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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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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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监督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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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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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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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采光；环境卫生；学生保健服务
【中图分类号】Ｇ４７８．１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０８）０５－０４６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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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对每间教室的黑板和课桌面进行照明状况的测量。在测

下。为了解广州市学校教室采光照明的现状，笔者于２００６年

用按灯交叉布点进行测量，测量点不少于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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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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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结果

’如下。

２．１

ｌ对象与方法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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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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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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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１所）。省一级小学５所。在各校分别从不同教学楼、不同楼

的平均照度＞１５０ Ｉｘ的教室有９９间，达标率为７８．６％。采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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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１．５％的教室仅有４ｌ间，达标率为３２．５％（表Ｉ）。从总体

１．２方法测量时间控制在９：００一ｌｌ：００，１４：３０—１６：０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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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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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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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教室人工照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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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方数据

被调查的１２６问教室内均安装了
课桌面的人工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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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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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
中学

广州市中小学１２６间教室自然采光情况
平均照度＞１５０ ｌｘ

调查
教室数

达标数

达标率／％

５ｌ

７７．３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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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光系数＞１．５％
达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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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标率／％

２０—ｊ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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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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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广州市中小学１２６间教室课桌面照度合格情况

中学
小学

６６

６４

９７．０

５０

７５．８

１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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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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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４８．４％，照度均匀度＞０．７的教室仅有３５．７％。黑板平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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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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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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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黑板合格率如此之低，主要原因皂安装在黑板前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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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

黑板平均照度＞２００ Ｉｘ
达标数

６６

３ １

黑板平均照度＞３００

，达标率／％
４７．０

达标数
·

Ｉｘ

照度均匀度＞０．７

达标率／％

达标数

达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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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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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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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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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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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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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学生视力具有损害作用的因素。

也逐渐显露出来。教室灯具疏于管理，灯管老化，发光效率降

３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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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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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建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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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调查发现的问题，对教室采光照明提出如下改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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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１）在进行学校硬件建设时．学校应重视教室的卫生学要

明就显得十分重要。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教室中，其采

求，使教室具有良好的采光条件和合理的照明设施。（２）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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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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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标准（ＧＢ ７７９３—８７）》，被调查的１２６问教室中，有１２３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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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的课桌面平均照度＞１５０ ｌｘ，合格率达９７．６％。但是照度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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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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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表面的照明，建议黑板面的平均照度应达到３００ ｌｘ以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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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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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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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频闪效应对视力的影响。４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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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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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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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