１４) [７] 、
«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 ( ＧＢ ７７９３—
２０１０) [８] 、 « 中小学校教室换气卫生标准» ( ＧＢ / Ｔ

１７２２６—２０１７) [９] 、«中小学校普通教室照明设计安装

卫生要求» ( ＧＢ / Ｔ ３６８７６—２０１８) [１０] 进行评价ꎮ 为保

证监测数据质量ꎬ每年对检测人员进行统一培训ꎬ所
用仪器设备均定期检定校准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ＷＰＳ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１６ 表格清理数

据ꎬ运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进行描述性分析ꎬ率的比较采用

Ｅｐｉｉｎｆｏ ７.０ 进行 χ２ 检验ꎬ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２０１９ 年监测结果　 噪声、教室人均面积、黑板尺

寸、课桌面照度均匀度 ４ 项指标合格率高于 ８０％ꎬ其
他指标合格率均低于 ８０％ꎮ 中学教室人均面积合格

率高于小学ꎬ小学黑板尺寸、黑板平均照度、黑板照度

均匀度、课桌分配符合率合格率高于中学( Ｐ 值均<
０.０５)ꎬ其他项目合格率小学和中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北京市 ２０１９ 年不同学段学校教学环境卫生监测指标合格率比较

学段
教室人

均面积

课桌分

配符合率

课椅分

配符合率

课桌面

平均照度

课桌面照

度均匀度

黑板平

均照度

黑板照

度均匀度
黑板尺寸 黑板反射比 ＣＯ２ 噪声

小学 ５７０(８０.５) ４６５(６７.０) ４２７(６１.５) ５７３(８０.９) ６０３(８５.２) ４１９(５９.８) ２８２(４０.２) ６６８(９４.４) ２４３(３４.５) ５２８(７６.１) ６４４(９２.８)
中学 ５７３(９３.３) ３５２(６１.４) ３３８(５９.０) ４７０(７６.５) ４９９(８１.３) ２６２(４４.３) １８６(３１.４) ４７７(７７.７) ２２０(３６.７) ４３４(７４.３) ５４３(９１.７)
χ２ 值 ４６.１２ ４.２５ ０.８６ ３.８０ ３.６０ ３０.９９ １０.７９ ７８.７３ ０.６９ ０.５３ ０.５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３６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４１ ０.４７ ０.４７

　 注:()内数字为合格率 / ％ꎮ 部分项目存在缺失值ꎮ

２.２　 ２０１８ 与 ２０１９ 年各项指标合格率比较 　 ２０１９ 年

黑板尺寸、黑板平均照度、黑板照度均匀度合格率均

较 ２０１８ 年有所提高ꎬ而课椅分配符合率、ＣＯ２、噪声合

格率较 ２０１８ 年均有下降(Ｐ 值均<０.０５)ꎬ尤其是二氧

化碳下降明显ꎮ 见表 ２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开始 ＣＯ２ 体积浓

度标准限值由 ０. １５％ 改为 ０. １０％ꎬ采用旧标准判定

２０１８ 和 ２０１９ 年 ＣＯ２ 的检测结果ꎬ２０１９(９５.９％) 年比

２０１８ 年(９０.３％)有明显改善(χ２ ＝ ２６.２５ꎬＰ<０.０１)ꎮ

表 ２　 北京市不同年份中小学校教学环境卫生监测指标合格率比较

年份
教室人

均面积

课桌分

配符合率

课椅分

配符合率

课桌面

平均照度

课桌面照

度均匀度

黑板平

均照度

黑板照

度均匀度
黑板尺寸 黑板反射比 ＣＯ２ 噪声

２０１８ １ ２２０(８８.１) ９２０(６７.７) ８７３(６４.２) １ ０９９(７９.４) １ １５６(８３.５) ６２７(４７.２) ４２１(３１.７) １ １２２(８１.９) ５４９(４０.８) １ ２５０(９０.３) １ ３６１(９８.３)
２０１９ １ １４３(８６.５) ８１７(６４.５) ７６５(６０.４) １ ０４３(７８.９) １ １０２(８３.４) ６８１(５２.７) ４６８(３６.２) １ １４５(８５.６) ４６３(３５.５) ９６２(７５.３) １ １８７(９２.３)
χ２ 值 １.７５ ３.０２ ４.１７ ０.１１ ０.０１ ７.８０ ５.９０ １０.９７ ７.８３ １１７.９６ ７０.８２
Ｐ 值 ０.１８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７４ ０.９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合格率 / ％ꎮ 部分项目存在缺失值ꎮ

２.３　 光源类型对教室和黑板照明的影响　 １ ３２２ 间教

室中ꎬ使用白板占 １.４％ (１９ 间)ꎬ绝大多数使用黑板

(９８.３％)ꎮ 教室黑板多数安装有黑板灯(９９.２％ꎬ１ ３１１
间)ꎬ仅有 ０.８％的教室完全采用多媒体教学ꎬ未装黑

板灯ꎮ 黑板灯中有 ６８. ２％ ( ８９４ 间) 为荧光灯光源ꎬ
２７.８％(３６５ 间)为 ＬＥＤ 光源ꎮ 教室灯管有控照式灯具

的占 ９９.２％(１ ３１１ 间)ꎬ灯桌距合格率为 ９８.９％ꎬ教室

灯垂直于黑板的占 ９８. ６％ ( １ ３０３ 间)ꎬ教室灯中有

６８.５％(９０５ 间)为荧光灯光源ꎬ２７.５％(３６３ 间)为 ＬＥＤ
光源ꎮ

教室中安装 ＬＥＤ 灯的课桌面平均照度(５１１ ｌｘ)和
照度均匀度 ( ０. ８０) 均高于安装荧光灯的 ( ３８７ ｌｘꎬ
０.７８)ꎬ黑板灯安装 ＬＥＤ 灯的黑板照度(６６８ ｌｘ)和均匀

度(０.７５)均高于安装荧光灯的(４８５ ｌｘꎬ０.７１)ꎮ
２.４　 黑板灯距黑板的平行和垂直距离对黑板照度合

格率的影响 　 从 ６１２ 间黑板照度不合格教室中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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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间(１１.１％)教室测定黑板灯距黑板的平行间距和

距黑板上缘的垂直距离ꎬ 结果显示合格率分别为

４５.６％(３１ 间)和 １６.２％(１１ 间)ꎬ同时符合平行间距和

垂直距离的仅占 １０.３％(７ 间)ꎮ

３　 讨论

本监测显示ꎬ２０１９ 年北京市教学环境监测现状总

体不容乐观ꎬ黑板尺寸、黑板平均照度、黑板照度均匀

度合格率较 ２０１８ 年有所提高ꎬ但是离十三五规划要求

仍有差距[１１] ꎮ
２０１９ 年北京市教室人均面积总体合格率为

８６.５％ꎬ与 ２０１８ 年基本持平(８８.７％)ꎬ好于重庆[１２] 、云
南[１３]等地ꎮ 小学教室人均面积合格率(８０.５％)低于

中学(９３.３％)ꎬ可能为近年小学入学人数逐年增多ꎬ教
学质量高的学校更易受到家长的追捧ꎬ校舍又不会在

短期内建成ꎬ导致小学教室人均面积不易于达标[１４] ꎮ
２０１９ 年 ＣＯ２ 合格率明显低于 ２０１８ 年ꎬ主要是标准限

值进一步严格所致ꎮ ２０１９ 年学校噪声合格率较 ２０１８
年略有下降ꎬ可能为部分学校教学楼临近马路公交站

等室外嘈杂地点ꎬ周边单位施工、学校内部食堂排风

系统使用等原因导致ꎮ
２０１９ 北京市课桌椅分配符合率总体与 ２０１８ 年相

比变化不大ꎬ仍然在 ６０％左右ꎬ与代银等[１５] 报道的上

海黄浦区监测结果接近ꎬ远高于南京浦口区[１６] 和与哈

尔滨南岗区[１７] 的研究结果ꎮ 课桌椅配置不达标的原

因主要是学校受固定资产相关制度限制ꎬ不能及时采

购匹配的桌椅ꎻ其次厂商出厂的课桌椅标号不规范ꎬ
有时所标高度与规定的高度不匹配ꎻ再者部分学校定

期轮换座位时换人不换座ꎻ另外有学生反映当课桌椅

按标准调到合适高度时ꎬ舒适度受到影响ꎮ 除去坐姿

原因外ꎬ可能是由于课桌椅设计不合理所致ꎬ抽屉过

大超出标准尺寸ꎬ桌下净空高过低ꎮ 建议学校在合格

的前提下按照“大桌小椅”型号调配课桌椅ꎬ并采购桌

洞竖放的新型桌椅ꎬ提供更大的坐姿空间ꎮ
２０１９ 年学校黑板尺寸合格率较 ２０１８ 年相比明显

提高ꎬ且小学高于中学ꎮ 黑板尺寸不符合卫生学要求

主要为卫生机构与生产企业对黑板标称尺寸的理解

不一ꎮ 牛姣涵等[１８]报道显示ꎬ黑板尺寸检测结果距离

国标差距很小ꎬ生产厂家按黑板外沿计算ꎬ而实际检

测以内沿计算ꎮ «书写板安全卫生要求» 附录 Ｃ 规

定[１９] ꎬ书写板尺寸以单面、正视、工作状态的外型尺寸

为准ꎮ ２０１８ 年对该标准进行了重新宣贯ꎬ合格率明显

提高ꎮ 而中学合格率低于小学ꎬ可能为中学使用部分

黑板部分多媒体的占比大于小学ꎮ
黑板反射比一直是合格率最低的项目ꎬ与张静

等[１６－１７]研究结果一致ꎮ ２０１９ 年黑板反射比合格率

(３５.５％)较 ２０１８(４１.６％)年相比下降 ６.１ 百分点ꎬ不
合格的黑板反射比集中在 ０.１０ ~ ０.１５ꎮ 生产和评价脱

节可能是造成黑板反射比合格率较低的原因之一ꎮ
目前企业生产黑板时只参照 « 书写板安全卫生要

求» [１８] ꎬ该标准对黑板反射比没有限值要求ꎬ而评价单

位依据«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 [８] 进行

评价(０.１５ ~ ０.２０)ꎮ 其次黑板反射比测定方法中反射

照度要求直至稳定ꎬ但实际测量时这种稳定很难把

握ꎬ结果受环境和人员影响较大ꎬ导致测量结果各区

偏差很大ꎮ
学习环境中照明条件能够影响学生的视力水平ꎬ

改善教室照明条件ꎬ适当增加光照强度能够减缓视力

不良的发展[２０] ꎮ ２０１９ 年北京市课桌面照度合格率与

２０１８ 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黑板平均照度和均匀度合

格率与 ２０１８ 年相比均有所提高ꎬ但都低于 ２０１３ 年[２１]

水平ꎮ ２０１２ 年政府投入专项资金开展中小学校教室

照明规范化改造工程ꎬ中小学校教室照明卫生状况得

到极大改善ꎮ 但是照明维护应是持续的过程ꎬ调查发

现ꎬ部分学校灯管维护不足ꎬ未能定期更换或擦拭灯

管ꎬ根据«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２２] 规定教室灯具每年

最少擦拭 ２ 次ꎮ 另外个别学校安装的黑板灯挡住了多

媒体设备ꎬ因此拆了一侧的黑板灯或移位黑板灯ꎬ导
致黑板照度不合格ꎮ 再者黑板灯安装的位置不合理ꎬ
抽取部分黑板照度不合格学校ꎬ仅有 １０.３％黑板灯距

黑板的平行和垂直距离符合要求ꎬ因而下一步督促学

校在照明改造时一定要考虑黑板灯悬挂高度和角度ꎮ
本次调查还发现ꎬ无论是教室还是黑板ꎬ安装 ＬＥＤ 灯

的课桌面、黑板平均照度和均匀度均高于荧光灯ꎬ与
陶然等[２３]的研究一致ꎮ 然而 ＬＥＤ 光源中蓝光含量远

高于白炽灯和荧光灯ꎬ解决好 ＬＥＤ 的光生物安全问

题ꎬ才能放心使用 ＬＥＤ 光源[２４] ꎮ 而且灯具的质量不

能仅通过照度来评价ꎬ还涉及到色温、显色指数等重

要参数ꎮ
综上所述ꎬ教室环境卫生监测与评价依托学校相

关标准开展ꎬ改善教室环境卫生状况首先应加强标准

宣贯和评价ꎮ 生产企业、使用部门、评价部门应对标

准的理解一致才能生产出适合师生使用的教室环境

设施ꎮ 其次学校卫生标准进行了更新ꎬ但是教室结构

不可能短期内进行改造ꎮ «中小学校普通教室照明设

计安装卫生要求» [１０] ２０１９ 年开始实施ꎬ下一步将针对

北京市各区不同情况ꎬ实行差异化管理ꎬ督促各区加

强对样板间的检测ꎬ指导学校做好教室照明改造工

作ꎬ尤其是黑板灯的改造ꎬ改善北京市中小学校教室

环境卫生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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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等因素有关ꎬ与赵佳等[７] 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２ 次调

查显示ꎬ７５％以上的家长没带儿童去医院看过牙ꎬ５０％
以上的家长认为自己孩子的牙齿没问题因此未去看

过牙ꎬ但是 ２ 次全国流调儿童口腔检查显示ꎬ７０％以上

的儿童有龋齿ꎬ说明家长对儿童口腔健康的认知与实

际情况存在偏差ꎮ 未去看牙的原因因为乳牙要替换

不需要看牙及孩子害怕疼痛 ２ 年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ꎮ 提示要加强对家长儿童口腔就医行为的健康

教育ꎮ
５ 岁儿童 ２０１５ 年的龋均高于 ２００５ 年ꎬ不同性别、

城乡儿童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ꎬ与刘怡然等[１１－１３] 的研

究结果一致ꎮ 提示要采取有效的ꎬ尤其是针对农村儿

童的口腔健康干预措施ꎮ
综上所述ꎬ海南省 ５ 岁儿童患龋率较高ꎬ饮食习惯

有所改善ꎬ口腔健康行为有所提高ꎬ含氟牙膏使用率

显著降低ꎬ口腔就医行为较低ꎬ应该加强 ５ 岁儿童及家

长的口腔健康教育ꎬ大力推广含氟牙膏的使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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