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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采用微生物检测技术与致病菌检测技术对教室内环境卫生状况进行检测． 分别检测
教学环境和教学设施中细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和致病菌 3 项微生物指标． 利用平板法检测空
摘

气中存在的细菌菌落; 利用棉拭采样法对教具、设施等进行大肠菌群和致病菌的检验． 根据检
测结果，了解环境动态变化趋势和教室环境污染状况，针对不同的微生物群制定合理的消毒方
9、
10 月份教室空气质量较好，平均菌落总数不超过 10． 教学设施在使用后
法和程序． 经检测，
9 月检测到的平均菌落总数要大于 10 月检测到
检测到的平均菌落总数要大于使用前的数量，
的数据． 其中课桌检测到的平均菌落总数范围值在 80 ～ 120 之间，手把检测到的平均菌落总数
范围值在 10 ～ 50 之间． 教学用具检测到的平均菌落总数范围值在 40 ～ 80 之间． 同时，大肠菌
群和沙门氏菌的检测结果呈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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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大气环境不是微生物良好的生存场所 ，因为空气中缺乏微生物生长繁殖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充足
的水分，而且日光中紫外线的照射还有杀灭和抑制微生物生长的作用 ，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特别是室
内空气中却漂浮着许许多多的微生物 ． 由于环境条件的差异非常大，微生物在空气中的分布很不均匀，
尘埃多的空气中，微生物也多． 而教室作为学生和教师的活动场所，环境卫生显得由为重要，空气质量
差，微生物数量超标等都会对人体造成较大的危害 ．
室内环境是人类生存和进行各项活动的重要场所 ． 随着社会经济和文明的不断发展 ，人类从事各类
社会活动越来越多的聚集在室内 ． 室内环境的质量健康与人类身体健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 ． 而近年来，
卫生环境的安全性也受到社会各界广泛重视的热点问题 ，特别是高校教室，使用率较高且每时段上课人
群不同，而造成室内环境污染程度和微生物滋生状况不同 ，很有必要进行环境卫生检验和微生物检验了
解实际情况，为同学和老师们提供安全的公用上课场所 ． 实验采用微生物指标对教室的环境卫生做评
估． 定时定点，分别对学生和教师的教学环境、设施等状况进行微生物指标的测定和评估 ． 通过调查上海
师范大学徐汇校区教学设施的卫生状况 ，对该校教学设施的卫生情况做出评价 ，并制定合理的教学环境
消毒程序，建立行之有效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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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实验材料和方法
实验对象
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第一教学楼 、体化楼中的各间教室 （ 包括教室内的课桌、讲台、把手、话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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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采样．
1． 2 实验时间
8 月至 10 月期间，夏季微生物容易滋生时期进行空气质量和教室设施及用具检验，并对数据进行
统计、整理．
1． 3

实验方法

星期一至星期五分别抽取两栋教学楼的各间教室 ，检验同一间教室在课前、课后的室内环境质量和
教具、教学设施微生物污染程度，得出教室位置、通风状况和卫生消毒等对教室环境和教学设施中微生
物污染程度的影响．
1． 3． 1 教室空气质量检验方法
（ 1） 空气采样． 将制作好的营养琼脂培养皿敞开 ，放置于教室室内，每间教室四角和中心都放置配
10 min 后加盖取回． 对培养皿底部编号并记录采样的时间 、地点及温度等具体情况．
有培养基的培养皿，
37℃ 恒温培养 24 h．
倒置于恒温培养箱中，
（ 2） 菌落计数． 培养 24 h 后，培养皿中长出大小、数目不等的乳白色菌落，进行细菌菌落计数，数据
整理统计，了解教室内空气质量情况和污染状况 ．
1． 3． 2 教学设施和教具微生物检验方法
（ 1） 细菌检测． 将棉签在无菌 0． 1% 蛋白胨水浸润、挤去多余水分，在被检样品表面涂擦． 一根棉签
涂擦样品 5 个地方，每涂完一个地方在蛋白胨水中洗一次 ，完成后在试管中剪断； 用另一支棉签重复一
次． 完成后快速旋转摇动试管 10 s，静置 20 min． 取采样液 1 mL 和 0． 1 mL 于平板，注入营养琼脂，于
37℃ 培养箱培养 24 h，菌落计数．
（ 2） 大肠菌群检测． 在采样液取 1 mL 于 9 mL 生理盐水中，稀释成 3 个稀释度（ 每稀释度做 3 管 ） ，
接种于乳糖胆盐试管中，于 37℃ 培养箱培养 24 h． 查 MPN 表．
（ 3） 沙门氏菌检测． 在采样液 1 mL 于 9 mL 生理盐水中，稀释成 3 个稀释度，取 0． 2 mL 浇于平板．
于 37℃ 培养箱培养 48 h，菌落计数．
1． 4

实验材料
试剂： 生理盐水； 亚硫酸铋琼脂（ BS） ； 营养肉汤； 营养琼脂； 乳糖胆盐．
仪器： 培养皿； 试管； 恒温箱； 高压灭菌锅； 电炉； 玻璃棒； 量筒； 棉签．

2

实验结果

教室空气质量检验
9 月和 10 月天气较炎热，为微生物大量繁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 因此空气中菌落总
实验结果表明，
数较高，而相比较课后的菌落总数要大于课前菌落总数 ，说明人群密集的地方，空气不易流通，容易使微

2． 1

生物迅速繁殖（ 图 1） ．
2． 2 教学设施和教具微生物检验
分别检验了教室内课桌、手把和话筒上残留的细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和沙门氏菌，结果显示大肠
3、
4．
菌群和沙门氏菌呈阴性． 细菌菌落总数对比见图 2、

3
3． 1

讨论与分析
教室空气质量的结果讨论

学生教室是人员集中的场所，教室内的空气质量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身心健康 ，在目前以致病菌作为
直接评价空气质量的指标在技术上有一定困难时 ，以细菌总数作为室内空气质量的评价指标是简捷的
10 月份的菌落总数 ＞ 9 月份的菌落总数，课后的菌落总数 ＞ 课前的菌落总数． 9、
10 月
方法． 结果显示，
份气温维持在35℃ 左右，为微生物生长、繁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 另外，上课时因教室空气不流通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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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月份教室课前、课后空气中菌落总数平均值

图2

9、
10 月份课桌课前课后菌落总数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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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月份手把课前课后菌落总数对比图

图4

9、
10 月份话筒菌落总数对比图

教室在课后空气中细菌总数增加了近一倍 ，故课后应当及时打开门窗使空气流 ．
3． 2 教学设施和教具微生物检验结果讨论
结果表明，大肠菌群和沙门氏菌呈阴性，在教师、学生经常接触的教具中没有致病菌，可以放心使

第5 期

邓怡卿，赵

173

渝： 上海师范大学教学设施卫生状况调查与研究

用． 桌面细菌菌落较多，因桌面长期暴露在空气中，还沾有唾液、粉尘和学生遗留下的食物颗粒等杂物为
微生物提供了生长的环境并迅速繁殖 ． 话筒上检验出的细菌菌落也较多，因教师使用话筒后直接归还，
并没有卫生人员对其进行消毒又借给下节课的教师 ，久而久之，话筒中残留了大量唾液，在温度适宜的
条件下为微生物提供了繁殖场所 ，这样不仅不卫生，也给上课教师的健康安全带来隐患 ．
3． 3

总结与建议

总体来说课前课后的菌落总数不超过 10，空气质量较好． 建议采取一些简便易行的办法，如在教学
楼走廊设通风窗； 教室可在课间、午休期间打开门窗，通风换气 20 ～ 30 min； 清扫教室采取湿式清扫； 以
及在传染病流行期采取必要的空气消毒等等 ． 每个星期课程结束后，可以适当喷洒消毒药水对整个教室
进行消毒．
对于教具的消毒可在清晨、午间和放学后，用干净的湿抹布擦拭桌面，及时擦去课桌上残留的各种
杂物，保持桌面的清洁整洁，同时擦拭手把，因手把是进教室前必会接触到的 ，会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交叉
污染，需要及时擦拭干净． 话筒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到老师的身心健康 ，在一天课程结束后，取下话筒上
的棉花浸在酒精中进行消毒，并用酒精棉花对整个话筒擦拭消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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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estigation of teachingfacilities'sanitation
i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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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opt a microorganism and pathogenic bacteria examination technique to carry on an examination towards the
environment and sanitation condition of the classroom． Examine the bacterial colony，coliform group and pathogenic bacteria，these
three microorganism index signs in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facilities． Use flat band method to examine the sanitation in the air；
use cotton swab sampling method to examine the coli group and pathogenic bacteria．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examination，find
out the variety trend of the dynamic state of environment and pollution of the environment condition，establish the reasonable
disinfection method and procedure aimed at different microoganismses． Through testing，we confirm that the air quality is good in
September and October． The average of total numbers of colony is less than 10． The average of total numbers of colony of the used
teaching facilities is greater than the number of before use． The average of total numbers of colony detected in September is greater
than detected in October． The range of total numbers of colony detected in desks is from 80 to 120． The range of total numbers of
colony detected in handlebars is from 10 to 50． The range of total numbers of colony detected in teaching tools is from 40 to 80．
The detection results of coli group and salmonella is negative．
Key words： teaching facilities； sanitation； bacterial colony； coliform group； pathogenic 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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