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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体重上等的人数高于下等的人数。身高、体重发育无性别差

异；女生营养不良率显著高于男生，与国内有关报道。41一致。

外来人口子弟学校与本地区学校相比，学生的来源、生活

环境以及家庭条件等各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别，带有明显的“特

殊性”。学生身高、体莺上等率均低于本地区学生，下等率均高

于本地学生；营养不良检出率均高于本地区学生，而肥胖和超

重率则明显低于本地区学生。‘其原因可能为：(1)本地区学生

的生活水平一般高于外来人口子弟学生，且多为独生子女，不

少家长溺爱孩子，让孩子进食高能量、高脂肪的食物，同时因注

重学习成绩而忽略对孩子体能的培养和锻炼，造成摄入能量超

出身体所需．导致学生肥胖和超重。(2)外来人口子弟学校学

生家庭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总体低于本地学生，大部分家长知

识水平较低，对学生生长发育时期的特殊阶段未能充分重视。

(3)在调查学校中，学生“集体食堂”饭菜比较单一，缺乏多样

性．食物搭配不合理，导致学生摄取的营养素偏少。

有关文献表明，学生营养状况除与遗传因素有关以外．同

时受本地区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水平和生活习惯等诸多因素的

影响5|。营养失调对学生的生长发育危害极大，营养不良可致

发育迟滞、贫血，影响健康与智力。61。肥胖既是疾病，又是许多

慢性病的重要诱因。“““。建议加强健康教育，使学生、家长和

教师掌握更多的营养知识，纠正学生不良的饮食习惯，确保学

生集体用餐的合理营养。鼓励学生多参加户外活动、体育锻炼

和体力劳动，以提高身体素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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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中小学教室采光照明现状分析

李春会，郭仰峰，苏颖殷，麦锦城

【卫生监督与管理】

【摘要l 目的了解广州市中小学教室采光照明现状，为开展近视眼预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sT一92型照度计对城区

10所中学和lO所小学的教室进行测量。结果教室朝向合格率为79．4％，有78．6％的教室自然采光的平均照度>150 Ix．仅有32．5％的

教室采光系数>1．5％；有97．6％的教室人工照明的平均照度>150 Ix，但仅有4％的教室照度均匀度>0．7．仅有3．2％的教室桌面平均照

度和照度均匀度2项指标均符合现行卫生标准。仅有19．8％的教室黑板平均照度和均匀度均符合现行卫生标准。教室普遍存在照度均匀

度低、亮度差大、光源质量低下的状况。结论广州市中小学校教室采光照明仍存在较多的『口J题，需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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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采光照明是影响学生视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多次学

生体质健康监测结果显示，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高居不

下。为了解广州市学校教室采光照明的现状，笔者于2006年

10月对广州市部分中小学开展了教室采光照明的调查，结果

’如下。

l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在广州市越秀区、荔湾区和海珠区3个城区中抽

取10所中学和10所小学，其中省一级中学6所(含示范性高

中1所)。省一级小学5所。在各校分别从不同教学楼、不同楼

层、不同朝向、不同位置抽取教室进行测量。每校抽取测量的

教室不少于6间，共测量教室126间。

1．2方法测量时间控制在9：00一ll：00，14：30—16：00。上

午和下午测量的教室数目均等。测量仪器采用ST一92型照度

【作者简介】李春会(1969一 )，女，河北丰润人，大学本科，主治医

师．主要从事学校卫生工作。

【作者单位】 广东省广州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510180。

计。对每间教室的黑板和课桌面进行照明状况的测量。在测

量黑板照度时采用6个测量点测量；在测量课桌面照度时，采

用按灯交叉布点进行测量，测量点不少于9个。

2结果

2．1 教室朝向 根据广州市的地理位置，教学建筑的朝向以

南偏东22030’或南偏西5。为宜¨1。在被调查的126间教室当

中，有100间教室的朝向大致符合这一标准。合格率为79．4％。

2．2教室自然采光情况被调查的126问教室中，自然采光

的平均照度>150 Ix的教室有99间，达标率为78．6％。采光系

数>1．5％的教室仅有4l间，达标率为32．5％(表I)。从总体

上来看．被调查的教室自然采光条件不良，主要原因是教室朝

向以及教学楼与邻近建筑之间的距离不符合学校建筑卫生学

要求。

2．3教室人工照明情况

2．3．1 课桌面的人工照明 被调查的126问教室内均安装了

6支以上40 w的日光灯；灯管悬挂高度符合标准；灯管符合纵

向排列且其长轴垂直于黑板面要求的学校有19所，合格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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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O％；教室使用控照式灯具的学校有11所，合格率为55．0％。

表1 广州市中小学126间教室自然采光情况

学校
调查 平均照度>150 lx 采光系数>1．5％

教室数 达标数 达标率／％ 达标数 达标率／％

中学 66 5l 77．3 20—j丽

桌面平均照度达到现行教室照明标准的占97．6％，桌面平

均照度>300 lx的教室有77．0％。照度均匀度>0．7的教室仅

有5间，达标率为4％，教室桌面照度均匀度最低的仅有0．2；桌

面平均照度和照度均匀度均符合现行卫生标准的仅有4问，达

标率为3．2％。见表2。提示被调查教室的照度大多数不均

匀，而且差距甚大。在同一问教室内，照度最低点与最高点之

间的差距最大达34．8倍。

表2广州市中小学126间教室课桌面照度合格情况

一学校调查教室数———≤蒙蓑里塑璺堕{耋}——1主鬃蒙型塑堕壁{著——1西亲菩型等塑室{》
中学 66 64 97．0 50 75．8 1 1．5

小学 印 59 98．3 47 7B．3 4 6．7

2．3．2教室黑板照明情况黑板平均照度>200 lx的教室仅

有48．4％，照度均匀度>0．7的教室仅有35．7％。黑板平均照

度和均匀度都符合现行卫生标准的教室仅有25间，达标率为

19．8％。黑板合格率如此之低，主要原因皂安装在黑板前的灯

具角度不好，不能充分发挥灯具的照明作用，导致投射在黑板

上的光线不均匀；个别教室的黑板前仅安装1支灯管，甚至有

个别教搴的黑板前无任何照明设备，黑板的平均照度仅有66

l】【。见表3。

表3广州市中小学126间教室黑板照度合格情况

学校 调查教室数
黑板平均照度>200 Ix 黑板平均照度>300 Ix 照度均匀度>0．7

达标数 ，达标率／％ 达标数 达标率／％ 达标数 达标，率／％
中学 66 3 1 47．0 · 1广—————西百———————西——————丽j

2．4教室现有照明设施状况调查20所学校均采用普通日

光灯作为教室照明灯具，其中有1所小学于近期进行了教室照

明无频闪化改造。但灯具缺乏维护，没有定期更换灯管，直到

灯管烧坏不能使用才更换。因此，灯管普遍老化，发光效率降

低，光源质量下降。此外，日光灯还存在频闪现象。这些都是

对学生视力具有损害作用的因素。

3讨论

教室是学生在学校进行学习和各种活动的主要场所，教室

应有良好的朝向和适宜的光照条件，这是对教室的卫生学基本

要求之一。此次调查的学校主要分布于广州市老城区内，教室

的朝向和自然采光条件存在较大的缺陷，因此，教室的人工照

明就显得十分重要。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教室中，其采

光照明存在着如下的问题：(1)教室照明均匀度低，导致教室照

明合格率严重低下。按照现行的《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

生标准(GB 7793—87)》，被调查的126问教室中，有123间教

室的课桌面平均照度>150 lx，合格率达97．6％。但是照度均

匀度>0．7的教室仅有5间，达标率仅为4％。造成教室照度均

匀度低的原因除了灯管安装支数不足，导致教室课桌面照明不

均匀之外，与教室的朝向不良、单侧采光以及日光直接照射到

学生的课桌面上有关。特别是单侧采光的教室，靠窗边的座位

照度较高，而另一侧的照度较低，从而在同一教室内形成较大

的亮度差。当视线由亮度较高的区域移到另一个亮度较低的

区域时，需要一段调整时间以适应新的亮度水平，亮度差太大

时更容易引起学生视疲劳。此外，在光线太强的环境下读书写

字，也会损害学生的视力。(2)教室黑板的平均照度和均匀度

均比较低，合格率不到20％。本次调查发现．教室照明存在另

一个严重的卫生学问题，就是黑板的照度和均匀度合格率低。

特别是黑板的平均照度普遍低于教室课桌面的平均照度，造成

学生要在散射光的照射下注视黑板，增大了学生自身视力的调

节度，令学生更容易出现视疲劳。近几年来，广州市大多数学

校的教室都采用了多媒体教学设备，从而忽视了对黑板的关

注。虽然本次调查没有使用多媒体教学设备方面的内容，但从

调查现场情况来看，多媒体设备同样存在屏幕亮度低于学习面

上的亮度，从而增加了学生调节视力的负荷。(3)光源质量较

低，也是影响学生视力的因素。在教室照明中，采用日光灯取

代白炽灯显然是一大进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光灯的弱点

也逐渐显露出来。教室灯具疏于管理，灯管老化，发光效率降

低，从而造成教室的照度衰减；由于传统的日光灯存在频闪现

象，导致学生容易产生视疲劳一】。

4建议
7

针对调查发现的问题，对教室采光照明提出如下改进建

议：(1)在进行学校硬件建设时．学校应重视教室的卫生学要

求，使教室具有良好的采光条件和合理的照明设施。(2)现行

的教室照明标准要求较低，主要是受当时我国经济条件的制

约。针对教室照度均匀度低的情况，建议将教室平均照度提高
至300 lx¨1，桌面最低照度不应低于200 lx；在自然光线较强的

教室。应安装窗帘，减低散射光以及教室内的亮度差；应重视黑

板表面的照明，建议黑板面的平均照度应达到300 lx以上，在

黑板前应安装带遮光罩的灯具照明。(3)有条件的学校应改善

照明灯具的光源质量，采用三基色荧光灯以及无频闪装置，减

低频闪效应对视力的影响。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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