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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昌平区中小学教学环境卫生学现状。方法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０年１月，对辖区７１所中

小学校教学环境严格按照学校卫生标准的要求进行了监测，监测项目计算合格率并进行中小学校之间、城

乡学校之间的比较。结果　课桌椅分配符合率３８．７３％，小学高于中学 （χ
２＝５．２７８，Ｐ＜０．０５），城镇高于

乡村 （χ
２＝６．１５７，Ｐ＜０．０５）；玻地比合格率３０．２８％，乡村高于城镇 （χ

２＝７．６２９，Ｐ＜０．０５）；采光系数

和后侧墙反射系数合格率分别为５４．９３％和３５．２１％，其城乡学校之间及中小学校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灯桌间距合格率３５．９２％，小学高于中学 （χ
２＝４．０９５，Ｐ＜０．０５），城镇高于乡村 （χ

２＝４．２４３，Ｐ＜
０．０５）；桌面平均照度合格率４６．４９％，其城乡学校之间及中小学校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黑板反射系

数合格率８０．２８％；室温、ＣＯ２ 含量、相对湿度、室内噪声合格率分别为７１．８３％、６７．６１％、４６．４８％和

８７．３２％；１６．６７％的城镇中学女厕所蹲位不足，１０．３９％的乡村学校男小便池长度不够，９．０９％的乡村学校

厕所为旱厕或水旱兼有，便后洗手设施不足或无洗手设施。结论　昌平区中小学教学环境存在诸多问题，

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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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全面了解北京市昌平区中小学教学环境卫生
学状况，本调查研究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０年１
月对辖区７１所中小学校教学环境卫生学状况进行
了监测，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昌平区教育部门和集体办学的７１所中
小学校，其中小学３４所 （城小１４所，乡小２０
所），中学３７所 （城中１８所，乡中１９所）。一贯
制学校按中学部和小学部划归监测。每所学校选取
具有代表性的１～３间共计１４２间教室监测教室环
境，同时监测该校厕所相关情况。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监测指标　包括教室人均面积、黑板、课
桌椅、采光、照明、微小气候、噪声、厕所８个项
目，其中微小气候包括室温、相对湿度、风速、

ＣＯ２４个指标。

１．２．２　测量工具　ＣＥＮＴＥＲ３１０数位温湿度计
（群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湾）、ＧＸＨ－３０５ｌ便携
式红外线分析器 （北京均方理化科技研究所）、

ＡＷＡ５６３３Ｄ声级计 （杭州爱华仪器有限公司）、

７５６５－Ｘ室内空气品质检测仪 （ＴＳＩ公司，美国）、

ＴＥＳ－１３３２数位式照度计 （泰仕电子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台湾）、皮尺、钢卷尺、学生身高及课
桌椅型号测量尺等。以上仪器均经过中国计量科学
院检定或校准，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１．２．３　测量方法　测量人员均为区疾控中心学校
卫生科专业技术人员，经统一培训，测量依照ＧＢ
５６９９－８５ 《采光测量方法》、ＧＢ　５７００－８５ 《室内照明
测量方法》、ＧＢ／Ｔ　１８２０４－２０００ 《公共场所卫生标
准检验方法》等进行。

１．２．４　评价标准　按 ＧＢＪ　９９－８６ 《中小学校建筑
设计规范》、ＷＳ　９９－１９９８ 《黑板安全卫生标准》、

ＧＢ／Ｔ　５００３３－２００１ 《建 筑 采 光 设 计 标 准》、ＧＢ
５００３４－２００４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ＧＢ／Ｔ　３９７６－
２００２ 《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ＧＢ／Ｔ　１７２２４－１９９８
《中小学校教室采暖温度标准》、ＧＢ／Ｔ　１８２０５－２０００
《学校卫生监督综合评价》等进行判定。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Ｅｐｉ　Ｄａｔａ　３．０２建库录入并
作逻辑检错，ＳＰＳＳ　１９．０统计分析，多个率的比较
用行×列表χ

２ 检验，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接地理位置，人为将昌平区划分为城镇和乡村两部

分，凡学校位于城镇的按城镇学校统计，凡学校位
于乡村的按乡村学校统计。

２　结　果

２．１　教室人均面积　小学教室人均面积最小为

１．１１ｍ２／人，最大为４．３２ｍ２／人；中学教室人均
面积最小为１．２５ｍ２／人，最大为３．７８ｍ２／人。除
城镇某小学１间教室人均面积不合格外，其余被抽
检的１４１间教室人均面积均达标准，教室人均面积
合格率为９９．３０％。

２．２　 课 桌 椅 分 配 符 合 率 　 课 桌 椅 配 套 率

１００．００％。每间教室各抽取１０名学生测量与其配
套的课桌椅，课桌、课椅及课桌椅分配符合率分别
为４０．７７％、５０．７０％和３８．７３％。课桌椅分配符合
率小学 （４８．５３％）高于中学 （２９．７３％），城镇
（４８．１５％）高于乡村 （２７．６６％），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χ

２＝５．２７８，６．１５７，Ｐ＝０．０２２，０．０１３）。

２．３　黑板　１４２块教学黑板均为深色毛玻璃等材
质；黑板完整 （无破损）率９７．８９％，有３所乡村
中 学 的 教 学 黑 板 有 缺 损；反 射 系 数 合 格 率

８０．２８％；尺寸符合标准的占６７．６１％，且城镇学
校高于乡村学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２＝３．８７６，

Ｐ＝０．０４９）；９６间教室有黑板灯；黑板最低照度

３５Ｗ，最高８７８Ｗ，平均照度合格率１５．４９％，城
镇学校高于乡村学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２＝
５．２６６，Ｐ＝０．０２２）；黑板平均照度合格率中学高
于小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

２＝２．６９４，Ｐ＝
０．１０１），见表１。

２．４　教室采光　玻地比合格率为３０．２８％，乡村
学校高于城镇学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２＝
７．６２９，Ｐ＝０．００６）；９３．６６％的教室南北朝向，左
侧采光者占９８．５９％；采光系数和后／侧墙反射系
数合格率分别为５４．９３％和３５．２１％，其城乡学校
和中小学校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２．５　教室照明　被监测教室均采用荧光灯照明，

８５．２１％ （１２１／１４２）的照明灯具按灯管长轴垂直于
黑板面的方向悬挂，７３．９４％ （１０５／１４２）的教室采
用控照式灯具。

２．５．１　室内照明　照明总合格率６６．２０％，小学
高于中学，城镇高于乡村，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
２＝２．００４，０．１２０，Ｐ＝０．１５７，０．７２９），见表２。

２．５．２　灯桌间距　合格率为３５．９２％，小学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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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城镇学校高于乡村学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χ

２＝４．０９５，４．２４３，Ｐ＝０．０４３，０．０３９），见
表２。

２．５．３　桌面照度　最低７５Ｗ，最高５７３Ｗ，照度
均匀度合格率 ３８．７３％；桌面平均照度合格率

４６．４８％，城乡学校之间 （χ
２＝０．１６７，Ｐ＝０．６８２）

及中小学校之间 （χ
２＝２．１９１，Ｐ＝０．１３９）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２．６　 室内微小气候和噪声 　 教室室温 最低

１２．５℃，最高２２．８℃，总体合格率７１．８３％，城镇

学校高于乡村学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２＝

３．９５３，Ｐ＝０．０４７）；室内噪声、ＣＯ２ 含量和相对
湿度合格率分别为８７．３２％、６７．６１％和４６．４８％，
见表３。

２．７　厕所　中小学校男厕所每蹲位学生数均达标。
城镇学校厕所均为水冲式，便后洗手设施能满足需
要；有 ６ 所城镇中学女生厕所蹲 位不 足，占

１６．６７％；７所乡村学校厕所为旱厕或水旱兼有，
占９．０９％，便后洗手设施不足或无洗手设施，８所
乡村学校男小便池人均长度不够，占１０．３９％。

表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学年昌平区中小学教学黑板监测达标情况 ［间 （％）］

监测指标
小学

城小
（ｎ＝２９）

乡小
（ｎ＝３９）

小计
（ｎ＝６８）

中学

城中
（ｎ＝３６）

乡中
（ｎ＝３８）

小计
（ｎ＝７４）

总计

城合
（ｎ＝６５）

乡合
（ｎ＝７７）

小计
（ｎ＝１４２）

大小 ２５（８６．２１） ２５（６４．１０） ５０（７３．５３） ２４（６６．６７） ２２（５７．８９） ４６（６２．１６） ４９（７５．３８） ４７（６１．０４） ９６（６７．６１）
无破损 ２９（１００．００） ３９（１００．００） ６８（１００．００） ３６（１００．００） ３５（９２．１１） ７１（９５．９５） ６５（１００．０） ７４（９６．１０） １３９（９７．８９）
反射系数 ２９（１００．００） ２４（６１．５４） ５３（７７．９４） ２７（７５．００） ３４（８９．４７） ６１（８２．４３） ５６（８６．１５） ５８（７５．３２） １１４（８０．２８）
黑板灯 ２１（７２．４１） ２３（５８．９７） ４４（６４．７１） ２６（７２．２２） ２６（６８．４２） ５２（７０．２７） ４７（７２．３１） ４９（６３．６４） ９６（６７．６１）
黑板表面平均照度 ０（０） ７（１７．９５） ７（１０．２９） １５（４１．６７） ０（０） １５（２０．２７） １５（２３．０８） ７（９．０９） ２２（１５．４９）

表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学年昌平区中小学教室采光照明监测合格情况 ［间 （％）］

监测指标
小学

城小
（ｎ＝２９）

乡小
（ｎ＝３９）

小计
（ｎ＝６８）

中学

城中
（ｎ＝３６）

乡中
（ｎ＝３８）

小计
（ｎ＝７４）

总计

城合
（ｎ＝６５）

乡合
（ｎ＝７７）

小计
（ｎ＝１４２）

朝向 ２４（８２．７６） ３８（９７．４４） ６２（９１．１８） ３５（９７．２２） ３６（９４．７４） ７１（９５．９５） ５９（９０．７７） ７４（９６．１０） １３３（９３．６６）
采光系数 １８（６２．０７） ２１（５３．８５） ３９（５７．３５） ２１（５８．３３） １８（４７．３７） ３９（５２．７０） ３９（６０．００） ３９（５０．６５） ７８（５４．９３）
玻地比 ８（２７．５９） １２（３０．７７） ２０（２９．４１） ４（１１．１１） １９（５０．００） ２３（３１．０８） １２（１８．４６） ３１（４０．２６） ４３（３０．２８）
后／侧墙反射系数 １４（４８．２８） １１（２８．２１） ２５（３６．７６） １１（３０．５６） １４（３６．８４） ２５（３３．７８） ２５（３８．４６） ２５（３２．４７） ５０（３５．２１）
照明 ２２（７５．８６） ２７（６９．２３） ４９（７２．０６） ２２（６１．１１） ２３（６０．５３） ４５（６０．８１） ４４（６７．６９） ５０（６４．９４） ９４（６６．２０）
桌面平均照度 １４（４８．２８） ２２（５６．４１） ３６（５２．９４） １５（４１．６７） １５（３９．４７） ３０（４０．５４） ２９（４４．６２） ３７（４８．０５） ６６（４６．４８）
桌面照度均匀度 １５（５１．７２） １３（３３．３３） ２８（４１．１８） １２（３３．３３） １５（３９．４７） ２７（３６．４９） ２７（４１．５４） ２８（３６．３６） ５５（３８．７３）
灯桌间距 １３（４４．８３） １７（４３．５９） ３０（４４．１２） １６（４４．４４） ５（１３．１６） ２１（２８．３８） ２９（４４．６２） ２２（２８．５７） ５１（３５．９２）

表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学年昌平区中小学室内微小气候和噪声监测合格情况 ［间 （％）］

监测指标
小学

城小
（ｎ＝２９）

乡小
（ｎ＝３９）

小计
（ｎ＝６８）

中学

城中
（ｎ＝３６）

乡中
（ｎ＝３８）

小计
（ｎ＝７４）

总计

城合
（ｎ＝６５）

乡合
（ｎ＝７７）

小计
（ｎ＝１４２）

二氧化碳 ２４（８２．７６） ２４（６１．５４） ４８（７０．５９） ２２（６１．１１） ２６（６８．４２） ４８（６４．８６） ４６（７０．７７） ５０（６４．９４） ９６（６７．６１）
室温 ２１（７２．４１） ３０（７６．９２） ５１（７５．００） ３１（８６．１１） ２０（５２．６３） ５１（６８．９２） ５２（８０．００） ５０（６４．９４） １０２（７１．８３）
相对湿度 １８（６２．０７） １３（３３．３３） ３１（４５．５９） １５（４１．６７） ２０（５２．６３） ３５（４７．３０） ３３（５０．７７） ３３（４２．８６） ６６（４６．４８）
风速 ２９（１００．００） ３９（１００．００） ６８（１００．００） ３６（１００．００） ３８（１００．００） ７４（１００．００） ６５（１００．００） ７７（１００．００） １４２（１００．００）
噪声 ２４（８２．７６） ３４（８７．１８） ５８（８５．２９） ３４（９４．４４） ３２（８４．２１） ６６（８９．２０） ５８（８９．２３） ６６（８５．７１） １２４（８７．３２）

３　讨　论

３．１　乡村学校存在校舍陈旧室大人稀资源闲置现
象　本学年辖区中小学教室人均面积合格率为

９９．３０％，高于同期深圳、天津、南宁等地［１－３］，也
高于本市其他区县水平［４－６］，与近年来辖区教育部
门严格班级编制且生源不足有关。随着城镇人口密
度的增加和教育等部门政策的倾斜，城镇学校办学
条件改善加快，师资质量明显提高，并且乡村城镇
化进程的加快，又吸引更多乡村学校的老师流转到

城镇学校，乡村学校师资质量显著下降，生源日渐
减少，在班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形成人均面积相对
较大而校舍设施陈旧的局面。乡村学校生源少由此
带来教学设施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３．２　课桌椅不匹配是辖区中小学教学基础设施的
突出问题　国外对于学生课桌椅的研究已持续多
年，课桌椅分配符合率也是不容乐观［７］。本次辖区
被监测的１４２间教室，课桌椅分配符合率达标者仅
为３８．７３％，低于天津等地［２－３，８］的调查结果。究其
原因，一是部分学校对课桌椅卫生要求和标准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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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对不合格的桌椅给学生造成的身体危害缺乏认
识；二是部分学校错误地追求课桌椅相同高度的美
观统一；三是部分学校实行换人不换位的定期座位
轮换制；四是各种社会考试频繁借用城镇学校教室
致使桌椅被随意摆放，学生再次回来上课时无法找
回跟自己身高配套的桌椅；五是部分学校配置的课
桌椅不合格，无法调节到与学生身高匹配的高度。

３．３　黑板制作尚需规范，黑板照度有待提高　部
分教学黑板存在偏小、反射系数较高、局部破损等
情况，主要是未按卫生要求进行选材制作和安装，
或黑板表面已陈旧受损而未及时修复，或未定期涂
色或无彻底清洁；黑板平均照度合格率低于本市其
他区县水平［４］，主要是部分学校为不影响多媒体使
用，选择减少或摘去黑板灯，而安装黑板灯的教
室，或将黑板灯悬挂过高或离黑板较远，直接削弱
了黑板灯的照明作用。

３．４　部分教室建造设计上存在采光不足的缺陷　
本次监测显示，教室玻地比合格率为３０．２８％，远
低于本市其他区县水平［４－５］。主要是辖区绝大多数
学校为内廊设计，单面采光，窗户面积较小，导致
教室自然采光较差。另外，部分教室未按南北朝向
设计，导致其接受光照的时间大为缩短。教室后／
侧墙反射系数合格率３５．２１％，主要是大部分教室
后／侧墙安装了黑板或张贴着各种资料或未定期洁
白，墙壁反射光线较差所致。

３．５　教室照明亟待改善　桌面平均照度合格率

４６．４８％，远低于本市其他区县水平［４－５］。分析认
为，教室照明灯管支数不足、或损坏老化灯管不及
时更换、或非控照式灯具、或灯桌间距过大是其主
要原因，而灯管排列不合理导致照度均匀度较低。

３．６　部分教室存在噪声污染　本次监测的室内噪
声合格率虽高于市内外诸多城市和地区［２，４－５，８］，但
低 于 本 区 ２００７ 年 的 监 测 结 果 （合 格 率

９２．９６％）［７］，这说明辖区大多数中小学校周边环境
较安静，但近年来部分学校周边房地产开发在建项
目和市政交通升级改造施工成为主要噪声污染因
子。置身于交通主干道周边和闹市区的学校如果不
搬迁，随着道路通车而产生的噪声将成为持续的
污染。

３．７　部分教室室内微小气候不良　有７１．８３％的
教室室温达标，但因通风换气不足等原因导致ＣＯ２
含量合格率 （６７．６１％）较低；另外教室相对湿度
合格率４６．４８％，可能与冬季教室集中供暖比较干
燥，缺乏湿式清扫有关。

３．８　城乡学校尚需进一步完成改厕工作　７所学
校厕所为旱厕或水旱兼有，便后洗手设施不足，存
在发生粪－口传染病的隐患；６所城镇中学女厕所
蹲位不足，８所乡村学校男小便池人均长度不够，
易造成学生等候时间过长，上课迟到。

综上所述，昌平区中小学校教学环境卫生学状
况不容乐观，虽然本次监测结果总体合格率较

２００７年监测结果［１］有较大提高，说明昌平区中小
学校在贯彻执行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方面做了努
力，但并不能掩盖目前仍有诸多分项指标合格率较
低的状况，而这些状况很多在学校新建的时候就已
经存在，且带有普遍性［４，８－１０］。昌平区应抓住北京
市２０１０－２０１２三年完成全市中小学校舍抗震加固
工作这一有利时机，高标准严要求地进行全面的整
改和提高，以使抗震加固后的新校舍符合国家卫生
标准；教育部门应合理分配教育资源，采取教补、
支教、轮换等平衡师资力量的扶持政策，对在乡村
学校支教任教的老师在职称聘任等方面予以鼓励，
扼制因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引起的择校潮，实现城
乡教育良性发展，全面提高辖区整体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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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Ｇｏｕｖａｌｉ　ＭＫ，Ｂｏｕｄｏｌｏｓ　Ｋ．Ｍａｔｃ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ｅｔｒｙ ［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ｒ－

ｇ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６，３７ （６）：７６５－７７３．
［７］　郭国强，钟六珍，庞志良，等．２００９年深圳市宝安区部分中

小学校教学环境卫生状况调查 ［Ｊ］．预防医学论坛，２０１０，

１６ （９）：７９６－７９７．
［８］　王会松，郭红侠，崔永强，等 ．北京市昌平区中小学教学

环境卫生学评价 ［Ｊ］．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０８，２９ （１２）：

１１５２－１１５３．
［９］　程相玉．２００５年定陶县中小学建筑设备卫生状况调查 ［Ｊ］．

预防医学论坛，２００７，１３ （１）：６２－６３．
［１０］　张丹阳，高海波，邹杰 ．学校卫生监督工作现状调查及对

策 ［Ｊ］．中外医学研究，２０１１，９ （１６）：１５１－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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