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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发展ꎬ生活直接饮用水从最初的开

水、桶装水ꎬ到现在逐步发展起来的直饮水ꎬ人们对饮

用水的水质要求越来越高ꎮ 目前姑苏区大部分中小

学校已安装饮水机或直饮机ꎬ开水房使用越来越少ꎮ
学生健康卫生饮水是学校卫生的重要环节ꎬ受到卫生

和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ꎬ监督、管理、监测也由抽查检

测逐步发展到全覆盖[１] ꎮ 为更全面地了解姑苏区中

小学校饮用水卫生状况ꎬ加强饮水卫生ꎬ保障饮用水

安全ꎬ防止介水传染病发生ꎬ本文根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

姑苏区中小学校饮用水卫生检测情况作全面分析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对姑苏区 ７０ 家中小学

校及托幼机构进行饮用水卫生委托或监测采样ꎬ共采

集水样 ３２４ 份ꎬ其中二次供水 １２４ 份ꎬ直饮水 ５９ 份ꎬ纯
净水 ２２ 份ꎬ桶装水 １１９ 份ꎮ
１.２　 方法　 监测期为全年不固定月份ꎮ 对使用管道

二次供水的学校或机构ꎬ每月采样监测 １ 次ꎻ对使用管

道直饮水供水的中小学校ꎬ每个季度进行 １ 次采样监

测ꎻ对使用桶装水的中小学校ꎬ每个月采集饮水机冷

热出水口桶装水样 ２ ~ ４ 份ꎮ

１.３　 检验方法　 所有样品均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ＧＢ ５７５０—２００６) [２] 进行肉眼可见物、臭和味、耗
氧量、浑浊度、色度、大肠菌群、菌落总数、亚硝酸盐等

项目检测ꎮ 其中二次供水参考«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 ＧＢ ５７４９—２００６) [３] 进行结果判定ꎻ直饮水参考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 ＣＪ ９４—２００５) [４] 进行结果判

定ꎻ纯净水及桶装水参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饮

用水»(ＧＢ １９２９８—２０１４) [５]进行结果判定ꎮ 有 １ 项超

过标准限值则判定该样品不合格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汇总整理数据ꎬ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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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年份水样检测结果比较　 ２０１３ 年(１ 份)和

２０１４ 年(４ 份)辖区内学校饮用水基本是委托送检ꎬ采
集份数较少ꎬ样品类别较单一ꎻ２０１５ 年卫生及教育部

门加强对学校饮用水监督管理ꎬ采样量大幅上升ꎬ水
样类别逐步增多ꎬ由二次供水逐步向直接饮用水过

渡ꎬ合格率逐年下降ꎬ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水样检测合格率

分别为 ８１％(４４ / ５４)ꎬ９８％(９３ / ９５)ꎬ４４％(７４ / １７０)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９０.５ꎬＰ<０.０５)ꎮ
２.２　 不同供水方式水样检测结果比较　 不同供水方

式的水样检测合格率差异较大ꎬ其中二次供水合格率

为 １００％(１２４ / １２４)ꎬ纯净水合格率为 ６８％(１５ / ２２)ꎬ直
饮水合格率为 ８３％ ( ４９ / ５９)ꎬ桶装水合格率为 ２４％
(２８ / １１９)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６８.８ꎬＰ<０.０５)ꎮ
２.３　 不同供水方式水质合格率比较　 不同供水方式

的水样各项目合格率差异较大ꎬ肉眼可见物、臭和味、
耗氧量、色度、大肠菌群均合格(１００％)ꎮ 直饮水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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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率为 ９８％ꎬ桶装水合格率为 ９６％ꎬ其他类别水样

合格率为 １００％ꎬ无明显差异ꎻ各水样菌落总数和亚硝

酸盐合格率差异明显ꎬ二次供水菌落总数和亚硝酸盐

合格率为 １００％ꎬ纯净水菌落总数和亚硝酸盐合格率

分别为 ６８％和 ９１％ꎬ直饮水菌落总数和亚硝酸盐合格

率分别为 ８３％和 ８５％ꎬ桶装水菌落总数和亚硝酸盐合

格率分别为 ２４％和 ７５％ꎮ 不同供水方式的水样菌落

总数及亚硝酸盐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６８.８ꎬ２４.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供水方式水质各项目检测合格率

供水方式 检测数 肉眼可见物 臭和味 耗氧量 浑浊度 色度 总大肠菌群 菌落总数 亚硝酸盐
二次供水 １２４ １２４(１００) １２４(１００) １２４(１００) １２４(１００) １２４(１００) １２４(１００) １２４(１００) １２４(１００)
纯净水 ２２ ２２(１００) ２２(１００) ２２(１００) ２２(１００) ２２(１００) ２２(１００) １５(６８) ２０(９１)
直饮水 ５９ ５９(１００) ５９(１００) ５９(１００) ５８(９８) ５９(１００) ５９(１００) ４９(８３) ５０(８５)
桶装水 １１９ １１９(１００) １１９(１００) １１９(１００) １１４(９６) １１９(１００) １１９(１００) ２８(２４) ８９(７５)

　 注:()内数字为合格率 / ％ꎮ

３　 讨论

本调查显示ꎬ姑苏区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监测学校水

样份数逐年增多ꎬ由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委托检测到 ２０１５
年后主动监测采样ꎬ由单一二次供水逐步过渡到各类

饮用水全覆盖抽检ꎬ期间共采集水样 ３２４ 份ꎬ总体合格

率约 ６７％ꎮ 不同供水方式的水质检测合格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二次供水检测结果全部合格ꎬ
纯净水和直饮水菌落总数和亚硝酸盐合格率分别为

６８％ꎬ９１％和 ８３％ꎬ８５％ꎬ而桶装水菌落总数合格率仅

有 ２４％ꎬ并呈逐年下降趋势ꎮ 提示姑苏区中小学生饮

用水中桶装水卫生状况不容乐观ꎮ 菌落总数是饮水

卫生状况的直接指标ꎬ菌落总数含量越高ꎬ说明水质

污染越严重ꎮ 桶装水菌落总数超标原因包括饮水机

使用不当ꎬ水质管理不到位ꎬ清洗消毒不到位等ꎬ已有

研究表明ꎬ桶装水经饮水机后微生物指标超标率显著

上升[６－７] ꎬ与本次研究结果相符ꎮ 直饮水菌落总数超

标可能因水循—环线路不合理ꎬ存在循环死角ꎻ水潴

留时间过长ꎬ不能做到定期释放陈水等ꎮ
调查还显示ꎬ部分纯净水、直饮水、桶装水亚硝酸

盐超标ꎬ二次供水水样全部合格ꎬ提示亚硝酸盐是二

次污染的产物ꎬ主要来源于细菌代谢产物[８－９] ꎮ 亚硝

酸盐是一种强氧化剂ꎬ具有毒性ꎬ可与血液中的血红

蛋白结合从而降低血液的输氧能力ꎬ短期大量摄入可

导致人体组织缺氧甚至死亡[１０] ꎻ亚硝酸盐还能与二级

胺ꎬ酰胺等氮氧化合物反应生成致癌的亚硝基化合

物[１１] ꎬ长期过量摄入易引发食管癌、胃癌等疾病ꎮ 饮

水是除饮食外的另一摄入亚硝酸盐的主要途径ꎬ关系

到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ꎬ因此桶装水亚硝酸盐高于标

准限值应引起教育部门和卫生部门的注意ꎮ
针对本次研究ꎬ建议从以下方面提高学校饮用水

的卫生质量:(１)卫生部门应加强对学校饮用水卫生

的执法监督ꎬ对于检测不合格的学校实施行政处罚ꎬ

通报教育部门ꎻ(２)学校桶装水合格率低应引起教育

部门的重视ꎬ学校应对饮用水卫生管理安排到具体责

任人ꎬ定期清洗饮水机ꎬ根据学生饮水量需求ꎬ采购合

理容量的桶装水ꎬ提高换水频率ꎬ并做好日常维护记

录ꎻ(３)加强对师生饮用水安全知识的宣传ꎬ禁止学生

把玩饮水机出水口ꎬ清洗手后更换桶装水ꎬ尽量饮用

开水ꎻ(４)直饮水检测结果好于桶装水ꎬ鼓励有条件的

学校改用直饮水ꎬ对于直饮水净化器做好安全卫生ꎬ
定期按照国家标准进行全面检测ꎬ 检测结果及时

公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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