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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全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简称新冠病毒）”疫情期间，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和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密

切跟踪权威报道和行业防控动态，收集、整理了新冠病毒的生物学特点、

疫情对供排水生产的影响，以及应对疫情所采取的防控措施等有关材料，

以便于供排水从业人员全面了解和掌握有关技术成果。 

本汇编材料，从政府相关部门的防控政策与要求、新冠病毒的涉水生

物特性、疫情对供水排水系统和水环境等的影响、有关防控措施等六个方

面，解析了病毒在水循环中的来源及归宿、生物特性，分析其在市政、建

筑供排水及水环境流域中传播途径、影响因素，并依据政府的有关防控要

求，针对性地提出了供排水系统的主要风险环节和具体的操作指引，综合

展示了疫情防控期间的有关技术成果，为今后全行业提高供排水设施的防

控能力，以及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提供参考和借鉴作用。 

本汇编材料按照正规发布渠道的原文内容进行收集，未做修改，并提

供资料来源。为便于读者获取关键信息，在部分文章前提炼文章要点。本

汇编材料由刘丽君、周娅琳、卢小艳整理和编辑，汪义强、黄文章、安娜、

沈鹏飞、周篇篇等收集和提供素材，张金松、蔡倩进行了把关与审定。由

于时间匆促，难免遗漏一些重要文件和技术成果，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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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单位企事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 

来源：中国政府网 

文章要点：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国务院特制定本

指南，指导企事业单位落实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要求，做好工作场所

防控、加强员工和个人健康监测，推动企事业单位稳步有序复工复产。 

1. 加强员工健康监测 

（1） 做好员工健康管理。各单位要切实掌握员工流动情况，按照当地要求

分区分类进行健康管理，对来自疫情严重地区的人员实行居家或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对处在隔离期间和入住集体宿舍的员工，应每日进行 2 次体温检测。及

时掌握缺勤人员健康状况。 

（2） 实行健康状况报告。各单位要设立可疑症状报告电话，员工出现发

热、呼吸道症状时，要及时向本单位如实报告。要每天汇总员工健康状况，向

当地疾控部门报告，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2. 做好工作场所防控 

（1） 加强进出人员登记管理。各单位要指派专人对进出单位和宿舍的所

有通道进行严格管理。使用指纹考勤机的单位应暂时停用，改用其他方式对进

出人员进行登记。员工每次进入单位或厂区时，应在入口处检测体温，体温正

常方可进入。要尽量减少非本单位人员进入，确因工作需要的，应检测体温，

并询问来源地、工作单位、接触疫情发生地区人员等情况，符合要求方可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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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持工作场所通风换气。各单位在条件允许情况下首选自然通风，如

室温因通风有所降低，应提醒工作人员适当加衣保暖。如使用空调，应当确保

供风安全充足，所有排风直接排到室外，不使用空调时应当关闭回风通道。 

（3） 保障洗手等设施正常运行。工作场所应设置洗手设备，洗手、喷淋设

施应保持正常运行。如无洗手设备，应配备免洗消毒用品。 

（4） 做好工作和生活场所清洁消毒。工作场所、食堂、电梯、卫生间、洗

手池、通勤工具等公共区域及相关物品，应由专人负责定期消毒。电梯按钮、

门把手等频繁接触部位应适当增加消毒次数。 

（5） 减少员工聚集和集体活动。引导员工在使用通道、电梯、楼梯、吸烟

区时有序排队，保持适当间距，吸烟时不与他人交谈。减少召开会议，需要开

的会议要缩短时间、控制规模，保持会议室空气流通，提倡召开视频或电话会

议。员工集体宿舍原则上每间不超过 6 人，人均不少于 2.5 m2。根据实际情况

可采取错时上下班、弹性工作制或居家办公方式。 

（6） 加强员工集体用餐管理。适当延长食堂供餐时间，实行错峰就餐，有

条件时使用餐盒、分散用餐。要加强循环使用餐具清洁消毒，不具备消毒条件

的要使用一次性餐具。员工用餐时应避免面对面就坐，不与他人交谈。 

（7） 做好医务服务。设立医务室的单位要调配必要的药物和防护物资，配

合疾控部门规范开展隔离观察与追踪管理。未设立医务室的单位应当就近与医

疗机构建立联系，确保员工及时得到救治或医疗服务。关心关爱员工心理健康，

及时疏解心理压力。 

（8） 规范垃圾收集处理。在公共区域设置口罩专用回收箱，加强垃圾箱清

洁，定期进行消毒处理。加强垃圾分类管理，及时收集并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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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导员工个人防护 

（1） 强化防控宣传教育。采用多种形式加强复工复产后疫情防治知识科

普宣传，使员工充分了解防治知识、掌握防护要点、增强防护意识、支持配合

防控工作。 

（2） 落实个人防护要求。员工要减少不必要外出，避免去人群聚集尤其是

空气流动性差的场所。在人员密集场所应按照《不同人群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口罩选择和使用技术指引》要求，正确佩戴口罩等防护用品。养成勤洗手习

惯，打喷嚏或咳嗽时要用纸巾、手绢、衣袖等遮挡，倡导合理膳食、适量运动、

规律作息等健康生活方式。 

4. 做好异常情况处置 

（1） 明确单位防控责任。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是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要建

立单位内部疫情防控组织体系，明确疫情防控应急措施和处置流程，把防控责

任落实到部门和个人。 

（2） 设立隔离观察区域。当员工出现可疑症状时，及时到该区域进行

暂时隔离，并报告当地疾控部门，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安排员工就近就医。 

（3） 封闭相关区域并进行消毒。发现可疑症状员工后，立即隔离其工

作岗位和宿舍，并根据医学观察情况进一步封闭其所在的办公室、车间等办

公单元以及员工宿舍楼等生活场所，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同时在专业人员指

导下对其活动场所及使用物品进行消毒。配合有关方面做好密切接触者防控

措施。 

（4） 做好发现病例后的应对处置。已发现病例的单位，要实施内防扩

散、外防输出的防控策略，加强病例流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者追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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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点消毒等工作。疫情播散的单位，要实施内防蔓延、外防输出的防控策略，

根据疫情严重程度，暂时关闭工作场所，待疫情得到控制后再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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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救治设施设计导则（试行）》 

来源：住建部 国卫办规划函[2020]111 号 

文章要点：为加强对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救治设施的新建、改造工作的

指导，住建部特印发本《设计导则》，供各地结合工作实际，做好统筹规划，

精准调配医疗资源，调整现有医疗设施功能，通过院区功能调整、设施改造等

多种方式，全力保障疫情救治需要。 

1.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传染病医院建筑设计规范》（GB 50849）、《综合医院建筑设

计规范》（GB 51039）等相关规范、标准的要求，为指导各地集中收治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应急救治设施（以下简称应急救治设施）建设，制定本设计

导则。 

第二条 本导则适用于集中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医疗机构或临时

建筑的改建、扩建和新建工程项目。 

第三条 应急救治设施设计应当遵照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染链、隔离易感

人群的基本原则，满足传染病医院的医疗流程要求。 

第四条 应急救治设施建设应当结合当地和项目单位实际情况，充分利用

现有资源，因地制宜选用快速有效的建设方案。严控院内交叉感染，严防环境

污染，确保医疗机构安全、高效运行，做到生物安全、环境安全、结构安全、

消防安全、质量可靠和经济合理。为医务人员提供安全可靠的工作环境，为患

者提供安全便捷的就医环境。 

2. 选址和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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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新建工程项目的选址宜位于地质条件良好、市政配套设施齐备、

交通便利地段，并远离人口密集区域。改建、扩建工程项目选址应当位于院内

相对独立、能设置独立出入口的区域。拟改造建筑应当基本满足传染病医疗流

程，满足机电改造基本要求。在单独建筑物内局部改造应急收治区时，应当设

置在建筑内便于隔离且有独立出入口区域，并应当满足《医院负压隔离病房环

境控制要求》（GB/T 35428）规定。 

第六条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疗特性，应急救治设施应当严格按照

传染病医院的流程进行布局。严格实施医患分区，结合卫生安全等级分为清洁

区、隔离区（半污染区和污染区），相邻区域之间应当设置相应的卫生通过或

缓冲间。建筑设施布局应当与组织气流有效结合，严格控制空气按不同压力梯

度由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单向流动。 

第七条 严格规划医务人员与患者的交通流线，清洁物流和污染物流分设

专用路线，严防交叉感染。 

第八条 应急救治设施应当结合实际需要设置负压病房和负压隔离病房。

病房与医护走廊之间的物品传递应当采用双门密闭联动传递窗。 

第九条 病人转运路线宜考虑无障碍通行转运病人。 

第十条 鼓励优先采用装配式建造方式。新建工程项目宜采用整体式、模

块化结构，特殊功能区域和连接部位可采用成品轻质板材，现场组接。 

第十一条 应当选用耐擦洗、防腐蚀、防渗漏、便于清洁维护的建筑材料。 

第十二条 机电专业设施设备的安装位置和布线应当与建筑功能及结构布

置相匹配，利于快速安装，保证医疗使用效果。机电管道穿越房间墙处应当采

取密封措施。 

3.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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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应当根据建筑形式、使用时限、使用要求等具体情况确定结构

可靠性目标及抗震设防标准。 

第十四条 结构形式选择应当因地制宜，方便快速加工、运输、安装，优

先考虑轻型钢结构等装配式建筑，轻质结构应当充分考虑抗风措施，构件连接

安全可靠。 

第十五条 结构主体应当防渗、防漏及密闭。采用轻质房屋时，荷载较大

的设备应当在首层布置。 

4. 给水排水 

第十六条 既有建筑改造时，其给水排水、污水处理应当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与工业给水排水系统安全评价标准》（GB 51188）进行安全评估，并根据

安全评估结果进行改造。 

第十七条 生活给水泵房和集中生活热水机房应当设置在清洁区，严禁设

置在隔离区。 

第十八条 给水系统宜采用断流水箱供水，并应当符合下列规定：1.供水

系统宜采用断流水箱加水泵的给水方式；2.当改造项目采用断流水箱供水确有

困难时，应当分析供水系统产生回流污染的可能性，当产生回流污染的风险较

低时，既有供水系统应当增设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当风险较高时，应当采用断

流水箱供水。 

第十九条 生活热水系统宜采用集中供应系统，南方地区宜采用空气源热

泵；当采用单元式电热水器时，水温宜稳定且便于调节。 

第二十条 排水系统应当采取防止水封破坏的措施。 

第二十一条 污染区空调的冷凝水应当集中收集，采用间接排水的方式进

入医院污水排水系统，并排到污水处理站统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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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室外污水排水系统采用室内管道连接的方式，并应当设置通

气管和清扫口。 

第二十三条 排水管道应当进行严格的闭水试验，采取防止排水管道内的

污水外渗和泄漏的技术措施。 

第二十四条 当改建、扩建项目污水处理无法满足《传染病 医院建筑设计

规范》（GB 50849）规定的二级生化处理时，应当采用强化消毒处理工艺，并

符合下列规定：（1）污水处理应当采用预消毒工艺，并应当设置在化粪池前；

（2）污水处理从预消毒工艺至消毒工艺的全流程水力停留时间不应小于 2 d；

（3）消毒剂的投加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但 pH 值不应大于 6.5。 

第二十五条 污水处理应当采用密闭系统，尾气应当进行消毒处理。 

5. 采暖通风及空调 

第二十六条 应急救治设施应当设置机械通风系统。机械送、排风系统应

当按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分区设置独立系统。空气压力应当从清洁区、

半污染区、污染区依次降低。 

第二十七条 送排风口应当设置相应级别的过滤器，确保生物安全。 

第二十八条 送、排风系统的各级空气过滤器应当设压差检测、报警装置。 

第二十九条 隔离区的排风机应当设在排风管路末端，排风统的排出口不

应临近人员活动区，排气宜高空排放，排风系统的排出口、污水通气管与送风

系统取风口不宜设置在建筑同一侧，并应当保持安全距离。 

第三十条 新风的加热或冷却宜采用独立直膨式风冷热泵机组，并根据室

温控制调节送风温度；根据地区气候条件确定是否设辅助电加热装置。 

第三十一条 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及围护结构情况，当应急救治设施污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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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安装分体冷暖空调机，分体空调机的送风应当尽量减小对室内气流方向的影

响，分体空调机电源应当集中管理，根据室温需求统一管控；清洁区、半污染

区宜设置分体冷 暖空调机，CT 等散热量较大的医技机房应当设置空调。严

寒、寒冷地区冬季可设置电暖器供暖。 

第三十二条 污染区空调的冷凝水应集中收集，随各区废、污水集中处理

后排放。 

第三十三条 负压隔离病房（包括 ICU）设计应当符合下列规定：（1）采

用全新风直流式空调系统。（2）送风应当经过粗效、中效、亚高效过滤器三级

处理；排风应当经过高效过滤器过滤处理后排放。（3）排风的高效空气过滤器

应当安装在房间排风口部。（4）送风口应当设在医护人员常规站位的顶棚处，

排风口应当设在与送风口相对的床头下侧。（5）病房与其相邻、相通的缓冲间、

走廊压差应当保持不小于 5 Pa 的负压差。门口宜安装压差显示装置。（6）可

根据需要设置房间加湿器，保证房间湿度。 

第三十四条 应急救治设施的手术室应当按直流负压手术室设计，并符合

国家现行标准《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GB 50333）的有关规定。 

6. 电气及智能化 

第三十五条 应急救治设施非生活区应当为一级负荷中的特别重要负荷。

新建项目应当由城市电网提供至少两路电源，并设置柴油发电机组。有条件的

改造项目可由院区变电所（配电室、电气竖井）提供不同的低压母线（配电箱）

引两路电源 供电，其中一路应为应急电源。对于恢复供电时间要求 0.5 s 以下

的设备还应设置不间断电源装置。 

第三十六条 通风系统电源、空调系统电源应当独立。 

第三十七条 配电箱、配电主干路由等不应设置隔离区。 



部委指导性文件 

- 11 - 

 

第三十八条 病房、缓冲间、卫生间、走廊及其他需要灭菌消毒的场所设

置紫外线消毒灯插座。 

第三十九条 宜根据医疗流程设置出入口控制系统，对负压病房的医患通

道、污染与洁净区域进行医疗流线的管理。当出现紧急情况时，门禁在紧急情

况时应当解除。 

第四十条 相关设施应当设置远程会诊系统、视频会议系统等信息化应用

系统。 

第四十一条 负压病房应当设置医护对讲系统，负压隔离病房及重症监护

室应当设置视频监护系统。 

第四十二条 新建项目可优先选用预装式变电站、箱式发电机组、应急集

装箱式数据机房、一体化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等成套设备。 

7. 医用气体 

第四十三条 应急医疗设施应设置医用氧气、医疗空气、医 用真空气体供

应。医用气体系统每床位应按 ICU 供应量考虑且同时使用系数取为 100%，所

有管路应能满足峰值流量供应需求。 

第四十四条 医用真空站房应位于隔离区内，医疗空气、医用氧气和其他

医用气体站房应设在非隔离区。改造项目除医用真空站外可以共用医院现有气

源。 

第四十五条 医用空气压缩机进气口应设于室外，不应受医用真空泵排气

和其他医疗污染、环境污染源的影响。 

第四十六条 医用真空系统应保持站内密闭，真空泵排放气体须有消毒或

隔离措施。排气口不应位于医疗空气进气口的上 风口附近，应远离空调通风

系统进风口且不低于地面 5 m，排出的气体不应能被转移至其它人员工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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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区域。 

8. 运行维护 

第四十七条 运行维护应当符合下列规定：（1）各区域排风机与送风机应

当连锁，清洁区应当先启动送风机，再启动排风机；隔离区应当先启动排风机，

再启动送风机；各区之间风机启动顺序为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2）管

理人员应当关注风机故障报警信号，确保风机正常运行；（3）管理人员应当关

注送风、排风系统的各级空气过滤器的压差报警，及时更换堵塞的空气过滤器；

（4）排风高效空气过滤器更换操作人员应当做好自我防护，拆除的排风高效过

滤器应当由专业人员进行原位消毒后，装入安全容器内进行消毒灭菌，并随医

疗废弃物一起处理。 

第四十八条 固体医疗废弃物需用专门容器装载密封，由专人收集送至医

疗垃圾暂存站，并转运至外部专门处置场所集中处理。医疗垃圾应当采用环氧

乙烷消毒灭菌后再行焚烧。 

第四十九条 负压吸引产生的医疗废弃物应当按国家《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的要求统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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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污染的医疗污水应急处理技术方案》 

（试行） 

来源：生态环境部 

文章要点：该《技术方案》明确规定了如何有效接收管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患者或疑似患者诊疗的定点医疗机构（医院、卫生院等）、相关临时隔离

场所以及研究机构等产生的污水，并强化杀菌消毒，确保出水粪大肠菌群数等

各项指标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相关要求。 

1. 前言 

为了有效应对目前我国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

情）患者及治疗过程产生污水对环境的污染，规范医疗污水应急处理、杀菌消

毒要求，保护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特制定本方案。 

本方案适用于接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以下简称肺炎患者）或

疑似患者诊疗的定点医疗机构（医院、卫生院等）、相关临时隔离场所以及研

究机构等产生污水的处理。疫情期间，以上机构产生的污水应作为传染病医疗

机构污水进行管控，强化杀菌消毒，确保出水粪大肠菌群数等各项指标达到《医

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相关要求。地方有更严格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的，从其规定。 

2.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 37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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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 号） 

（5）《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 

（6）《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 

（7）《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9-2013） 

（8）《医院污水处理技术指南》（环发〔2003〕197 号） 

（9）《“SARS”病毒污染的污水应急处理技术方案》（环明传〔2003〕3 号） 

（11）《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2006） 

（12）《氯气安全规程》（GB 11984-2008） 

（13）《疫源地消毒总则》（GB 19193-2015） 

3. 总体要求 

3.1 加强分类管理，严防污染扩散 

接收肺炎患者或疑似患者诊疗的定点医疗机构（医院、卫生院等）以及相

关单位产生的污水应加强杀菌消毒。对于已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的，应强化工艺

控制和运行管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达标排放；对于未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的，

应参照《医院污水处理技术指南》《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等，因地制

宜建设临时性污水处理罐（箱），禁止污水直接排放或处理未达标排放。不得

将固体传染性废物、各种化学废液弃置和倾倒排入下水道。 

3.2 强化消毒灭菌，控制病毒扩散 

对于产生的污水最有效的消毒方法是投加消毒剂。目前消毒剂主要以强氧

化剂为主，这些消毒剂的来源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化学药剂，另一类是产

生消毒剂的设备。应根据不同情形选择适用的消毒剂种类和消毒方式，保证达

到消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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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采用化学药剂的消毒处理应急方案 

4.1 常用药剂 

医院污水消毒常采用含氯消毒剂（如次氯酸钠、漂白粉、漂白精、液氯等）

消毒、过氧化物类消毒剂消毒（如过氧乙酸等）、臭氧消毒等措施。 

4.2 药剂配制 

所有化学药剂的配制均要求用塑料容器和塑料工具。 

4.3 投药技术 

采用含氯消毒剂消毒应遵守《室外排水设计规范》要求。投放液氯用真空

加氯机，并将投氯管出口淹没在污水中，且应遵守《氯气安全规程》要求；二

氧化氯用二氧化氯发生器；次氯酸钠用发生器或液体药剂；臭氧用臭氧发生器。

加药设备至少为 2 套，1 用 1 备。没有条件时，也可以在污水入口处直接投加。

各医院污水处理可根据实际情况优化消毒剂的投加点或投加量。 

采用含氯消毒剂消毒且医院污水排至地表水体时，应采取脱氯措施。采用

臭氧消毒时，在工艺末端必须设置尾气处理装置，反应后排出的臭氧尾气必须

经过分解破坏，达到排放标准。 

5. 采用专用设备的消毒处理应急方案 

5.1 污水量测算 

国内市场上可提供的成套消毒剂制备设备主要是二氧化氯发生器和

臭氧发生器，这些设备基本可以采用自动化操作方式，设备选型根据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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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水量而定。污水量的计算方法包括按用水量计算法、按日均污水量和

变化系数计算法等，计算公式和参数选择参照《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

范》执行。 

5.2 消毒剂投加量 

（1） 消毒剂消毒 

接收肺炎患者或疑似患者诊疗的定点医疗机构（医院、卫生院等）以及相

关单位，采用液氯、二氧化氯、氯酸钠、漂白粉或漂白精消毒时，参考有效氯

投加量为 50 mg/L。消毒接触池的接触时间≥1.5 h，余氯量大于 6.5 mg/L（以游

离氯计），粪大肠菌群数<100 个/L。若因现有氯化消毒设施能力限制难以达到

前述接触时间要求，接触时间为 1.0 h 的，余氯大于 10 mg/L（以游离氯计），

参考有效氯投加量为 80 mg/L，粪大肠菌群数<100 个/L；若接触时间不足

1.0 h 的，投氯量与余氯还需适当加大。 

（2） 臭氧消毒 

采用臭氧消毒，污水悬浮物浓度应小于 20 mg/L，接触时间大于 0.5 h，投

加量大于 50 mg/L，大肠菌群去除率不小于 99.99%，粪大肠菌群数<100 个/L。 

（3） 肺炎患者排泄物及污物消毒方法 

应按照《疫源地消毒总则》相关要求消毒。 

6. 污泥处理处置要求 

（1） 污泥在贮泥池中进行消毒，贮泥池有效容积应不小于处理系统 24 h

产泥量，且不宜小于 1 m3。贮泥池内需采取搅拌措施，以利于污泥加药消毒。 

（2） 应尽量避免进行与人体暴露的污泥脱水处理，尽可能采用离心脱水

装置。 

（3） 医院污泥应按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要求，由具有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资

质的单位进行集中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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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污泥清掏前应按照《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表 4 的规定进行

监测。 

7. 其他要求 

（1） 污水应急处理的其他技术要点，可参照《医院污水处理技术指南》《医

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相关要求。 

（2） 严格按照《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规定，对相关处理设施排

出口和单位污水外排口开展水质监测和评价。 

（3） 以疫情暴发期集中收治区为重点，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的消毒

工作，结合实际采取投加消毒剂或臭氧、紫外线消毒等措施，确保出水粪大肠

菌群数指标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对剩余污泥采取必

要的消毒措施，防止病毒扩散。 

（4） 污水应急处理中要加强污水处理站废气、污泥排放的控制和管理，防

止病原体在不同介质中转移。 

（5） 位于室内的污水处理工程必须设有强制通风设备，并为工作人员配

备工作服、手套、面罩、护目镜、防毒面具以及急救用品。 

（6） 地方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和医疗污水处理单位可参考本方案及相关标

准规范，因地制宜确定疫情期间医疗污水应急处理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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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余氯监测指南》 

来源：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转载：中国给水排水公众号 

文章要点：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有效应对目前我国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保护生态环境，

保障人体健康，规范水中余氯现场测定方法，特制定本指南。指南规定了集中

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和医疗污水中余氯的现场监测方法，评价方法和监测人

员安全防护要求。 

1.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 376 号） 

（4）《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 12014）119 号） 

（5）《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接放标准》（GB 18466-2005） 

（6）《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 

（7）《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20292013） 

（8）《医院污水处理技术指南》（环发（2003）197 号） 

（9）《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8192017） 

2. 总体要求 

地方各级生态环境监测部门和医疗污水处理单位开展余氯监测时可参考

本意见及相关标准规范，并结合地方管理有关规定确定疫情期间余氯现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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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要求。 

2.1 自行监测 

实行重点管理和简化管理的医院均需开展自行监测，登记管理的不要求开

展自行监测，地方或者环境管理另有要求的也要监测。 

2.2 执法监测 

针对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和医院、卫生院等产生的医疗污水应加强

监督监测；对于未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的，应参照《医院污水处理技术指南》《医

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等，因地制宜建设临时性污水处理罐（箱），加强

监督测，禁止污水直接排放或处理未达标排放。 

2.3 现场监测安全防护 

在进入相关区域开展现场监测时，尽量选择现场监测方法，相关防护要

求须按照被监测单位或区域的防护要求配备并使用防护用品，必要时与卫

生健康、城镇排水等部门协调配合，共同开展现场监测。个人防护用品未

配备齐全或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和皮肤破损等情况时，不得开展现场监测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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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场监测要求 

3.1 监测要求 

实行重点管理和简化管理的医院，均需开展自行监测；登记管理的不要求

开展自行监测，地方或者环境管理另有要求的也要监测。应当在现场快速检测，

禁止带回实验室检测。 

（1） 采样点位：医疗污水直接或通过下水道排入地表水体的，且采用含氯

消毒剂消毒工艺的医疗机构，需按要求在接触池出口监测总余氯。 

（2） 监测方法：试纸法、电化学法、N, N 二乙基对苯二胺（DPD）分光

光度法。 

（3） 评价方法：参照《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005）表

1：6.5～10 mg/L。 

（4） 监测频次要求：采用直接排放方式的监测频次为每 12 小时一次。 

（5） 手工监测信息记录要求：监测日期、时间、污染物排放口和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监测仪器及型号、采样方法、监测结果等。 

（6） 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按照 H819 要求，排污单位应根据自行监

测方案及开展情况，建立自行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体系。 

（7） 自行监测信息公开要求：排污单位应按照 HJ819 要求进行自行监测

信息公开。 

注：根据 2019 年《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床位 500 张及以

上的（不含专科医院 8415 中的精神病、康复和运动康复医院以及疗养院 8416）

医院为重点管理；床位 100 张及以上的专科医院 8415（精神病、康复和运动

康复医院）以及疗养院 8416，床位 100 张及以上 500 张以下的综合医院 8411、

8412、中西医结合医院 8413、民族医院 8414、专科医院 8415（不含精神病、

康复和运动康复医院）为简化管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8431，床位 100 张以

下的综合医院 8411、中医医院 8412、中西医结合医院 8413、民族医院 8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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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医院 8415、疗养院 8416 为登记管理。 

3.2 防护要求 

疫情期间，医疗污水现场监测等时应提高警惕，个人防护应达到卫生健康

部门规定的加强防护要求。具体防护要求如下： 

（1） 需要佩戴一次性工作帽、一次性防护服、一次性乳胶手套、医用防护

口（N95/KN95）、封闭式防雾型防护眼镜（若有条件可佩戴全面型呼吸防护器

或正压式头套，则无需佩戴护医用防护口罩和防护眼镜），必要时穿一次性鞋

套，准备 75%酒精或消毒湿巾、密封塑料袋等防护物资。现场监测时，应当全

程佩戴全套个人防护用品，进入现场人员应相互检查，确认防护到位。医用防

护口罩、全面型呼吸防护器、正压式头套出现脏污变形、损坏、有异味时需及

时更换；余氯水样应当在现场快速监测，禁止带回实验室检测；水样监测后应

当及时在现场用 75%酒精对仪器设备进行擦拭消毒，仪器设备在返回单位入

库前须再次用 75%酒精进行擦拭消毒。 

（2） 现场监测后，应当使用 75%酒精或消毒湿巾对个人防护用品进行擦

拭，避免长时间在外逗留；废弃的试纸条或试验耗材、防护用品等应当收集并

用密封塑料袋收集，喷酒 75%酒精消毒后封装；监测人员离开污染区域后，应

立即取下一次性防护用品放入塑料袋内，喷洒 75%酒精消毒后封装。所有封装

后的废弃物均投放至就近的医疗废物专用收集装置内，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理。

防护眼镜、全面型呼吸防护器和正压式头套等防护用品应用 75%酒精或 1 000 

mg/L 含氯消毒剂浸泡消毒 30 min 后，进行清水冲洗晾干后方可进行二次使

用；监测人员应立即用消毒洗手液或肥皂在流水下洗手，并及时全面洗澡。 

4. 一般环境水质现场监测（饮用水源地等） 

4.1 监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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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选取现场快速监测方法。做好监测点位的信息确认和形势研判，了解

监测点位所在水体上下游排放情况，加强与地方生态环境部门或其他相关部门

沟通联系，确保监测人员健康。 

（1） 监测方法：电化学法、N, N-二乙基对苯二胺（DPD）分光光度法。 

（2） 评价方法：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源地余氯浓度一般应小于 0.03 mg/L；

余氯浓度大于 0.5 mg/L，应及时向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报告，进一步分析原因

（注：N, N-二乙基对苯二胺（DPD）分光光度法测定水中余氯的方法检出限为

0.03 mg/L，《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对总余氯限值要求为 0.5 

mg/L） 

4.2 防护要求 

疫情期间，一般环境水质现场监测时应达到卫生健康部门规定的基本防护

要求。具体防护要求如下： 

（1） 需要佩戴符合标准的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乳胶手套，准备 75%酒

精的消毒液或消毒湿巾、密封塑料袋等防护物资，在对城市污水处理厂下游地

表水断面开展监测等存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情况下应佩戴防护眼镜。防护用品和

物资应准备充足，建议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乳胶手套和防护眼镜等个人防护

用品按照每人份随车携带备用，以便需要时可及时更换。 

（2） 现场监测出发前，应当对釆样和监测的仪器设备及车辆做好性能检

验和消毒防范工作，并检查复核个人防护用品、防护物资的性能和数量，避免

出现破损、失效或短缺。 

（3） 现场监测时，应当全程佩戴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乳胶手套和防护眼

镜，医用外科口罩连续佩戴 4 h 应更换，如已污染或潮湿后应立即更换；余氯

水样建议在现场快速监测；监测后应当在现场对仪器设备用 75%酒精进行擦

拭消毒，仪器设备在返回单位入库前须再次使用 75%酒精进行擦拭消毒。 

（4） 现场监测后，应当使用 75%酒精或消毒湿巾对个人防护用品进行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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拭及时返回单位，避免长时间在外逗留；废弃的试验耗材和防护用品等应当收

集并用密封塑料袋封装，带回单位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理；回到单位后，应取下

医用外科口罩和一次性乳胶手套放入塑料袋内，喷洒 75%酒精消毒后将塑料

袋密封，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理；防护眼镜应用 75%酒精或 1 000 mg/L 含氯消

毒剂浸泡消毒 30 min 后，进行清水冲洗晾干后方可进行二次使用；监测人员

应立即用消毒洗手液或肥皂在流水下洗手。 

5. 重点敏感区域水质现场监测（医疗污水等） 

5.1 监测要求 

应当在现场快速检测，禁止带回实验室检测。 

（1） 采样点位：消毒池后的清水池（即废水排放或纳管前的位置）； 

（2） 监测方法：试纸法、电化学法、N, N-二乙基对苯二胺（DPD）分光

光度法； 

（3） 评价方法：参照 GB 18466-2005《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表 1：

65～10 mg/L。 

5.2 防护要求 

疫情期间，重点敏感区域水质现场监测（医疗污水等）时应提高警惕，尽

可能在当地卫生疾控部门或医院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开展采样和监测工作。个人

防护应达到卫生健康部门规定的加强防护要求。具体防护要求如下： 

（1） 需要佩戴一次性工作帽、一次性防护服、一次性乳胶手套、医用防护

口罩（N95/KN95）、封闭式防雾型防护眼镜（若有条件可佩戴全面型呼吸防护

器或正压式头套，则无需佩戴护医用防护口罩和防护眼镜），必要时穿一次性

鞋套；准备 75%酒精或消毒湿巾、密封塑料袋等防护物资：防护用品和物资应

准备充足，建议个人防护用品每人份随车携带备用，以便需要时可及时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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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场监测出发前，应当对采样和监测的仪器设备和车辆做好性能检

验和消毒防范工作，并检查复核个人防护用品、防护物资的性能和数量，避免

出现破损、失效或短缺，尤其是全套个人防护用品的完整性、严密性，有破损

者严禁使用并及时更换。 

（3） 现场监测时，应当全程佩戴全套个人防护用品，进入现场人员应相互

检查，确认防护到位。医用防护口罩、全面型呼吸防护器、正压式头套出现脏

污变形、损坏、有异味时需及时更换；余氢水样应当在现场快速监测，禁止带

回实验室检测；水样监测后应当及时在现场用 75%酒精对仪器设备进行擦拭

消毒，仪器设备在返回单位入库前须再次用 75%酒精进行擦拭消毒。 

（4） 现场监测后，应当使用 75%酒精或消毒湿巾对个人防护用品进行擦

拭，并及时返回单位，避免长时间在外逗留；废弃的试纸条或试验耗材、防护

用品等应当收集并用密封塑料袋收集，喷酒 75%酒精消毒后封装；监测人员离

开污染区域后，应立即取下一次性防护用品放入塑料袋内，喷洒 75%酒精消毒

后封装。所有封装后的废弃物均投放至就近的医疗废物专用收集装置内，进行

集中无害化处理。防护眼镜、全面型呼吸防护器和正压式头套等防护用品应用

75%酒精或 1 000 mg/L 含氯消毒剂浸泡消毒 30 min 后，进行清水冲洗晾干后

方可进行二次使用；监测人员应立即用消毒洗手液或肥皂在流水下洗手，并及

时全面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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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发布 

来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文章要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写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

指南》已出版发行。此书聚焦公众个人与家庭防护、居家医学观察、理性就医、

心理疏导等防治细节，通过问答形式解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有关问题疑

惑，引导公众正确认识，积极做到防治结合、科学防护、消除恐慌、理性应对。

此书包括图书、电子书、网络版读物等多种形式，第一批图书已紧急送往武汉

抗击疫情第一线，电子书、网络版读物在学习强国、健康中国、人卫健康、掌

阅等多个网络平台、微信公众号公益传播，并为全国各地提供可印制的 PDF 版

本。 

 

全文下载：http://news.southcn.com/china/content/2020-01/30/content_1901720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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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收集管网系统疫情 

防控工作指引》（试行） 

来源：广东省市政行业协会 

文章要点：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本指引（试行）明确污水处理

厂、污水管网收集系统、污水泵站的防控目标和重点防控位置，并制定污水处

理厂、污水收集管网系统、污水泵站办公区域的防控措施，以及防疫防护用品

及物资使用规范。 

1. 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收集管网系统疫情防控特征及防控目标 

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全力做好城镇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收

集管网疫情防控工作，保持城镇生活污水厂及污水收集管网的正常运营，特制

定本指引（试行）。 

1.1 防控特征 

城镇污水处理厂和生活污水收集管网系统作为城市重要的市政公用基础

设施，承担着接收和处理生活污水的重任，在消减污染和净化环境方面发挥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新型冠状病毒存在粪口传播的风险，进入污水收集管网

系统和污水处理厂的生活污水中可能有新型冠状病毒，存在污水接触、污泥接

触、气溶胶吸入等方面的防控风险，在人员没有保护措施或者保护措施不到位

的情况下，可能造成感染。 

1.2 防控目标 



地方指导性文件 

- 28 - 

 

针对当前严峻的疫情，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网收集系统、污水泵站的防控

目标为： 

保障在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网收集系统、污水泵站工作的全体员工不

受病毒感染； 

避免病毒通过污水管网外溢传播； 

避免病毒通过污水处理厂扩散传播； 

避免病毒通过污水泵站扩散传播； 

保证污水处理厂、污水收集管网、污水泵站等排水设施正常运行。 

2. 成立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工作组 

鉴于目前疫情依然严峻，各污水处理厂、污水收集管网和污水泵站运营养

护单位应成立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工作组，防控工作组成员分别由污水处理厂、

污水收集管网和污水泵站运营养护单位的领导、各部门负责人组成，其主要职

责有： 

制定疫期防控安全生产规程或工作指南； 

指导、监督和宣传厂区、管网和泵站的疫情防控工作； 

实行人员健康和安全生产“日报告”制度，建立污水处理厂、污水收

集管网和污水泵站运营养护单位人员微信联络群，厂区、管网和泵站

工作人员每日在微信联络群报告身体健康状况。 

3. 重点防控位置 

预处理固体废弃物堆放点、生化系统污水外露面、污泥处理系统、污水收

集管网系统、污水泵站、臭气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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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控措施 

4.1 污水处理厂防控措施 

（1）进出水消毒及再生水使用 

确保出水消毒设备完好及备用数量，出水粪大肠菌群稳定达到城镇污水处

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在保证紫外线消毒的基础上,建议出水消毒系统辅助配

以次氯酸钠或液氯消毒，确保出水达标，投药后同时应密切关注对水生环境的

影响。疫期应暂停再生水使用。 

（2）化验检测 

进水水质检测：以进水在线自动检测仪为主,密切关注在线进水水质数

据，如有异常，及时比对仪表并进行化验室化验检测。由于疫期城市

公共场所和居家大量使用消毒药剂，各污水处理厂需密切监控消毒剂

使用情况是否会对污水处理厂生化系统造成影响。 

污泥浓度检测：减少生化池污泥浓度的化验检测频次，密切关注在线

污泥浓度，如有异常，及时比对仪表并化验检测。 

出水水质检测：以出水在线自动检测仪为主,各单位视情况减少人工取

样化验频率，同时密切关注在线出水水质数据，确保出水达标排放。 

污泥指标检测：适当减少污泥含水率的检测频率。 

（3）生产巡检 

视生产运行情况适当减少现场巡检频率或每班现场巡检一次，出现异常

时，应及时处理。 

污水处理厂要完善臭气处理系统，确保产生的臭气经抽吸及多级处理后高

空排放；采用现场制备消毒剂的房间应做好连续通风，防止爆炸和泄露风险事

故的发生；应密切关注生化单元进水的消毒剂浓度变化情况，制定相关应对预

案，如有异常，可考虑延长污泥龄，增加污泥浓度，储备活性污泥；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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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活性炭投加和强化加药除磷等措施稳定污水处理厂运行和出水达标；对于

污泥处理单元，可以通过投加石灰提高固化和处理处置效果。 

（4）生产区域消毒 

生产区域内所有可能接触污水、污泥的生产区域，清扫完毕后，须使

用有效氯浓度为 1 000～2 000mg/L 的含氯消毒剂溶液进行喷洒消毒，

每日上下午至少各消毒一次，保证生产区域环境卫生。 

生产区更衣室须使用有效氯 1 000～2 000 mg/L 的含氯消毒剂溶液进

行消毒，每日 8:00 前消毒一次。 

（5）生产人员作业防护 

尽量避免直接接触工艺系统中的生活污水，如工作需要，须佩戴一次

性手套、口罩后方可进行相关操作，手套须便于作业，必要时可戴两

层（手套及口罩的正确使用方法见下文）； 

污泥脱水过程中，为避免污水飞溅接触人体，需要佩戴面罩或护目镜，

加强个人防护工作（护目镜及防护面罩的正确使用方法见下文）； 

厂区工艺及设备巡检过程中，需要全程佩戴口罩、一次性手套、面罩

等防护用具； 

工作中不要用手触摸脸部，巡检完毕或者一定时间段内的工作完毕后，

需立即洗手，加强个人卫生工作； 

由于污水厂需要经常记录数据，相关工作人员要定期对使用的笔及相

关文具消毒，或者自备文具，防止交叉感染； 

室内的污水处理场所应该保持通风。 

4.2 污水收集管网系统防控措施 

（1）加强管网巡查和排水宣传教育 

污水不冒溢是污水管道运维管理的最基本要求，在当今特殊时期更要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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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管不冒溢，特别是做到居住小区、医院等重点防控区域的污水管不冒溢就

显得特别重要，这对响应政府防控要求，稳定市民人心更有特别的意义。疫期

管网运维养护单位应加强管网巡视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异常情况，避免出现

污水冒溢的情况。 

除了物业、排水管道运维单位要加强巡视检查，亦要加强排水宣传教育，

号召居民从自身做起，切勿把口罩、卫生巾、塑料袋等易导致排水道堵塞的物

品扔到马桶内，保障污水管网畅通，污水可以快速地输送到污水处理厂进行有

效处理。 

（2）暂停污水管网系统常规外业施工作业 

由于排水管道清疏修复作业人员在室外作业，较易接触到居民直接排放的

生活污水和已感染人群，存在较大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风险，因此疫期除应急

抢险的管网施工作业外，应暂停常规管道清疏、管道修复、化粪池/检查井清

掏等长期接触污水和公共场所的外业作业工作，避免作业人员感染新型冠状

病毒。 

要做好应急防控预案，对发生严重冒溢、确需进行应急排水设施清疏的，

在做好必要的防控措施前提下，及时安排应急抢修队伍进行维护和清疏。排水

管渠各类作业应以机械、水力为主，非特殊情况下不再组织下井作业，必须下

井作业的须由各单位主要领导批准后方可实施。 

为避免污水飞溅接触人体，需要佩戴手套、面罩或护目镜和防护服，加强

个人防护工作；对于清理出来的固体废物必须及时用密闭运输车辆运送到合乎

相关规定的场所予以最终处置。 

（3）加强对雨水收集口监督管理 

各地一定要加强排水许可和排污许可监督管理，严厉打击向雨水收集口排

放、倾倒污水的行为，借打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狙击战的契机，彻底摒弃和管

住向雨水收集口排放、倾倒污水的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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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管网养护人员防护和培训教育 

疫情期间，对于坚守岗位的排水设施运行维护人员，相关单位一定要竭尽

全力给全体运行维护人员提供必要的防护用品，加强对他们正确使用防护用品

的培训和教育（管网巡查作业人员防护要求可参考 4.1.5 污水厂生产作业人员

防护要求），下井作业须穿戴全身式防护服（如 C 级少量喷溅型防化服）、佩戴

隔绝式呼吸防护用品（长管或正压）、乳胶手套等防护装备。作业完成后，人

员及佩戴装备须进行严格消毒，应先对冲洗车、吸污车、其他工程车辆、提泥

桶、乳胶手套、护目镜、防护服、隔绝式呼吸防护用品等接触过污水与污泥的

工具或设备冲洗一次，现场再用有效氯为 1 000～2 000 mg/L 的含氯消毒剂溶

液喷洒消毒；作业人员现场使用含有酒精的免洗洗手液或酒精棉进行手部消

毒。有条件的单位要设置固定的员工和设备消毒场所。 

4.3 污水泵站防控措施 

（1）生产巡检 

污水泵站是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收集管网系统中的重要环节，泵站

工作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容易与污水、臭气等接触，同时泵站除臭系统排气、高

水位运行以及栅渣及栅渣废液的外运等均存在病原微生物散播的风险。 

污水泵站视生产运行情况适当减少现场巡检频率或每班现场巡检一次，出

现异常时，应及时处理。污水泵站应完善臭气处理系统，确保产生的臭气经抽

吸及多级处理后高空排放。 

（2）生产区域消毒 

在泵站内所有可能接触污水、栅渣及栅渣废液的生产区域场所，清扫

完毕后，须使用有效氯浓度为 1 000～2 000 mg/L 的含氯消毒剂溶液对

墙面、地面、设备装置、垃圾桶（区）以及周围环境进行喷洒消毒，

每日上下午至少各消毒一次，保证生产区域环境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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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衣室须使用有效氯 1 000～2 000 mg/L 的含氯消毒剂溶液进行消毒，

每日 8:00 前消毒一次。 

（3）生产人员作业防护 

尽量避免直接接触泵站内的生活污水、栅渣及栅渣废液，如工作需要接触

时，须佩戴一次性手套、口罩后方可进行相关操作，手套须便于作业，必要时

可戴两层（手套及口罩的正确使用方法见下文）；为避免污水飞溅接触人体，

需要佩戴面罩或护目镜，加强个人防护工作（护目镜及防护面罩的正确使用方

法见下文）；泵站工艺及设备巡检过程中，需要全程佩戴口罩、一次性手套、

面罩等防护用具；工作进行中不要用手触摸脸部，尤其是五官，巡检完毕或者

一定时间段内的工作完毕后，需立即洗手，加强个人卫生工作；由于污水泵站

需要经常记录数据，相关工作人员要定期对使用的笔及相关文具消毒，或者自

带圆珠笔，防止交叉感染；同时保持泵站内应保持通风。 

4.4 办公区域防控措施 

（1）办公区 

办公区应保持环境清洁，每日不少于通风 3 次，每次 20～30 min；同时需

做好定期消毒工作，早晚各一次，使用 75%酒精溶液对台面、办公用品、文件

进行消毒，保洁人员使用 0.05%次氯酸钠溶液或其它市售消毒剂溶液，用于地

面及厕所消毒； 

员工办公时，应遵循以下防护建议：a.办公室内应佩戴口罩；b.减少面对

面交流，尽量线上沟通；c.人与人之间尽量保持 1 米以上的距离；d.勤洗手，

传阅纸质文件前后均需洗手；e.多饮水，每人每日饮水不应少于 1 500 mL；f.

咳嗽、打喷嚏时，用纸巾或手肘遮挡。 

（2）食堂 

公共食堂要每天定期消毒，早午晚各消毒一次或以上；员工就餐时，应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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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以下防护建议：a. 采取送餐、各自打饭后离开或错峰就餐等措施，不集中就

餐；b. 有条件的人可以自己带饭；c. 坐下吃饭的最后一刻才摘口罩，摘口罩

时，不要接触污染面，而应通过耳挂取下；d. 避免面对面就餐，吃饭时不说

话，吃完后尽快离开。 

（3）值班室或保安亭 

在疫期应回绝外访人员及车辆进入，对于必要的来访人员，需报告分管领

导同意方可进入。值班人员或保安人员在做好个人防护措施（佩戴口罩）的前

提下，应询问来访人员近期是否前往湖北，以及是否有与湖北人员或其它地区

被感染人员接触情况，并做好登记记录；随后为外来人员进行体温探测，超过

37.3℃的不得放行，礼貌告知来访人员应电话联系所找人员，并做好台账记录，

同时告知相关人员和报告分管领导。 

（4）宿舍、电梯及其他公共区域 

所有复工人员须注意宿舍、电梯及其它公共区域的卫生，使用或进出后立

即用洗手液清洁手部，未清洁手部前不要用双手接触眼、鼻、嘴等脸部位置。 

5. 防疫防护用品及物资使用规范 

各污水处理厂、污水收集管网和污水泵站运营养护单位应根据具体工作环

境及要求制订相应的防疫防护用品领取、使用和管理办法，原则上应对一线生

产岗位和非一线生产岗位予以区分，着重考虑不同岗位的风险性，以及对防护

用品的使用和适用要求。 

5.1 帽子 

主要用于预防感染性物质和微生物沾染到员工的头发上造成污染，可分为

一次性帽子和布制帽子，主要用于取样和化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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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1）女性或长发员工应将脑后的长发挽成发髻，刘海向上梳理；

（2）再将帽子由额前向脑后罩于头部，尽量不要让头发外漏。 

注意事项：（1）被污染时应立即更换；（2）布制帽子应保持清洁，每次或

每天需进行更换与清洁；（3）一次性帽子应一次性使用。 

5.2 口罩 

主要用于预防经空气、飞沫传播的疾病，防止存在传染性可能的物质溅入

员工的口腔或鼻腔，适用于疫情发生时期的所有在岗员工。 

使用方法：（1）穿过口罩带托起口罩；（2）罩住口鼻；（3）固定颈部口罩

带；（4）固定鼻夹；（5）密合测试。 

注意事项：（1）口罩使用后需根据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清洁或丢弃处理，

避免造成二次污染；（2）密合测试时，需将双手完全盖住防护口罩，快速呼气，

若鼻夹附近有漏气则需重新调整鼻夹，若漏气位于四周，则需重新调整到不漏

气为止。 

5.3 护目镜、防护面罩 

主要用于防止液体或固体污染物质溅入工作人员的眼睛、面部皮肤及黏

膜，可分为护目镜和防护面罩。 

使用方法应按照具体使用说明书的规定及要求进行佩戴和固定。 

注意事项：（1）佩戴前检查有无破损；（2）每次使用后应清洁、消毒。 

5.4 手套 

可用于防止病原体和污染物通过工作人员的手传播疾病和污染环境。适用

于一线生产和化验岗位员工，或需接触外部有污染可能的物质或环境的人员，

分为医用无菌手套和普通胶皮手套，此处特指医用无菌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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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1）取手套时只能捏住手套口的翻折部，不能用手接触手套外

面；（2）对好两只手套，使两只手套的拇指对向前方并靠拢。右手提起手套，

左手插入手套内，并使各手指尽量深地插入相应指筒末端；（3）将已戴手套的

左手指插入右侧手套口翻折部之下，将右侧手套拿稳，然后再将右手插入右侧

手套内；（4）最后将手套套口翻折部翻转包盖于袖口上。 

注意事项：（1）应保证单人单用；（2）操作完成后脱去手套，应按规定程

序与方法洗手，必要时进行手部消毒；（3）操作时若发现手套破损，应及时更

换；（4）佩戴手套时，应严格按照要求进行佩戴，防止手套污染。 

5.5 防护服 

主要用于隔离工作人员与外界环境病菌及污染物之间的感染途径，适用于

一线生产岗位和化验岗位员工，或需接触外部有污染可能的物质或环境时，主

要指医疗使用的一次性防护服。 

穿防护服方法：（1）戴帽子（如有）、口罩；（2）取出防护服，将拉链向

下拉至适当位置；（3）先穿下身，后穿上身，最后戴上连衣帽，拉上拉链；（4）

戴护目镜；（5）穿鞋套；（6）戴手套。 

脱防护服方法：（1）摘护目镜；（2）拉下拉链；（3）摘手套；（4）向上提

拉帽子（如有），使帽子脱离头部，脱袖子；（5）由上向下边脱边卷；（6）脱

到脚下顺便将鞋套脱掉；（7）污染面朝里放入专用的废弃物收集容器中；（8）

摘口罩；（9）取下帽子。 

注意事项：（1）应保证单人单用；（2）使用时若发现破损，应及时更换；

（3）穿脱时，应严格按照要求进行，防止防护服污染。 

5.6 鞋套 

主要指一次性鞋套，用于防止工作人员的鞋袜受到外界污染，根据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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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佩戴使用。 

使用方法：将鞋套直接套在鞋子上。 

注意事项：（1）从潜在污染区进入污染区时应穿鞋套；（2）规定区域穿鞋

套，离开该区域脱鞋套。 

5.7 手持式红外测温仪 

主要通过红外线，在不直接接触条件下，在一定距离内测量被测人员的体

温，根据实际需求进行使用，主要指便携性的手持式红外测温仪或测温枪。 

使用方法：根据具体产品的使用说明书进行使用。 

注意事项：（1）使用时需注意仪器的环境温度要求；（2）使用时需注意仪

器的其它环境条件要求，如蒸汽、尘土和烟雾等；（3）测试人体温度时，应尽

量定位于被测人员额头的裸露皮肤处。 

5.8 酒精、含氯消毒剂等消毒用品 

（1）酒精 

酒精（化学名称乙醇），在常温常压下是一种易燃、易挥发的无色透明液

体，其蒸汽与空气可以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爆炸燃烧。酒

精蒸汽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较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酒精在

空气中爆炸极限 3.3%～19%，当空气中的酒精含量达到 3.3%以上，遇到火源

会发生闪爆；当达到 19%，温度等于或大于 13℃以上时，遇到火源就会闪燃。 

使用安全提示：a. 注意通风。在室内使用酒精时需保证通风；b. 正确使

用。使用时不要靠近热源、避开明火。不建议用于电器表面消毒，必须使用时

应先关闭电源，待电器冷却后使用。每次取用后，必须迅速将容器封闭，严禁

敞开放置，防止挥发；c. 安全存放。生产经营单位应将酒精储存于危险化学品

仓库或危险化学品储存柜内；居民在家中使用酒精消毒时，建议购买民用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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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的医用酒精，单瓶包装不宜超过 500 mL，不要在家中大量囤积酒精。不能

将酒精与高锰酸钾等强氧化剂放在一起；d. 容器包装。酒精存放应首选玻璃

或专用的塑料容器，并有可靠的密封措施，严禁使用无盖的容器。包装物外部

应有明显标识和警示标志，以防止误服误用；e. 应急处置。如酒精溢散，应及

时擦拭处理。如酒精意外引燃，可使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等进行灭

火，小面积着火也可用湿毛巾、湿衣物覆盖灭火。如酒精在室外燃烧，可以使

用沙土覆盖。 

（2）含氯消毒剂 

含氯消毒剂是指溶于水产生具有灭杀微生物活性的次氯酸的消毒剂。这类

消毒剂包括无机氯化合物（如 84 消毒液、次氯酸钙、氯化磷酸三钠等）、有机

氯化合物（如二氯异氰尿酸钠、三氯异氰尿酸、氯铵 T 等）。含氯消毒剂具有

一定的氧化性、腐蚀性以及致敏性，过量或长时间接触可导致人体灼伤，与其

它物质混用，有可能发生化学反应引起中毒。 

使用安全提示：a. 采取防护。含氯消毒剂一般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如果长

时间直接和人体接触，对人的皮肤和粘膜有较大的刺激，调配及使用时必须佩

戴橡胶手套；b. 单独使用。严格按产品说明书要求使用，含氯消毒剂严禁与其

它消毒或清洁产品混合使用，特别是盐酸等酸性物质。如 84 消毒液与洁厕剂

混合，会产生有毒气体，刺激人体咽喉、呼吸道和肺部而引发中毒；c. 规范用

途。含氯消毒剂的漂白作用与腐蚀性一般较强，严禁与酸性物质接触，最好不

要用于衣物的消毒，必须使用时浓度要低，浸泡的时间不要太长；d. 安全存

放。含氯消毒剂应储存于阴凉、通风处，远离火种、热源，避免阳光直射。包

装物外部应有明显标识和警示标志，防止无关人员误服误用；e. 应急处置。皮

肤沾染含氯消毒剂原液时，必须立即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眼部溅到含氯消毒

剂时要用清水或生理盐水连续冲洗，并迅速送医治疗。误服后可立即喂食牛奶、

蛋清等，以保护胃黏膜减轻损害，然后进行催吐，并马上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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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消毒剂 

过氧乙酸、乙醚、氯仿和紧急上市的其它消毒剂应严格按照产品标签、说

明书、产品质量安全承诺书等规定安全存放、使用。 

5.9 其他 

本指引（试行）如与国家和广东省疫情防控规定不符的或未及部分，按照

国家和省的相关规定以及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执行。 

本指引（试行）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CP）疫情防控指导性文件，

自即日起生效，并以国家和省级疫情防控部门解除疫情防控的时间节点为结束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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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来源：上海水务局 

转载：上海水务海洋公众号 

文章要点：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国家有关部委和

市委市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工作部署，以非常之责、关键之力落实各项防控措

施，上海市水务局就水务海洋行业疫情防控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疫情防控 

当前，本市疫情防控依然处于重要窗口期和关键期，各单位要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面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市政府“三个全覆盖”“三个一律”和“三

个强化”的工作要求，坚决克服松懈麻痹和侥幸心理，以一严到底的态度、一

控到底的决心，切实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采取最严格的防控措施，落实

全市联防联控机制，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政府部门监管责任，坚决防止疫情扩

散，坚决遏制疫情蔓延，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有力保障。 

2. 强化精准施策，落实协同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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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行业各管理部门要加强原水、出厂水、管网水水质监测和供水设施运

行监管，落实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确保供水安全。各供水企业要全力做好供水

运营管理和服务保障工作，重点加强对净水厂、水库泵站、二次供水设施的安

全管控以及供水设施设备、仪器仪表的维护和管理，视情调整消毒频次。 

排水行业各管理部门要强化污水排水处理设施运行监管，重点做好污水处

理厂尾水消毒及污泥处置的监管，全力配合卫生健康部门做好医疗废水和集中

隔离点排放的污水消毒工作。各排水管道设施运行维护企业、排水泵站运行管

理单位以及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单位要优化作业计划、强化运行调度、规范处置

流程，确保排水管道畅通、通沟污泥安全处置、出水水质达标，特别是要加强

对出水粪大肠菌群指标检测。 

水利行业各管理部门要加强水闸、泵站、堤防、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等

水利设施的运行养护、河道保洁等工作的监管，确保水利设施运行安全，并积

极配合水上公安、海事、卫生健康等部门做好内河航道入口检查登记工作。

各水利设施运行养护企业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做好作业人员管控和疫情防

控工作。 

具有窗口职能的单位要重点做好接待窗口和房间等工作区域的消毒和通

风，对申请人体温进行检测，督促申请人佩带口罩、进门洗手。引导申请人通

过互联网办理相关事项。 

水务建设工程要严格执行市政府复工时间安排，不得早于 2 月 9 日 24 时

复工或新开工。项目法人对建设工地的疫情防控负首要责任，要会同参建各方，

按照属地要求制定防控细则和应急预案并严格执行，特别对返沪务工人员要做

好健康状况信息登记和管理工作。行业主管部门负监督责任，要对在建水务工

程的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对防控措施不到位的要从严从重处理，对不

能立即整改的单位要坚决予以停工停产，确保水务工程建设工地人员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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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命安全。 

3. 注重科学防护，抓好职工自主防控 

各单位要将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传达到每位职工，扎实做好切断传染源、

阻断传播途径、增强全民防范意识等疫情防控工作。要压实疫情防控监管责

任，实行错峰上班，减少不必要的会议和活动，少开会、少集中，尽量利用

视频会议。单位食堂采用分段供应、分散就餐等方式，尽可能减少人员聚集。

自 2 月 3 日起，进入集中办公点的人员必须佩戴口罩，并在单位门口进行体

温检测和登记，体温检测不正常的人员不得进入。严格按照办公楼宇消毒

技术要点对办公室、会议室、食堂、楼道、电梯间、卫生间等场所进行定

期消毒。 

干部职工要服从防控工作，做好个人防护，自觉佩戴口罩，不去人口密

集区域，不听信散布谣言，积极配合各级政府和卫生健康部门工作；有症状

时要及时报告、及时就医、及时隔离。返沪人员要主动向社区和单位报备，

从疫情重点地区返沪人员要主动报告并居家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原则上自

抵沪之日起自行隔离 14 d，配合医务人员对其健康状况的随访和电话询问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病人、确诊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要配合排查、

隔离治疗。 

4. 健全工作机制，确保防控工作落实 

实行跟踪登记制度。各单位应组织对干部职工及外来人员相关情况核实统

计，重点核实返沪人员身体健康状况和进出本市情况，一人一表建立台账，做

到人员登记全覆盖。对 14 d 内去过疫情重点地区的返沪人员以及身体出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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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咳嗽等症状的人员实行跟踪管理。 

实行信息报告制度。局属各单位要畅通信息报送渠道，按照属地管控、

分级上报的原则，每日向市水务局报送人员身体健康状况。发现疑似症状

应及时向属地疫情防控部门和市水务局报告。其他单位也要落实信息报告

制度。 

实行值班值守制度。各单位要落实值班制度，严禁擅离职守，坚决杜绝联

络不畅。遇到重大突发涉水涉海事件时，要迅速处置、有效应对，并按规定及

时上报各区政府及市水务局。 

抓好防疫物资保障。各单位要落实好测温仪、口罩、消毒液等防疫设施设

备和用品，建立相应的管理台账，坚持科学统筹、按需分配、节约利用，为疫

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5. 加强组织领导，压实防疫工作责任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水务海洋系统各单位主要

负责同志要切实负起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做到认识到位、

人员到位、措施到位、责任到位。要严格防控纪律，认真落实疫情防控相关制

度，不得瞒报、漏报、迟报。 

各单位要落实专人负责疫情防控信息统计报送工作。市供水处、市排水处、

市水利处、市水务局重大办分别牵头落实供水行业、排水行业、水利行业、水

务建设工程防控信息的统计工作，市水务局办公室负责面上信息汇总及上报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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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水协：致全省城镇供排水行业同仁的倡议书 

来源：湖北省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文章要点：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的指示精神，积极响应湖北省委、省政府号召，坚决遏制武汉新型肺炎的

蔓延，湖北省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向湖北全省城镇供排水企业发出关于全力以赴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倡议书。 

时值全省、全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关键时期，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重要指示，落实我省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1 级

响应的要求，坚决遏制新型肺炎的蔓延，积极参与抗击新型肺炎的阻击战，湖

北省水协会向全省城镇供排水企业及全体同仁发出如下倡议： 

1.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意识 

此时此刻，“疫情就是命令，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在此人类未遇的重大疫

情面前，全省城镇供排水企业应坚决贯彻党和国家关于处置疫情的各项指示和

措施；对疫情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有着清醒的研判；各地供排水企业要坚定必胜

的信念！各企业主要领导应亲自组织领导应急专班工作，抓紧完善针对本次疫

情的应急预案，精心组织周密安排，落实到位，确保全省城镇供水和污水处理

厂的平稳安全运行，保障全省城镇居民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 

2. 加强水质监测，确保供水安全 

全省各供水厂在疫情期间，要加强净化和消毒，增加出厂水管管网水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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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频率，确保饮用水符合国家标准；针对疫情的复杂性，水厂要有打“持久

战”的思想准确，增加混凝药剂和消毒剂的储备；各地还要高度重视二次供水

水质的监测，消除“最后一公里”的水质隐患。 

3. 保障供水服务，注重生产安全 

各地供水企业应无条件的全力支持当地应急医院和发热定点医院的建设，

选派主要领导和“精兵强将”参与应急工程建设。供水抢修人员应 24 h 待命，

重点保障医院、医药生产企业、医护人员住宿及餐饮点等关键区域的供水；水

厂生产人员应注重个人卫生防护，对工作区域实施定期消毒；为防止病毒传染，

疫情期间供水企业应停止上门抄收业务、暂时关闭营业大厅、加强热线值守、

实行网上服务；对用户公开承诺，疫情期间欠费不停水。 

4. 强化污水处理，确保达标排放 

各地污水处理厂应强化净水工艺，提高二沉池出水质量标准，增加尾水消

毒剂投加量，重点确保出厂水的策生物指标安全；为防止污泥的污染转移，应

高度重视外运污泥车辆的封闭，全程监督污泥的安全处置；为保障污水厂运行

人员的卫生安全，应强制要求上岗人员配备卫生防护装具（口罩、手套、胶鞋、

面具、防护服等）；应强化污水厂车间的空气交换、定时消毒工作区域、工作

人员任何时候都严禁直接接触污水！ 

各位业界同仁，抗击新型肺炎的阻击点到了关键时刻，我们要向方大的、

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学习！学习他们勇于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在病毒肆

虐的当下，我们要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我们坚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

领导和指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和全省人民一道，一定能够打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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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新型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5. 结论 

倡议书指出，此时此刻，“疫情就是命令，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在此人类

未遇的重大疫情面前，湖北全省城镇供排水企业应坚决贯彻党和国家关于处置

疫情的各项指示和措施，对疫情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有着清醒的研判。 

倡议书倡议，各企业主要领导应亲自组织领导应急专班工作，抓紧完善针

对本次疫情的应急预案；各供水厂在疫情期间，要加强净化和消毒，增加出厂

水和管网水质的监测频率，确保饮用水符合国家标准；各地供水企业应无条件

的全力支持当地应急医院和发热定点医院的建设，选派主要领导和“精兵强将”

参与应急工程建设；各地污水处理厂应强化净水工艺，提高二沉池出水质量标

准，增加尾水消毒剂投加量，重点确保出厂水的微生物指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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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相关病毒的涉水生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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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晓虎：污泥中病毒的赋存特性及暴露风险防控研究 

来源：给水排水公众号 

作者：戴晓虎 

1. 引言 

一段时间以来，由 2019-nCoV 病毒引发的 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牵头

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是继 2003 年 SARS 疫情后我国发生的又一次重特大疫情，

引发世界各国的关注。近日，国内钟南山院士团队从新冠肺炎患者粪、尿中分

离出 2019-nCoV 新型冠状病毒，警示存在“粪-口” “粪-呼吸”的可能性。

新冠病毒（2019-nCoV）与 SARS-CoV、MERS-CoV、Ebolavirus、H5N1 等一

样，均属于包膜病毒。一些临床报告表明 SARS-CoV、禽流感病毒等包膜病毒

可通过感染患者的粪便排出体外，进而通过排水系统进入污水处理系统。相关

存活性研究表明，许多包膜病毒随粪便进入城市污水系统后，可在几天到几个

月内仍具有感染能力。与此同时，污泥富含有机物，导致其容易吸附大量的病

毒，有研究表明，人体排泄的 100 多种病毒可能吸附在污泥中，由此保护病毒

免受消毒灭活。因此，需重视随粪便排出的 2019-nCoV 新型冠状病毒进入城

市污水系统后，通过污泥进行二次传播及暴露的风险。 

截止 2018 年我国县级以上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已达到 6765 万 t（含水率

80%计），且每年以 5%～8%的比例增长，预计 2020～2025 年间，我国污泥年

产量将突破 8000 万 t（含水率 80%计）。由于污泥复杂的特性及广泛的来源，

不仅含有有机质、氮、磷、钾等营养物质也含有病毒、致病菌、寄生虫卵、重

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目前我国污水厂污泥厂区内实现了浓缩脱水等减量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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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正在大力推进污泥稳定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处置，对于污泥卫生化处

理的要求关注度较少。已有《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

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泥质》（GB 24188-2009）、《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

标准》（GB 4284-2018）等污泥处理处置标准对粪大肠菌群、细菌总数、寄生

虫卵等进行限值控制，但尚未涉及到病毒的控制值。污水厂污泥处理处置环节

中病毒的赋存、传播、灭活及暴露风险还不够清晰，需加强污泥卫生化相关的

基础理论及技术方面的研究。 

本文系统总结国内外污水处理厂污泥中病毒的赋存特征、灭活特性、传播

途径、风险防控技术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并提出存在的问题，以便为疫情期间

污水厂污泥中新冠病毒的风险防控，以及对未来加强相关方面的研究及标准制

定提出了建议。 

2. 污泥中病毒的赋存特征 

2.1 污泥中的病毒 

病毒是一种含核酸（DNA 或 RNA）、依靠宿主活细胞增殖的非细胞型生

物。按感染对象的不同，可分为细菌病毒、植物病毒、动物病毒等。根据有无

包膜可分为包膜病毒（如冠状病毒）和无包膜病毒（如肠道病毒），其中研究

表明包膜类病毒在环境中更易失活。研究发现病毒可随粪便进入污水收集系

统，进而吸附在污泥，因此，新冠病毒可能也存在类似现象。目前污泥中已被

检出含有多种病毒，如肠道病毒（Enteroviruses）、腺病毒（Adenovirus）、甲型

肝炎病毒（Hepatitis A virus）、轮状病毒（Rotavirus）、疱疹病毒（Herpesvirus）、

乳头瘤病毒（Papillomavirus）、博卡病毒（Bocavirus）、冠状病毒 HKU1

（Coronavirus HKU1）等。污泥中一些常见病毒的类型及浓度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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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污泥中一些常见病毒的类型及浓度 

病毒类型 处理阶段 检测方法 浓度 

肠道病毒 

生污泥 
BGM 细胞培养法 

BGM 细胞培养法 

4.8×102 ～2.1×103CFU/10g 干污

泥 

1.32×103CFU/L 

初沉污泥 
细胞培养法 

RT-PCR 

457MPNCU/10g 干污泥 

1.37×105GC/10g 干污泥 

活性污泥 
细胞培养法 

RT-PCR 

29MPNCU/10g 干污泥 

9.36×103GC/10g 干污泥 

浓缩污泥 
细胞培养法 

RT-PCR 

9MPNCU/10g 干污泥 

1.06×104GC/10g 干污泥 

消化污泥 

细胞培养法 

RT-PCR 

BGM 细胞培养法 

7MPNCU//10g 干污泥 

4.81×104GC/10g 干污泥 

1.1×101 ～1×102CFU/10g 干污泥 

消化后脱水污泥 BGM 细胞培养法 18 ～41CFU/10g 干污泥 

堆肥污泥 BGM 细胞培养法 ＜8.3CFU /10g 干污泥 

轮状病毒 活性污泥 RT-PCR 8×103 ～8×105GCL 

腺病毒 

生污泥 RT-PCR 1.9×105GC/L 

初沉污泥 GBM 细胞培养法 5.8×103 ～3.25×104CFU/L 

活性污泥 RT-PCR 1.8×104 ～1.4×105GC/L 

甲型肝炎病毒 活性污泥 RT-PCR 8.6×106GC/L 

注：CFU-菌落形成单位数，MPNCU-细胞培养稀释培养计数，GC-基因拷贝数。 

肠道病毒（Enterovirus）：单正链 RNA 病毒，无包膜，主要包括脊髓灰质

炎病毒（Poliovirus）、埃可病毒（Echovirus）、柯萨奇病毒（Coxsackievirus）等，

可引起脊髓灰质炎、心肌炎等疾病，主要通过粪-口和呼吸道感染传播。Sid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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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Toze 报道称由于污泥的吸附作用，污泥中肠道病毒的浓度往往高于污水厂

进水中的浓度，同时其对消毒剂的耐受性较强，导致存活时间也较长，因此认

为未消毒处理的污泥土地利用时存在风险。 

腺病毒（Adenovirus）：线性双链 DNA 病毒，无包膜，可引起呼吸道疾

病。研究表明，腺病毒可在污泥中大量存在（约 1.3×102～7.96×105GC/L）。

Gerba 等发现对免疫功能低下的癌症患者，肠道腺病毒可导致 53%～69%的死

亡率，同时与其他肠道病毒相比，腺病毒对紫外线和热的耐受力更强，因而可

在环境中存活更长的时间。 

轮状病毒（Rotavirus）：双链 RNA 病毒，无包膜，具有双层衣壳，主要

经粪-口途径或呼吸道途径传播。Arraj 等报道称与脊髓灰质炎病毒相比，污泥

对轮状病毒的吸附能力较弱，其在污泥中的浓度较低。 

甲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A virus）：单正链 RNA 病毒，无包膜，主要通

过粪-口传播，可引起人类肠道肝炎。Straub 等用 PCR 检测未消化污泥和消化

污泥中的甲型肝炎病毒时发现 8 个样本中有 7 个均可检测到该病毒，认为该

病毒广泛存在于污泥中，但尚不能判断它们是否仍具有感染活性。 

星状病毒（Astrovirus）：单正链 RNA 病毒，球形、无包膜，可引起幼小

动物产生腹泻症状，可通过粪-口传播。有研究表明污泥中可检测到星状病毒，

但其详细报道不多。 

目前关于污泥中病毒的报道主要是无包膜病毒，关于包膜病毒报道较少，

这可能是由于包膜病毒在城市污水中浓度较低、且被认为易降解，因而一直以

来在污水污泥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然而，2013 年 Bibby 等对美国 5 个污

水处理厂中的污泥进行病毒基因组学研究时发现污泥中冠状病毒 HKU1 的检

出率超过 80%，且相对丰度较高，应加强重视污泥中冠状病毒等包膜类病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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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活与灭活。 

据文献报道，冠状病毒（Coronavirus）为单正链 RNA 病毒，有包膜，宿

主为脊椎动物（如人、鼠、猪、牛等），可造成呼吸系统感染等人类疾病，室

温条件下，SARS 冠状病毒 GVU6109 株可在碱性 pH 的腹泻粪便中能存活 4 

d，在呼吸道中存活 17 d。 

综上，目前污水厂污泥中检出率和浓度相对较高的主要是无包膜类的病毒

（如肠道病毒），但随着检测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冠状病毒等包膜类病毒的重

视，包膜类病毒在污泥中的检出和存活也逐渐受到关注，未来对污泥中病毒的

种类（包膜类和无包膜类病毒）的认识也会逐步提升。 

2.2 污泥中病毒的检测方法 

污泥中病毒的检测通常包括三个过程，即洗脱、浓缩和检测。 

病毒的洗脱是通过洗脱液将病毒和污泥分离，主要洗脱液包括 10%牛肉

提取液、酸沉淀后牛肉浸液、明矾沉淀后 Tris 缓冲液等。Monpoeho 等对比了

8 种洗脱方法，发现 0.03 mol/L NaCl-7%牛肉提取物（pH 7.5）和 10%牛肉提

取物（pH 9）两种洗脱方法，更利于后续病毒的细胞培养和 PCR 检测。Sano

等认为传统的牛肉提取液含有的蛋白质、腐殖酸等物质不利于后续基因的扩

增，因而开发了酶病毒洗脱法（EVE），研究表明溶菌酶等与 RT-PCR 结合可

使病毒回收率达到 31%，是使用 10%牛肉提取液洗脱法的 4 倍左右。 

病毒的浓缩可提高其检出率，并减小洗脱液的体积，主要包括聚乙二醇浓

缩法、超速离心法、过滤法（超滤法、膜过滤法等）、有机絮凝法等。Prado 等

发现与直接超速离心浓缩法相比，基于牛肉提取液洗脱法的超速离心法更适合

污泥中人腺病毒 HAdV、轮状病毒 RV-A 和诺如病毒 NoV-GII 的浓缩与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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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的检测常采用细胞培养法、免疫学检测法（免疫荧光法（IFA）、酶联

免疫吸附法（ELISA））和分子生物学检测法（PCR、基因芯片等）。细胞培养

法作为传统的病毒检测方法，直接通过细胞病变及死亡情况来表征污泥中病毒

浓度及其感染活性，检测便捷、直观，但检测周期较长、检测病毒类型有限（仅

适合可分离培养病毒，对诺如病毒、星状病毒、沙坡病毒等病毒难以分离培养

无法检测）。同时，免疫学检测法（如免疫荧光法 IFA、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

用于污泥病毒检测，常存在检出限高、灵敏度低等问题。 

分子生物学检测法具有快速、高效、灵敏、特异等特点，在国内外得到广

泛的应用，可同时对多种病原微生物进行快速分析检测，主要方法包括聚合酶

链式反应（PCR）、基于核酸序列扩增（NASBA）、环介导等温核酸扩增技术

（LAMP）、基因芯片等，同时可与细胞培养法、免疫技术结合使用，如抗原捕

获 PCR（AC-PCR）方法。采用 PCR 技术检测污泥病毒时，提取液中的腐殖

酸、无机盐等会对 PCR 造成抑制作用，可利用聚乙二醇沉淀、树脂过滤等方

法消除这些影响。此外，Chen 等采用基因芯片特异型杂交可对 8 种冠状病毒

进行特异性鉴定和鉴别时，其灵敏度比 PCR 高 1 000 倍，且可同时用于 8 种

冠状病毒感染的诊断。但是，分子生物学方法也存在无法区分感染性和非感染

型病毒颗粒的不足。因此，在实际应用时，应根据检测需求，结合目标病毒与

污泥泥质的特点，选择合适的分析方法。 

对于污泥中肠道病毒和轮状病毒的检测，美国环境保护局（USEPA）采用

10%牛肉提取液作为洗脱液，进而利用有机絮凝法进行病毒的浓缩，最后使用

BGM 细胞系进行噬菌斑分析，以定量检测病毒，但该方法并不能准确检测所

有肠道病毒，其定量性能很大程度上与污泥类型和性质有关。 

污泥中病毒种类众多，能否找到可以表征污泥病毒性的指示病毒，以及如

何快速表征污泥病毒活性是目前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Bibby 等利用病毒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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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组学揭示了污泥中病毒多样性，并认为病毒宏基因组学可结合 qPCR、细胞

培养法等病毒检测数据，为病毒在污泥中的传播及风险评估提供数据支撑。与

此同时，噬菌体如体细胞大肠杆菌噬菌体（SOMCPH）常被用于指示污水污泥

中的肠道病毒。澳大利亚等国家已经将 SOMCPH 添加到污泥卫生化处理的标

准中，并采用双层琼脂技术、直接提取等提取方法，结合 RT-PCR 检测污泥中

的 SOMCPH。但目前研究的噬菌体更多用来指示污泥中的肠道病毒，尚不清

楚是否能指示其他类型的病毒，因此需继续探索适用于污泥中其他病毒污染的

表征方法。 

2.3 污泥中病毒的存活 

病毒离开寄主后不能繁殖，但可以在污泥中存活一定时间。研究表明将含

有病原微生物的污泥进行土地利用后，发现两周后土壤中未检测到肠道病毒；

大肠杆菌、粪大肠菌群和肠球菌等致病菌在 2 个月内缓慢下降，但产气荚膜梭

菌浓度变化不大，这表明不同病原微生物的存活特性不同。同时，污泥中病毒

的存活时间与外界环境因素有重要关系，如温度、pH、湿度、污泥组分等。 

温度的影响：温度升高，会造成病毒的蛋白质变性，酶类活性消失，从而

造成病毒的存活率和存活时间降低。实验室条件下，污泥中不同温度下猪瘟疱

疹病毒（SuHV-1）的存活时间不同：50℃存活时间不到 1 h；40℃存活时间为

4 d；30℃存活时间为 34 d。感染性极强的 SARS（SARS-CoV）病毒常温下可

在人的粪便和尿液中稳定存活 1～2 d，而在 4℃和-80℃环境下至少可存活 4 

d。Schwarz 等研究也表明，污泥中的病毒在冬季可以存活很长一段时间，特别

是在污泥中的深层（>1 m）。 

pH 的影响：污泥中病毒的存活还受到 pH 的影响，高 pH 值可导致病毒蛋

白质衣壳和核酸被破坏，从而抑制病毒的存活。Feng 等研究发现，相比于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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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条件，噬菌体 MS2 在酸性条件下能够存活的更好；甲型肝炎病毒等病毒可

在 pH 为 1～3.75 时稳定存活，被认为具有耐酸性。pH 还会影响污泥中游离氨

（NH3）的存在水平，从而影响病毒的存活状况，Ward 和 Ashley 研究表明厌氧

消化污泥中的游离氨（NH3）可引起脊髓灰质炎病毒不可逆转的灭活，Magri 等

发现噬菌体对氨的抗性高于腺病毒和轮状病毒。环境中的 pH 还可影响病毒的

带电性能，从而影响污泥与病毒的结合，周玉芬等发现活性污泥对 f2 噬菌体的

吸附能力随着 pH 的升高而下降。 

湿度的影响：有报道表明，潮湿的环境有利于病原微生物的存活，且湿度

每降低 10%，病毒可检出量便会减少 80%。Ward 和 Ashley 研究发现随着水分

的蒸发，污泥中固体含量由 65%增至 83%，脊髓灰质炎病毒滴度可降低 3 个

数量级以上。Rouch 等发现噬菌体、大肠杆菌等在空气干燥过程中明显减少。

非典型肺炎 SARS 病毒在物品表面干燥后可以存活 48 h，而在患者的排泄物

中可生存 4 d 左右。不同的病毒对干燥的耐受能力不同，Scattar 等发现保存 8

个月后的污泥塘干污泥样品中肠道病毒和呼肠孤病毒仍旧存活，Mccaustland

等表明甲型肝炎病毒在 42%的相对湿度下在粪便中存活时间为 30 d。 

污泥组分的影响：作为一个复杂体系，污泥中大量含有有机物、胶体物质

等，因此污泥组分也可能影响病毒的存活特征。Tennant 等发现犬冠状病毒在

犬粪便中的生存时间较生长培养基明显缩短，认为可能与粪便中的 pH 值、离

子和胶体的存在有关。Berg 等发现肠道病毒在 5℃下的延时曝气池中可存活

38 d，而在氧化沟中仅能存活 17 d，可能与不同污泥中所含物质不同有关。

Bagdasaryan 研究发现与有菌条件相比，在无菌条件下土壤中病毒的存活率更

高，表明污泥和土壤中微生物的存在也会影响病毒的存活。 

2.4 污水厂污泥中病毒的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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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污泥处理处置，目前美国主要采用的是 1993 年颁布的《美国生物污

泥产生、使用和处置报告》（40 CFR Part503）这一标准，其中对污泥中病原菌、

病毒的控制提出了具体要求（表 2）。欧盟针对污泥处理处置制定了多项污泥

标准，其中污泥农用准则（Sewage Sludge Directive 86/278/EEC）是欧盟各成

员国制订污泥标准时的参考框架，标准中虽未对污泥中病毒等病原体的含量作

出明确要求，但要求污泥进行适当的调理，以去除病原微生物。法国、丹麦、

芬兰等欧盟成员国对致病微生物的控制限值如表 2 所示。 

表 2 美国及欧盟等国对污泥卫生学指标限值（最高浓度，以干污泥计） 

国家 等级 沙门氏菌 
粪链 

球菌 

肠道 

细菌 
粪大肠菌 肠道病毒 

寄生

虫卵 

美国 A 级 3MPN/4g - - 
＜1 000 

MPN/g 
＜1 PFU/4g 

＜1 个
/4g 

EPA503 B 级 - - - 
＜2000000 

MPN/g 
- - 

法国 

Arrêédu 

8/1/98 

 8MPN/4g - - - 
3 

MPCN/10g 
3 个
10g 

丹麦 a  不存在 
＜100 

个/g 
- - - - 

芬兰（539-

2006） 
 

不得检测 

/25g 
- - ＜100 CFU - - 

意大利  1 000 MPN/g - - - - - 

卢森堡  -  100/g   
不得 

检出 

波兰  含有沙门菌的污泥的不得农用 
10 个
/kg 

注：a， 仅针对高级处理后污泥（advanced treated sl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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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针对污泥处理处置最早颁布的标准是《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

（GB 4284-1984），提出了农用污泥等的污染指标，但对有机污染物和生物学指

标并未作出要求。2002年颁布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

2002）中提出了污泥稳定化的控制指标，其中规定了污泥中蠕虫卵死亡率和粪

大肠菌菌群的限值。此后，我国制定一系列污泥处理处置标准，包括《城镇污

水处理厂污泥泥质》（GB 24188-2009）、《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混合填埋用

泥质》（GB/T 23485-2009）、《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GB 4284-2018）等，

各标准对污泥卫生学指标的限值如表 3 所示。目前我国污泥泥质的卫生学指

标一般采用粪大肠菌群数、寄生虫卵含量、细菌总数，然而这些病原微生物与

大多数病毒对消毒剂和周围环境的耐受能力不同，因此无法准确表征污泥中病

毒的污染状况，是否引入病毒学指标需要深入研究。 

表 3  我国污泥泥质指标中污泥卫生学指标限值 

用途 粪大肠菌值 
细菌总数 

（MPNkg-1干污泥） 

蠕虫卵 

死亡率

（%） 

标准 

污染物排放标准 
1 000 个/La 

（一级 A 标准） 
- - GB 18918-2002 

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泥泥质 
＞0.01 ＜108 - GB 24188-2009 

园林绿化用泥质 ＞0.0 - ＞95 GB/T 23486-2009 

土地改良用泥质 ＞0.0 ＜108 ＞95 GB/T 24600-2009 

混合填埋用泥质

（覆盖土） 
＞0.0 - ＞95 GB/T 23485-2009 

制砖用泥质 ＞0.0 - ＞95 GB/T 25031-2010 

林地用泥质 ＞0.0 - ＞95 CJ/T 362-2011 

农用污泥泥质 ＞0.0 - ＞95 GB 428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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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 菌群数 

我国仅有传染病医疗机构对其产生的污泥限制了肠道病毒这一病毒学指

标，如表 4 所示，不过该标准未对肠道病毒的检测方法和取样量进行明确规

定，需要参考国外标准，结合我国国情完善我国污泥卫生学指标体系，防控污

泥处理处置过程中病毒二次传播及暴露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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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我国医疗机构污泥卫生学指标限值 

医疗机构类型 
粪大肠菌值

（MPNg-1干污泥） 
肠道致病菌 肠道病毒 结核杆菌 

蛔虫卵死

亡率

（%） 

传染病医疗机构 ≤100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 ＞95 

结核病医疗机构 ≤100 - - 不得检出 ＞95 

综合医疗机构和

其他医疗机构 
≤100 - - - ＞95 

 

2.5 污泥中病毒的灭活 

由于污泥是一种高含水、多介质的复杂体系，和水等均匀介质存在较大的

差异，导致污水中常用的消毒方法（如氯消毒、臭氧消毒等）应用于污泥时，

消毒效果不理想。因此，国内外对污泥中病毒的灭活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和工程

实践，总体可分为物理法（高温、辐射、干燥等）、化学法（石灰稳定法、二

氧化氯、过氧乙酸等）、生物法（酶等）等三大类。 

（1） 物理法 

高温灭活：高温可破坏病毒的蛋白质，从而实现病毒的灭活，常用的方法

主要包括巴氏杀菌法（一般在 60～82℃）、热处理法（>100℃）等。有研究发

现采用巴氏杀菌法（70℃，30 min）可杀灭浓缩污泥中沙门氏菌和细胞病变肠

道病毒。用热处理灭活贻贝中甲型肝炎病毒（HAV）时发现在 60℃下处理 30 

min，80℃浸泡 10 min 和 100℃浸泡 1 min 均不足以灭活所有病毒；需要在

100℃浸泡 2 min 才能完全灭活病毒。Zenker 等研究发现超声波与传统热处理

结合还可以实现低频超声波和热的协同作用，提高病原体的灭活效果。 

辐射消毒：辐射消毒通常采用 β 或 γ 射线（用来自 60Co 或 137Ce）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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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下（20℃）照射污泥，可实现污泥的消毒。张韶华等采用 γ 射线和电子束照

射城市污水厂污泥时发现较低剂量（1 kGy）辐照即可大幅降低活性污泥中的

细菌总数。Robert 等发现污泥中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对微波辐射最敏感；艾柯病

毒对 γ 辐射比脊髓灰质炎病毒更敏感。不过，辐射的消毒效果会受到污泥厚度

的影响，研究发现污泥厚度会影响粪性链球菌、真菌、放线菌和细菌总数的消

毒效果。 

干燥灭活：有研究发现肠道病毒会随着污泥自然蒸发干燥而灭活，干燥过

程中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活性明显降低。在污泥干燥过程中病毒颗粒可被分解，

释放出遗传物质，因而这种灭活是不可逆的。目前利用人工热源可将污泥含水

率降至 20%以下，此过程主要是基于热效应发挥消毒作用。 

（2） 化学法 

通过添加碱性材料（如石灰、氨水、炉渣等）将 pH 调节至 12 或者以上，

实现病毒的灭活，是一种简单、经济的消毒方法。Bruna 等研究发现碱法稳定

能在 2-24h 内灭活污泥中的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病原指示微生物。石灰稳定

法还可在 24h 内将接种到堆肥和生污泥中的腺病毒 5 型，轮状病毒 Wa 和雄性

特异性大肠杆菌噬菌体 MS2 降至低于检出限。研究发现革兰氏阴性杆菌与肠

道病毒对熟石灰较为敏感，且利用熟石灰消毒时，有机物和温度对其消毒效果

影响较小。此外，添加石灰引起的温度升高也是杀灭病原微生物的重要原因。

Boost 等发现污泥中加入石灰后温度可由 20℃升至 98℃。碱法稳定法还常与

热处理等联合使用，可增强灭菌效果，并提高污泥脱水性能。 

除石灰、氨水外，常用的消毒剂还有次氯酸钠、过氧乙酸等。Tsai 等发现

次氯酸盐比二氧化氯对大肠杆菌的消毒效果更好，且消毒效果与污泥特性及浓

度、搅拌速度有关，即污泥浓度越低，搅拌速度越快，消毒效果越好。他们还

发现与浓缩污泥相比，两种消毒剂对二沉污泥的消毒效果更好。过氧乙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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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A）是一种结构简单的过氧化有机酸，氧化性强是高效灭活病毒的主要原

因。张景丽研究发现次氯酸钠和过氧乙酸两种消毒剂对 MBR 工艺的污泥消毒

均有效，但前者效果略优于后者；采用次氯酸钠对污泥消毒时会产生消毒副产

物（如 CHCl3），而过氧乙酸消毒过程中无明显副产物的生成，认为过氧乙酸

更佳。朱丹等发现对沉降了 30min 的活性污泥进行消毒可减少过氧乙酸的投

加量。 

（3） 生物法 

污泥微生物可通过捕食、拮抗和营养竞争等方式实现病原微生物的杀灭，

还可利用降解病毒蛋白质外壳的酶实现病毒的灭活。Paluszak 等表明在堆肥过

程中猪瘟病毒的灭活与污泥中的微生物紧密相关。Lipson 等研究表明污泥细

菌可以利用病毒作为生长基质，从而促进病毒的灭活。Cliver 等发现污泥中柯

萨奇 A-9 型病毒可被蛋白水解菌（尤其是铜绿假单胞菌）灭活。有研究表明厌

氧消化过程污泥中微生物产生的蛋白酶可增加大肠杆菌噬菌体 MS2 的失活，

是引起污泥中肠道病毒衰变的重要因素之一。Ward 等发现厌氧消化污泥中，

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核糖核酸和两种最大的病毒蛋白都被裂解，这可能与污泥中

的核糖核酸酶和蛋白酶有关。一些研究表明土壤和混合垃圾中细菌的产生酶也

具有灭活病毒的现象，Nasser 等研究土壤中铜绿假单胞菌产生的纯蛋白酶、蛋

白酶和胞外酶对 MS2 大肠杆菌噬菌体和一系列肠道病毒失活的影响，发现所

有被检测的蛋白酶源均显示出抗病毒活性，但活性取决于病毒类型。Ming 等

发现混合垃圾中 1 型脊髓灰质炎病毒（PO1）失活的部分原因是由垃圾中的细

菌产生的蛋白水解酶引起的。 

此外，研究表明不同环境条件下微生物对病毒的灭活效果不同。Hurst 发

现在好氧微生物的作用下人类脊髓灰质炎病毒 1 型菌株 LSc-2ab 的灭活可增

高 2-3 倍，而厌氧微生物作用下未发现这一现象，认为土壤中的抗病毒活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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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可归因于好氧微生物的存在。Scheuerman 等也发现与厌氧消化（0.33log10/d）

相比，污泥好氧消化（0.77log10/d）对病毒的灭活率更高。 

3. 污泥处理处置中病毒的传播及暴露风险 

3.1 污泥处理处置环节中病毒的传播和暴露 

我国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系统包括污泥贮存、浓缩、调理、脱水/干化、存

储、运输等环节。根据目前国家有关污泥稳定及资源化需要，污泥处理系统还

包括污泥厌氧消化、好氧堆肥、焚烧等处理工艺。在这些处理环节中病毒可能

存在气流传播及操作人员的接触传播，然而目前关于污水厂污泥处理过程中病

毒的传播和暴露途径及风险缺乏系统研究。2020 年 2 月 1 日，生态环境部发

出了《新型冠状病毒污染的医疗污水应急处理技术方案》，其中提及“污泥在

贮泥池中进行消毒，贮泥池有效容积应不小于处理系统 24 h 产泥量，且不宜

小于 1 m³。贮泥池内需采取搅拌措施，以利于污泥加药消毒；应尽量避免进行

与人体暴露的污泥脱水处理，尽可能采用离心脱水装置”，这对于疫情期间污

水处理厂污泥处理环节的应急防控具有指导和参考价值。 

除了污泥处理环节，污泥处置过程中也可能存在病毒的扩散及暴露风险，

包括污泥土地利用（比如土壤改良、园林绿化、农用、林地利用）、污泥填埋、

污泥建材利用等环节。目前关于污泥土地利用中病毒的风险评估比较多。研究

表明未消毒处理的污泥一旦进入土地，吸附污泥中的病毒可能会浸出风险。有

证据表明污泥中的病毒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可能形成气溶胶，导致存在空气传播

暴露的风险。有关污泥土地利用的定量微生物风险评估分析表明与沙门氏菌相

比，诺如病毒、腺病毒每年的感染风险要大，其次为肠道病毒。在不同的暴露

途径，病毒风险等级大小分别为：直接摄入>气溶胶吸入>>污染地下水摄入>

污染食物摄入。根据美国 EPA 503 法规记录，对污泥土地利用附近公众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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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途径是吸入污泥土地利用中形成的带病原体的气溶胶，包括将污泥放入喷

洒装置、污泥喷洒到土地，以及污泥拌入土壤等过程，因为直接摄入污泥将病

毒带入人体的概率很低。如何降低污泥土地利用过程中气溶胶传播风险，一方

面是可通过强化污泥卫生化前端处理（污泥消毒）削减污泥病毒的含量，另一

方面也可通过设置防护间距来控制，研究表明间隔距离从 30 增加 165 m 时，

病毒感染风险可减少 0.5～1.0 log。此外污泥含水率也会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脱水污泥土地利用过程中抛散产生的气溶胶是液态污泥喷洒的 80

倍。但是，与液态污泥相比，脱水污泥的运输更加经济，因此我们需要优化脱

水污泥的含水率，以便平衡经济成本与病毒传播风险。 

3.2 污泥处理工艺对病毒的削减作用 

（1） 污泥厌氧消化 

污泥厌氧消化是实现污泥稳定化的重要手段。厌氧过程易腐有机物的降

解，同时高温条件存留一定时间，可显著杀灭有效杀死绝大多数病原物，实现

污泥的卫生化。美国 EPA503 指出污泥在 35℃到 55℃厌氧消化处理 15 d 以

上，在 20℃处理 60d，可显著减少病原体数量。研究表明经中温厌氧消化处

理，可满足美国 EPA 503 规定的 B 类污泥标准。Cheunbarn 等用厌氧中温-厌

氧高温或厌氧高温-厌氧中温的双消化系统，处理初沉污泥和剩余污泥的混合

物，当进泥中沙门菌浓度为 2～12 MPN/g TS 时，高温反应器（62℃）处理 14d，

同时中温反应器（37℃）处理 1 d，沙门菌等致病菌均能达到美国 EPA 503 规

定的 A 类污泥产品标准。 

然而，不同污泥消化条件对病毒的削减作用不同。研究表明仅靠中温厌氧

消化不能有效降低污泥中感染性病毒的水平。在美国，由中温厌氧消化处理产

生的 B 级污泥中能够检测出感染性肠道病毒和腺病毒，它们的含量分别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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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01～103 和 102～104 MPN/g 污泥。与中温厌氧消化相比，污泥高温厌氧

消化对腺病毒的去除率更高。研究发现高温发酵（60℃，65 kPa）可导致噬菌

体 f2 每小时降低 3.5log10，高温消化（54.5℃）每小时可降低滴度 1.2log10，

而中温消化（34.5℃）仅观察到每小时 0.04log10 的失活率，其中温度对三种

工艺中噬菌体的灭活的贡献率分别为 100%、32%和 19%。Levantesi 等对比两

种预处理方法（热水解和超声波）和 5 种污泥消化工艺（高温厌氧消化 TAD 

55℃、中温厌氧消化 MAD 37℃、中温厌氧消化与常温好氧消化 AA、中温/高

温厌氧消化 UMT、超声波/中温/高温厌氧消化 UMT-S）对体细胞大肠杆菌质

粒（SOMCPH，病毒替化性指标）的削减效果，结果表明热预处理（135℃，

20 min）的 log10 去除率最高，可达到 3.9～5.2，而超声波预处理几乎没有去

除效果。5 种污泥消化工艺对 SOMCPH 的 log 去除率分别为：UMT-S（2.4±0.4）

≈UMT（2.3±0.4）≈TAD（2.2±0.7）≈AA（2.0±0.6）>MAD（0.9±0.4）。Astals 等

研究发现污泥中温厌氧消化（37℃，20 d）对 SOMCPH 和 F-RNA 细菌质粒

（FRNAPH）的平均 log10 去除率分别为 1.0 和 2.7，而通过 80℃、10 min 卫生

化处理后，log10 去除率均超过 6.0，这可能跟体系中蛋白酶存在有关，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证实。 

总体而言，厌氧消化作为污泥稳定化的工艺，具有一定的去除病原微生物

和病毒的效果，起到污泥的卫生化处理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污泥高温厌氧

消化及多级串级消化工艺对病毒有更好的削减作用。针对污泥彻底卫生化的要

求，灭活污泥病原菌及病毒，采用污泥消毒+厌氧消化（如高级厌氧消化）或

高温卫生化处理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2） 污泥堆肥 

污泥堆肥通过有机质降解产生的热量，使基质升温，在稳定化过程中温度

可达 55～70℃，在一定的停留时间条件下，可充分去除大多数肠道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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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 55～70℃温度条件下可使病毒削减 3～4 log10。美国 EPA 503 指出

污泥堆肥温度上升到 40℃或者更高，维持此温度 5 d，同时在这 5 d 期间，有

4 h 温度超过 55℃，即可显著减少病原体数量；使用静态好氧堆肥方法，污泥

温度控制在 55℃以上，并持续 3 d，若使用摊堆方法时，污泥温度控制在 55℃

或者更高，并且要持续 15 d 以上，可进一步杀灭病原体数量。 

Paluszak 等发现在污泥好氧堆肥过程中，既使没有高温阶段，病毒的存活

时间仅为 34～44.5h，认为除了温度之外，堆肥过程其他理化因素可能也会引

起病毒的削减。脱水作用可能是引起病毒削减的另一个原因，它可通过病毒衣

壳的断裂，导致核苷酸的释放。Heck 研究发现堆肥终产物中未发现肠病毒。

Watanabe 等研究表明在 1.0 g 湿堆肥基质也没有检测出病毒，认为污泥堆肥基

质中病毒每年的感染风险低于万分之一，表明污泥堆肥对病毒有很好的控制

效果。 

但是，污泥堆肥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对某些抵抗力较强的植物病毒和噬

菌体去除效果有限，同时在堆肥过程烟曲霉等病原性真菌的生长也对堆肥操作

人员的健康存在风险。 

（3） 污泥石灰稳定 

石灰稳定是目前控制污泥中病毒等病原体数量的有效手段。美国 EPA 503

指出通过向污泥投加足量的石灰，使 pH≥12，接触 2 h 以上，可显著减少病

原体。 

研究发现在原污泥中肠道病毒的含量为 3.4～167 MPNCU/g TS，经石灰处

理后污泥未发现存活的肠道病毒。Sattar 等研究发现石灰稳定对腺病毒和吸肠

孤病毒等其他病毒的削减也是有效的。研究表明石灰稳定处理 11 h 后脊髓灰

质炎病毒的去除率可达到 90%。Brewster 等研究发现在每克干污泥中加 8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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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石灰，储存 1 d 后，污泥中肠道病毒的含量低于 1PFU/4gTS，满足美国

EPA503 中关于 A 级污泥的要求。此外，Koch 和 Strauch 研究发现污泥特性可

能影响石灰稳定灭活病毒的效果，同等条件下在厌氧消化污泥中灭活脊髓灰质

炎病毒所需的石灰剂量是生污泥的 2.5 倍。石灰稳定灭活病毒的机理可能主要

是在此过程中 pH 呈碱性（pH≥12），同时在此 pH 条件，NH4
+离子会转化形成

游离氨（NH3）。研究表明高 pH 和氨的共同作用，肠道病毒的削减可达到至少

4 log10。事实上，不同病毒对 pH 和游离氨的耐受程度不同，如细小病毒对游

离氨更敏感，而脊髓灰质炎病毒对高 pH 值（12 以上）更敏感。因此，确保石

灰稳定对污泥病毒杀灭效果的重要条件：高 pH 值和游离氨。 

然而，石灰稳定还不能认为是污泥卫生化处理的最有效方法，虽然能显著

降低病毒等病原体的数量，但是不能将它们全部杀死，此外，添加量大及高 pH

值不利于污泥后续处置，因此，通常作为一种应急处理方式。 

（4） 污泥干化 

污泥干化是通过污泥水分蒸发，实现污泥减量化的一种重要手段，研究表

明其对病毒等病原体也有很好的削减作用。美国 EPA 503 指出污泥在沙床、砾

石床或未铺石砖的床层上自然风干 3 个月以上（2 个月以上温度大于零度），

可显著减少病原体数量；污泥热干化温度高于 80℃以上，且含水量低于 10%，

可进一步杀灭病原体。 

Romdhana 等评估了四种热干化工艺（转筒间接干化、转筒直接干化、薄

层干化、太阳能干化）对甲肝病毒的削减效果，研究表明前三种干化工艺对甲

肝病毒的灭活所需时间分别为 10 min、20 min 和 10 s，但太阳能干化效果不明

显。转筒间接干化初期，甲肝病毒浓度不变，当温度达到 75℃时，浓度开始快

速下降，大约 10 min 后，消毒完成。转筒直接干化温度较高（80～100℃），

但消毒大概需要 20 min，这是因为当污泥量较大时污泥传热速率较慢。薄层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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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表面温度可达到 112～137℃，因此其对甲肝病毒消毒时间仅需要 10 s。太

阳能干化由于温度较低（低于 38℃），对甲肝病毒等致病微生物几乎没有消减

效果。这表明温度是影响污泥热干化过程中病毒削减的重要因素。Brashear 和

Ward 研究了污泥风干过程中病毒活性的变化，发现在污泥含水率的下降到

20%过程中，病毒的感染性会逐渐降低，表明污泥脱水作用有利于减少病毒的

感染活性。研究表明污泥脱水可使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结构被分解，释放出其遗

传物质 RNA，在污泥中不可逆地被灭活，研究发现通过蒸发使污泥中含固率

增加至 83%以上，可有效地灭活污泥中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滴度降低 1 log10

以上），且感染性恢复率明显下降，也可使呼肠孤病毒和柯萨奇病毒滴度明显

下降。此外，Rouch 等也发现污泥风干过程中大肠杆菌噬菌体数量会逐渐减少，

表明污泥自然干化过程中肠道病毒也可能削减。但是，De Oliveira 等对比了三

种温度（室温、30℃和 60℃）的污泥热干化，发现三种污泥干化条件脊髓灰质

炎病毒均会快速削减，但是体细胞大肠杆菌噬菌体（somatic coliphages）会持

续存在，表明污泥经低温热干化处理后可杀灭部分病毒，但某些抵抗力强的病

毒削减效果有限。 

总之，高温和低含水率是实现污泥干化过程中病毒削减的两个重要方面。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低温热干化（40～50℃）条件下会促进病毒等病原体活性的

增加。与致病菌不同，病毒的繁殖是在宿主细胞中完成的，因而可以肯定病毒

在污泥中是不能繁殖，但是在低温、高湿条件下其存活时间有可能延长。 

4. 存在问题及展望 

4.1 存在问题 

（1） 污水处理厂污泥病毒的赋存特征尚不清晰，特别是冠状病毒研究较

少。由于污泥来源广泛、组成复杂，尽管目前有关污泥病毒的检测方法较多，



专家观点 

- 69 - 

 

包括噬菌斑培养、RT-PCR、流式细胞式、染色法等，但这些方法都存在一定局

限性，不能全面反映污泥中病毒的种类及丰度。近年来，病毒宏基因组学技术

的发展有望推动污泥病毒的赋存特征深入研究。 

（2） 污泥处理处置过程病毒的传播及暴露风险不明。目前关于国外关于

污泥产物土地利用等环节中病毒等致病微生物的暴露风险及传播途径有一定

的研究，但对于污泥贮存、浓缩、调理、脱水、储存、转运等处理环节中病毒

的传播途径及暴露风险尚未报道。这次疫情期间，不少专家针对污水厂污泥处

理处置的风险防控提出了不少建议，如郑兴灿等建议疫情期间初沉池直接超越

运行，同时适度提高活性污泥浓度，延长实际运行污泥泥龄，加强脱水间通风

与消毒，尽量采用热干化或石灰碱法稳定等方式进行消毒处理，污泥存储及运

输过程应密闭，必要时，喷洒消毒剂。这些建议为疫情的病毒风险防控起到很

好的支撑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对污泥中病毒及病原菌的传播与暴露风险还缺

乏深入的研究，难以满足未来精准及科学防控的要求。 

（3） 我国污泥中病毒控制要求和标准有待完善。目前美国、法国等国制定

的污泥标准对肠道病毒进行限制性控制，但是我国尚没有污水厂污泥中病毒控

制的相关要求，有待于进一步健全。 

（4） 污泥中病毒的防控技术研发有待加强。随着我国将生物安全纳入国

家安全体系的重要方向，污水厂污泥中病毒等病原体的卫生化要求势必进一步

提高，然而现有污泥卫生化技术能否满足新形势的更高要求，有待进一步研究

评估。 

4.2 展望 

（1） 建立我国污水厂污泥病毒的基础性数据库 

建立适合我国污泥病毒的检测方法，解析污泥全链条处理处置环节病毒的



专家观点 

- 70 - 

 

赋存特征、转化规律及传播风险，探明我国污泥病毒的时空分布规律，构建

我国污泥病毒的基础性数据库，为污水处理厂污泥中病毒风险防控提供科学

依据。 

（2） 加强污泥处理处置过程中病毒传播途径及暴露风险研究 

探明污泥处理处置过程中典型病毒的潜在传播及暴露途径，为突发性感染

疫情防控期间污泥处理处置过程中应急防控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污泥典型病毒

在土-气-水不同环境介质的扩散迁移机制，阐明污泥典型病毒对生态系统和人

类健康的潜在中长期风险。 

（3） 完善污泥处理处置病毒管控标准体系 

基于污泥中病毒传播及暴露风险，建立污泥处理处置环节感染性病毒（应

急）防控的管理方案，以细菌质粒为基础筛选确定污泥卫生化的控制指标，基

于感染性病毒的传播特性、致病性风险、存活及杀灭特性，提出定量化、分级

管控标准，构建完善的污水厂污泥卫生化管理体系。 

（4） 强化污泥卫生化处理新技术研发 

加强现有污泥处理处置技术对病毒等致病微生物的削减效能研究，基于污

泥卫生化要求优化现有污泥处理处置技术参数，针对污泥中突发性感染病毒，

研发新型的污泥防控技术体系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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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怀宇、马军：城市水系统公共卫生安全应急 

保障体系构建与思考 

来源：给水排水公众号 

作者：张怀宇、马军 

城市水系统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过程，是人类伴随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

件而逐渐吸取教训与不断完善的过程，及时地总结城市水系统存在的问题，并

逐步地完善和提高城市水系统的安全可靠度，对于应对现在的疫情和未来的公

共卫生安全面临的挑战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20 年 1 月 31 日凌晨世界卫生组织 WHO 依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

召开紧急会议，认定新型冠状病毒事件（COVID-19）为“国际关注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此前，1 月 21 日，国家卫健委发布 1 号公告，将 SARS-

CoV-2 感染的新冠状病毒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

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措施；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管理；1 月

29 日，全国 31 省区市均已依据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11

年修订本）》及《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特别重大（Ⅰ级）响应。 

在前期关于 SARS 病毒的研究中，人们在非典肺炎患者的排泄物中检出

了与 SARS-CoV-2 相似度较高的 SARS-CoV 病毒 ，发现病毒会随着病人排泄

物进入排水系统，也可能随着雨水径流冲刷进入水环境，对饮用水源构成潜在

威胁，或进入土壤等环境中、在不当的条件下对水源构成潜在安全影响，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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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城市水系统带来一系列挑战，据此启动了相关应急研究工作。最近，在患者

的排泄物中相继检出 SARS-CoV-2 的核酸和病毒，重症病房污染空气中也初步

确认检出病毒。 

现代城市供水系统和排水系统是在应对霍乱、鼠疫等致病微生物导致的传

染性疾病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人类提供干净和充足的饮用水、保护了水环

境，大大地减少了疾病的传播，显著地提高了人类生活质量和平均寿命。尽管

不同类型的致病微生物对处理工艺的耐受性有所差异，通过工艺的合理选择和

运行的优化、调整，城市水系统完全可以继续发挥人类健康安全的屏障与保障

作用。 

1. 病毒特性和灭杀 

目前，尚无 SARS-CoV-2 病毒在水中或污泥中存活和灭活的试验数据。本

文以人冠状病毒 SARS-CoV 的相关成果为主，辅以人冠状病毒 HCoV-229E、

鼠冠状病毒 MHV-A59。SARS-CoV 因病毒株和试验差异、不同研究中差异显

著，以严格者作为 SARS-CoV-2 在水中存活和灭活的参考。 

1.1 病毒的存活特性 

人冠状病毒 SARS-CoV 和 HCoV-229E 的生存试验数据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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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人冠状病毒在清水、污水及排泄物中的存活时间 

数据来源 冠状病毒 介质与测定条件 水温 4℃ 水温 20～25℃ 

王新为 等 

（a） [6] 
SARS-CoV 

脱氯自来水 >14d 
2～3 d 

（核酸>7 d） 

生活污水或医院污水，

经离心分离的上清液 
>14d 

2～3 d 

（核酸>7 d） 

生理盐水  >14 d 

排泄物  3～>17 d 

Gundy 等[7] HCoV-229E 

脱氯自来水  8.09d（12.1d）b 

脱氯自来水，经 0.2 μm

孔径超滤过滤 

392d 

（588d）b 
6.76d（l0.ld）b 

污水经初次沉淀  2.36d（3.54d）b 

污水经初次沉淀和 0.2 

μm 孔径超滤过滤 
 1.57d（2.35d）b 

污水经二级处理  1.85d（2.77d）b 

Pagat 等[8] SARS-CoV 水中  >6 d 

Lai 等[9] SARS-CoV 粪便离心后的上清液 >27d 4～5 d 

Duan 等[10] SARS-CoV 
粪便、1：20 稀释粪便、

尿液 
 >5 d 

Rabenau 等[11] SARS-CoV 

病毒悬液，基础培养液

中添加或不添加小牛血

清（对照干燥条件） 

 

>9 d 

（9 d 时去除率 

高于病毒悬液）c 

注：a. 未特别说明者，均以感染性衡量存活时间； 

b. 括号外为 99%去除率存活时间，括号内为 99.9%去除率存活时间； 

c. 括号外为病毒悬液中的存活时间，括号内为干燥条件下存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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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见，冠状病毒在水中的存活时间均受水温与水质的影响，在较低水

温下病毒生存时间更长；SARS-CoV 在室温（20～25℃）下，在清水和排泄物中

病毒生存时间略长于在污水中的生存时间，此外在培养液中存活时间略长于干燥

条件。在 4℃条件下病毒的存活时间可长达 100 d 以上，在室温（20～25℃）条

件下存活时间达 2～17 d 以上。武汉 6 月份之前污水温度一般不超过 25℃，可以

推断冠状病毒的存活时间可能远长于污水在城市污水系统中的水力停留时间。 

1.2 病毒的灭杀 

列举了清水和污水中不同氧化消毒剂对人冠状病毒 SARS-CoV 的灭活效

果，结果如表 2 所示；加热处理对病毒灭活效果如表 3 所示，调节 pH（酸碱）

对病毒的灭活效果如表 4 所示。未见有其他工艺段灭活冠状病毒的实测数据，

因此参考其他病毒的效果，在 2.1.3 节中论述。 

表 2  消毒剂对清水和污水中病毒 SARS-CoV 的灭活效果 

数据来源 冠状病毒 介质与试验条件 消毒剂 结论 

王新为等

（a） 

SARS-CoV 
污水经离心分葛的上

清液，小试 
氯 

氯投加量：l0～20 mg/L （接

触 30 min 后游离性 余氯 0.5 

mg/L）灭活病毒 

SARS-CoV 
污水经离心分离的上

清液，小试 

二氧 

化氯 

二氧化氯投加 40 mg/L （接

触 30 min 后游离性余氯 2.19 

mg/L）灭活病毒 

王新为 

等（b）[12] 
SARS-CoV 

定点收治医院北京小

汤山医院污水装置，

消毒接触时间 1 h，实

测，消毒前持续检出

SARS-CoV 核酸 定

点收治医院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 309 医院污

水.消毒接触时间 l h，

氯 

游离性余氯 0.2～0.5 mg/L 

（总余氯 1.0 mg/L） 条件下消

毒后均未检出 SARS 病毒核

酸 

游离性余氯 1.0～2.5 mg/L 

（总余氯 3.0～5.0 mg/L）条件

下消毒后过半数水样检出

SARS 病毒核酸，但拷贝数

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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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冠状病毒 介质与试验条件 消毒剂 结论 

实测，消毒前持续检

出 SARS-CoV 核酸 

张珈敏等[13] SARS-CoV 
臭氧水加病毒悬液，

小试 
臭氧 

投加臭氧 27.73 mg/L、反应 4 

min 或投加臭氧 4.86 mg/L.反

应时间 l0 min，可以完全灭活

SARS 病毒（未报导剰余臭氧

浓度） 

Duan 等 SARS-CoV 表面消毒 
紫外 

线 a 

较肠道病毒难以灭活， l62 

mJ/cm2 不完全灭活 ， 324 

mJ/cm2完全灭活 

Darnella 

等[14] SARS-CoV 表面消毒 
紫外 

线 a 

UVA 无效；UVC （254 nm） 

4.016 mW/cm2，6 min 去除率

99.75%. 6～9min 无新増去

除，15min 完全灭活 

注：a. 紫外线消毒试验结果是针对表面消毒而取得的，因紫外线在水中衰减高于空气，

表面消毒所取得的参数不适用于水的消毒。 

表 3  加热处理对人冠状病毒的灭活效果 

数据来源 冠状病毒 灭活情况 

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15] 
HCoV-229E 56℃/10 min 或者 37℃数小时即可使丧失感染性 

Duan 等 SARS-CoV 
20℃/120min 或 37℃/120 min 未见显著变化：56℃/90 

min、67℃/60 min、75℃/30 min 完全灭活 

Rabenau 等 SARS-CoV 56℃/30min，>5 log 去除率（没有蛋白质保护时） 

Darnella 等 SARS-CoV 
56℃/60 min、65℃/60 min 不完全灭活； 

75℃/45 min 灭活 

Pagat 等 SARS-CoV 
58℃/60 min 具有感染能力、120 min 完全灭活；68℃/60 

min 完全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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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调节 pH 对冠状病毒的灭活效果 

数据来源 冠状病毒 耐酸性 病毒存活的适宜 pH 耐碱性 

Damella 等 SARS-CoV 

pH=l/lh，4～37℃， 

完全灭活； 

pH=5～9 适宜存活 

4～37℃，pH 

12～14/lh 完

全灭活 

pH=3/lh，4℃部分 

灭活（2.5log）， 

25～37℃完全灭活 

Pagat 等 SARS-CoV - pH=l1 基本无影响 

pH=13，病毒

瞬间削减

3.51og，6 h

存在微量病

毒颗粒，24 h

完全低于检

出限（5log） 

Meridian 

Institute 

NewsSJ 

MHV-A59 - 
pH 6.0 时具有最大感

染性 

pH 8.0 下通

过短期处理

迅速和不可

逆转地灭活 

Lai 等 SARS-CoV - 

pH=9 可存活 4～5 

d，高于 pH=6～8 的

2～3 d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新为等（a）的消毒小试中，游离性余氯 0.4 mg/L 时，

SARS-CoV 表现为在 1 min 之内被完全灭活，20 min 时重新检出，去除率仅

43.77%；Darnella 等的加热处理试验中，56℃和 65℃条件下 SARS-CoV 表现

为快速基本灭活，几乎达到检出限，然而 60 min 时病毒检出量增加。可能的

原因是初始出现病毒之间的聚结，而随后分离又会恢复传染性。因此，所采用

的氧化剂消毒时间或加热处理时间不宜过短。 

由表 2 可见，游离性余氯、二氧化氯、臭氧都对清水或固液分离后的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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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冠状病毒有良好的灭活效果；氯和二氧化氯灭杀冠状病毒的剂量分别为

CT 值 15 mg/L·min 和 66 mg/L·min，较肠道病毒 4log 灭活率的 11.6 mg/L·min

和 50.1 mg/L·min 分别高 29%和 32%，远高于大肠埃希氏菌 4 log 灭活率的需

求。在臭氧的消毒试验中未报导剩余臭氧浓度，无法计算 CT 值，但表现出非

常优异的病毒灭活效果，在实验条件下完全灭活病毒。单独的紫外线效果不佳。 

由表 3 可见，加热处理可以有效地灭活冠状病毒；SARS-CoV 对热的抵抗

能力远远强于 HCoV-229E，参考灭活温度和时间为 58℃/120min、67℃/60min

或 75℃/45min 以上。 

由表 4 可见，酸性或碱性条件下可以有效地灭活冠状病毒；SARS-CoV 对

酸碱抵抗能力远远强于 MHV-A59，在 pH 值 5～11 均可存活，碱性环境 pH

值 12 以上，酸性环境 pH 值 1（4℃）或 pH 值 3（25～37℃）以下可以灭活病

毒。 

1.3 应用分析与参考建议标准 

1.3.1  水处理中的消毒剂及参数 

（1） 集中收治医院及隔离点污水 

集中收治医院及隔离点是排水系统中的高风险点，应该高度重视医院废水

的处理，医院所采用的各个处理工艺应能够取得逐级去除病毒的效果，并最终

在消毒阶段稳定可靠地灭活病毒。应采取病毒去除幅度不低于 4 log 的严格措施。 

现行医疗废水的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及 SARS 期间的污水应急处理规定

了氯消毒要求为：投加有效氯 20～50 mg/L、出水总氯 6.5 mg/L、消毒接触时

间 1.5 h；或采用紫外消毒时为 60 mJ/cm²、消毒时间不短于 10 s。标准中列举

了臭氧消毒方法，但均未规定 C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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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标准中，若总氯全部为氯铵，则难以保障灭活病毒，应补充游离性余

氯的要求。由于氯胺对于病毒的灭活能力非常弱，如果投加的氯通过氯胺消毒

则难以彻底灭活病毒。因此，采用氯消毒时要注意水中氨氮浓度，通过加强前

端的污水生物处理过程的工作性能降低出水氨氮浓度，使氯和氨氮的重量比大

于 7.6 以上（超过折点进行氯化消毒），保障污水处于游离氯消毒的状态。考

虑到污水处理运行中氨氮浓度不易动态在线稳定地控制，或者氨氮浓度过高、

投氯量过大、难以达到自由性氯消毒要求时，建议采用臭氧和氯组合消毒，确

保有效稳定可靠地灭活病毒。 

针对本次应急事件，环保部、省、市均做出了补充要求，规定消毒接触时

间≥90 min，出水游离性余氯量 6.5 mg/L，如果能满足此工作条件，则可达到

病毒 4 log 以上的灭活能力。但在运行过程中，要注意区分总余氯和自由性氯，

只有自由性氯才有较好的病毒灭活作用，而总余氯中的氯胺对病毒的灭活能力

很弱。 

在不能实施污水二级处理设施的场所，按规定应采取预消毒工艺才可进入

化粪池。预消毒工艺可采取投加消毒剂、加热处理、碱处理等方法。 

（2） 城市污水 

应在医院废水处理阶段严格控制病毒的灭活， 严防病毒进入城市排水系

统。但考虑到有可能存在分散的携病毒粪便排入排水系统，城市排水管道和城

市污水处理厂可能会有潜在的病毒安全风险，也需要关注城市排水管道系统的

渗漏控制与加强城市污水处理的运行与管理。 

城市污水处理厂具备一定的病毒去除能力。一般而言，初级沉淀池病毒去

除率为 0～1 log，传统活性污泥法和生物滤池阶段病毒去除率为 0～1 log，氧

化沟工艺中病毒去除率为 1～2 log，氯或臭氧消毒阶段病毒去除率（含消毒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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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池）可达到 1～4 log。 

我国较普遍采用了氧化沟和长泥龄活性污泥法，新建污水处理厂较多地采

取了混凝、沉淀或过滤工艺。总体上易于达到病毒 4 log 以上的灭活能力。 

（3） 再生水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规定“以缺水及水污染严重地区城市为

重点，完善再生水利用设施，工业生产、城市绿化、道路清扫、车辆冲洗、建

筑施工以及生态景观等用水，要优先使用再生水”。其中城市杂用水和水景类

用水的消毒较排放标准更为严格，分别为总大肠菌群 3 个/L 和粪大肠菌群 3

个/L。再生水标准的报批稿中，参照日本等国内外应用实践，将培养用时 48 h

以上的总大肠菌群调整为用时 24 h 的大肠埃希氏菌、提升检测速度，并规定

大肠埃希氏菌不得检出。 

再生水中的背景成分进一步降低，若控制所要求的消毒剂量和停留时间的

条件，可以达到病毒灭活的要求。 

（4） 生活饮用水 

在一个典型的常规饮用水处理工艺中，沉淀+过滤可以取得 1.5～2.4 log 的

病毒去除幅度，消毒可以提供 1.1～6.9 log 的去除幅度。生活饮用水水源中氨

氮、有机物（以 CODMn 计）限值较低，分别为 1.5、4mg/L，易实现游离氯消

毒。在取得稳定的出厂水浊度 0.5～1.0NTU 以下，并满足规定的消毒剂投量和

接触时间条件下，总的病毒杀灭幅度一般高于 4 log，因而风险是较低的，关

键是保持稳定可靠的运行管理。 

如在消毒处理段要求过高的病毒削减率，意味着很高的消毒剂投加量，随之

而来的消毒副产物也会大幅度提升，而疫情持续时间相对较长，消毒副产物对水

质有副作用，因此水厂运行过程中尽可能地控制常规处理工艺或深度处理工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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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水浊度和工艺运行的稳定性，一般以控制出厂水余氯不超过 0.8 mg/L 为宜，如

果管网过长也可以采用多点中途加氯，应保障管网末梢 0.05 mg/L 的余氯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供水系统的安全性最关键的还在于饮用水源的保护，

应严格控制饮用水源水质污染。此外，需要保障输配水管网系统的安全，尽可

能减少管网事故和二次污染，并保障末端供水余氯和安全稳定运行。 

1.3.2  污泥消毒 

污泥的处理是一个无害化、稳定化、减量化、资源化的过程。采用加热处

理、调节 pH 处理、消毒剂均能实现污泥中病毒的杀灭；而不具备上述处理功

能的浓缩、脱水、深度脱水、低温干化等工艺不能确保病毒的杀灭。污泥的消

毒，应考虑污泥中大量颗粒和胶体的存在对消毒剂和颗粒深处病毒接触的延缓

作用，考虑消毒剂在消毒过程中传质作用产生的不利影响，适度增加投加药剂

的剂量或延长反应时间。 

现行污泥处理稳定标准中包含了部分污泥处理方法，但该标准主要针对粪

大肠菌、有机物等指标，未包含病毒指标。一般认为，对于肠道病毒，常规厌

氧发酵去除 0.5～2 log，好氧发酵/堆肥去除 2～4 log，热干化或石灰稳定去除 

3～4 log。以上结论是否适用于冠状病毒，需要进一步甄别。 

（1） 加热处理对冠状病毒的消杀 

污泥加热处理包括厌氧发酵、好氧发酵、厌氧消化、好氧消化、热干化、

热碱分解、亚临界热水解、焚烧等。 

从反应温度、反应时间，能满足灭活冠状病毒的工艺包括： 

a. 污泥厌氧发酵及组合工艺中的高温厌氧消化、亚临界热水解。高温厌氧

消化反应温度 55℃±2℃、反应时间 10～15d 以上；亚临界热水解反应温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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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采用 150～200℃、反应条件 1.0 MPa。 

b. 污泥好氧发酵中的高温好氧发酵和超高温好氧发酵。高温好氧发酵过

程中高温期持续 55℃/5～7 d 以上，或 56～65℃/3d 以上，日本还要求 65℃/48h

以上以杀灭致病微生物和寄生虫卵；超高温好氧发酵的高温期达 70～85℃/3d

以上。污泥好氧发酵应注意气溶胶的收集和消毒处理。 

c. 污泥热干化中的传统热干化和采用较高温度的低温热干化。传统污泥

热干化过程中半干污泥温度达 110℃；低温热干化中采用 67℃/60min 以上条

件。较低温度的低温热干化不能确保病毒的杀灭。 

d. 热碱分解反应温度 110～140℃、压力 0.15～0.40 MPa、pH 值 10～12、

反应时间 1 h 以上； 

e. 污泥焚烧（含协同焚烧、水泥窑协同焚烧）。 

符合现行污泥稳定化标准，但不能确保病毒灭活的方法： 

① 中温厌氧消化（常规厌氧消化）。消化控制条件 35℃±2℃/固体停留时

间 20d 以上。 

② 高温热水解。反应条件 35～55℃/15d 以上。 

③ 其他好氧发酵。 

④ 其他低温热干化。 

（2） 调节 pH 值处理（碱处理）对冠状病毒的消杀 

调节 pH 至 12 以上或 1～3 以下均能灭活冠状病毒。在工程上石灰成本较

低、堆放过程中，pH 自然回落，不会造成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故一般采用碱

法（石灰法）。 

石灰稳定法标准不一，投加污泥干重 15～30%的生石灰，反应 2 h 后，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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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到 12 以上，并维持 pH 11.5 以上 24h；或 pH 12 以上 2 h、pH 11.5 以上

24 h；或：投加石灰充分混合后，按德国排水协会污泥手册的要求，第一阶段

pH 上升到 12.5 以上，同时温度上升到 55～70℃，1 d 以后一般仍能达到 pH12。

建议按充分混合后，控制初始 pH 12.5 以上。 

板框深度脱水，污泥添加石灰等调理后的 pH 一般不超过 11，达不到灭杀

病毒的要求。 

（3） 临时处理处置 

污泥如果有效隔绝，能够避免淋溶和渗入地下水的情况下，随着病毒

的凋亡，经过一定的历时，是可以灭活病毒的。然而，多数情况下污泥中

易腐有机物含量比较高，堆放过程中具有危害。建议经过一定的稳定化措

施后处置。 

1.3.3  病毒灭活小结 

对于排水系统，如果在末端实现病毒的高去除率，则消毒药剂投加量极

大、成本高，消毒剂副产物和过量剩余消毒剂进入环境水体还会损伤水生生

物、影响水环境功能。因此，应首先立足于对病毒源头的隔离，减少风险范

围、风险点，也就相应减少投加点；其次，尽可能地将病毒杀灭在源头，在

医院等源头阶段水量较小，即使单位水量中消毒剂投加量增加，绝对量也较

小，消毒段设计去除率不应低于 4 log；末端的污水处理厂采用相对较低的

消毒标准，消毒段设计去除率不应低于 2 log；净水厂为避免过高的消毒副

产物，消毒段设计去除率不应低于 2log。疫区水及污水消毒可参考表 5 所

示的条件。 

表 5  疫区水及污水处理消毒最低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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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指标 
消毒段设计 

去除率 
游离氯 a 

二氧化氯（有

效氯计）a 
臭氧 紫外 a 

集中 

收治医 
CT/mg/L· min 

4 log，
99.99% 

15 66 1.80 

与氯、过

氧化氢、

过硫酸盐

等联用 

院及 

隔离点 
参考接触时间/min 90 90 15 

污水 
参考剩余消毒剂

/mg/L 
0.17 0.73 0.12 

生活 

饮用水 
CT/mg/L·min 

21og，99% 

7.5 11.1 0.9 

与氯或过

硫酸盐等

联用 

厂 b/ 

污水厂/ 
参考接触时间/min 30 30 15 

再生水厂 
参考剩余消毒剂

/mg/L 
0.25 0.37 0.06 

注：a. 根据 SARS-CoV 成果修正； 

b. 生活饮用水厂总余氯建议出水不超过 0.8mg/L、管网末梢不得低于 0.05mg/L。 

疫源地排泄物、分泌物的消毒已有规定，可满足病毒消杀的需要。 

污泥中杂质较多，消毒剂难以充分和病毒接触，并且和其他物质反应，可

能生成大量有害副产物，因此宜优先采用加热处理或碱处理。疫区非疫源地较

高风险的污泥处理要求可参照表 6 所示条件。 

表 6  疫区非疫源地污泥处理参考消毒要求 

类别 工艺 方法和要求 

加热 

处理法 

一般工艺要求 58℃/120min， 67℃/60min，或 75℃/45min 以上 

好氧发酵 高温好氧发酵，或超高温好氧发酵，确保尾气处理 

厌氧发酵 高温厌氧发酵，或前置高温热水解的厌氧发酵 

热干化 b 
传统热干化、低温热干化（67℃/60min 以上），预热段尾气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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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工艺 方法和要求 

热碱分解 
反应温度 110～140℃、压力 0.15～0.40MPa、 pH 值 10～

12、反应时间 l h 以上 

焚烧 焚烧，或协同焚烧 

碱处 

理法 

一般工艺要求 保持 pH 12/lh 以上 

石灰稳定法 a 

临时处理处置 

石灰投入混合 2h 后，pH 达到 12.5 以上，并保持 2h 末 pH 值 

12 以上、24h 末 pH 值 l l 以上。 

污泥、污泥湿基 5%的生石灰（条件具备时污泥和石灰均匀混

合）、覆土分层布置，场地防渗处理、完成后防水布覆盖 

氧化 

剂法 
漂白粉法[39] 

污泥消毒池 HRT>=24h 并搅拌；漂白粉投加量约为泥量的

10%～15%。 

注：a. 混合后起始 pH 由 12 提升至 12.5； 

b. 低温热干化温度应高于 67℃、预热段尾气应处理。 

2. 城市水系统应急策略与方案 

本文尝试从普适性的角度考虑城市水系统的应急策略和应急方案。然而由

于时间有限，主要工作也基于武汉疫区，所述方法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其他地区。 

2.1 体系与策略 

尽管尚无证据表明水、污水或污泥在该病毒传播中的作用，本着安全第一

的原则，采取充分的隔离和消毒措施。为提高应急的安全水平、运行管理效率、

削减副作用，必须从综合体系的角度梳理和应对。 

2.1.1  系统性处理隔离和消毒 

在水的循环过程中，水作为流动的介质，也携带了物质流的循环。尽管病

毒在水中不会增殖，而呈现凋亡的过程，但仍然会因传递、扩散、局部富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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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感染事件。必须把供水、排水、城市水体作为动态循环的整体综合考虑，

采取不同的隔离（连通）和消毒（连通）方式。 

将系统划分为城市水系统内部、外部空间，并进一步将城市水系统内部分

为 5 个子系统：疫源地（市政排水系统起端和末端供水）、重点防控地区（市

政排水系统和末端供水）、排水收集处理系统、给水处理与输配系统、水体（水

源地、外河和城市生态水体）等。 

隔离技术措施包括物理隔离和软隔离等形式。物理隔离采用封闭、疏通、

减压等措施，避免水、飞沫、气溶胶扩散到受控空间以外；软隔离，通过预警

或警示等方式，避免与潜在携带病毒的介质的接触。 

消毒技术措施针对可能携带病毒的介质，包括水、污泥、气体等，采取安

全、可靠和易于稳定运行的灭活措施。 

其中采取的隔离措施包括：疫源地不同系统之间隔离（清洁区和污染区隔

离）、重点防控地区不同系统之间隔离（供水单元之间隔离、污水单元之间隔

离）、疫源地和给水输配系统之间单向连通、排水收集处理系统和外部空间隔

离（管道清淤、低水位运行、密封井、加盖和负压抽吸等）、城市生态水体和

外部空间软隔离（避免人群在疫情期间接触）、城市水源地和上游软隔离（加

强与水源地相连接水体的污染管控，进行水源点的水质监控和上游疫情监控）。 

采取消毒措施的包括：疫源地至排水收集处理系统的强化消毒、排水收集

处理系统至水源地（外河）的消毒（严控病毒进入水源地）、排水收集处理系

统至城市生态水体的适度消毒（充分利用污水处理系统的广义消毒能力、控制

过高的余氯进入）、污泥至外部环境的消毒。 

综合运用隔离和技术措施，实现安全功能、生态环境功能的协调统一，处

理好关键节点，打有准备的防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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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时效性措施应对疫情发展 

（1） 动态应对疫情的发展变化 

疫情有散发、流行、爆发、大流行的发展过程，也有识别、隔离、治愈的

控制过程。因而既有时间上的季节性，也存在空间分布的地方性等特点。应根

据不同地方的具体特点和时间阶段特点应对疫情。具体包括： 

a. 疫情初始和相持阶段。该阶段未识别的疫源地较多、风险较高，除疫

源地关键点的随时消毒和终末消毒外，还应加强市政排水系统的消毒，杜绝

包括合流污水在内的未经处理污水进入水体。城市供水系统和城市湖泊启动

应急。 

b. 疫情的阶段性有效控制阶段。收水区域内，集中收治医院、集中观察点

以外区域，传染得到有效控制的区域，经有关部门批准，末端消毒（污水厂尾

水、溢流点、污泥）恢复至疫情前状态。 

c. 疫情的结束。排水设施解除应急。水源地上游疫情结束后，城市供水系

统解除应急。疫情结束一定时间后（依水温确定），城市湖泊解除应急，允许

游客接触。 

（2） 持久战疫准备 

应对疫情是一个相对持久的过程，时长预期以月为单位，做好资源配置和

季节性影响的应对。 

资源配置包括：较长时期内的设施维护和人员组织、物料准备的措施，应

保障运行物资和原料的稳定供应。 

应对季节性气候影响，包括：雨季合流污水的溢流、城市内河内湖的排洪、

供水设施和污水处理设施的季节性冲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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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安全稳定运行管理保障人民健康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美好生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这一载体。因此包含两个方面： 

（1）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综合衡量各类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安

全。水务部门不仅要做好自身工作，还应尽量做好主动对接和提醒义务，包括

与医院和隔离点的沟通对接工作、与存在感染的社区的沟通对接等。对于存在

超标情况的上述来水，也要应收尽收；上游未妥善消毒的，采取必要的补充消

毒措施。 

（2） 美好生活的载体还包括全体运行、维修维护、施工作业、管理人员，

保障他们的安全也是保障城市水系统的正常运作的必要环节。 

2.1.4  抓主要矛盾保防疫重心 

疫情期间，控源与防疫是主要矛盾和重心。 

（1） 可行目标：允许对水环境有限度且事后可恢复的损伤前题下，确保控

源与防疫需要的安全性。限于当前的设施条件和认知，在难以做到保障水环境

生态排放标准和对水环境无损的完全兼顾下，短期应急时期以病毒源头控制和

安全防疫为首要目标。 

（2） 疫情期间的集中收治医院和隔离点污水，特别是临时性设施，其生化

系统需要一个运行调试和污泥驯化过程，因此除非是已经运行调试好的装置供

应到疫区，否则出水短期内难以达标。非微生物毒理相关指标的达标问题不应

成为集中收治医院和隔离点运行的障碍。若生物处理系统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稳

定运行，应采用强化措施（例如，混凝、沉淀、过滤或膜过滤等），可进行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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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分类收集，并将粪便等进行高温或焚烧处理，污水则在处理工艺阶段逐级稳

定地去除病毒，并在终端实现安全、稳定、可靠的消毒灭活，严格防止病毒进

入城市排水系统。 

（3） 应对疫情中城市污水处理厂可能会超标。为了确保对病毒的灭活效

果，可能会出现一些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问题，例如，城市污水处理可能会受

到前序各环节氯消毒剂的冲击，部分城市污水处理厂还会缺少原水的水质监测

或无法检修，或为了确保游离性余氯灭活病毒而强化硝化作用、导致反硝化弱

化，也有可能由于水中氨氮较高而考虑采用臭氧与氯的组合消毒，在保障消毒

效果的前提下降低消毒剂综合投量，同时有相当的城市污水处理厂缺乏消毒接

触和脱氯的设置而导致出水的余氯增高。这些问题应在确保病毒稳定可靠去除

和灭活的前提下，考虑合理的解决方案。 

（4） 鉴于当前的标准体系未充分考虑紧急事态下的适用性问题，应当允

许为实现防疫目标下的非病毒类生物相关指标的短期超标；然而相关运行管理

不应因免责而降低要求，仍应努力在实现防疫目标下的达标。 

2.1.5  继承和发展 

今天能够相对从容和更体系化地应对疫情，有赖于 SARS 期间的系列经

验和针对性的研究成果。检视本次的应急，仍然会有诸多经验和教训。 

新冠状病毒的发生有其偶然性。然而，人类和致病微生物将是一个长期共

存的状态，仍然会有致病微生物对人类的健康造成威胁。城市水系统应充分并

如实地记录本次事情中的情况和应对成效，总结经验教训；也应开展相关研究，

推动行业进步、提升应对能力。 

2.2 应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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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期城市水系统的应急包含 5 项子系统和 3 项综合措施应急的组合。5 项

子系统：疫源地（市政排水系统起端和末端供水）、重点防控地区（市政排水

系统和末端供水）、排水收集处理系统、给水处理和城市供水输配系统、水体

（水源地、外河和城市生态水体）等；3 项综合措施：环境监测、人员安全防护

和物资储备。 

2.2.1  疫源地 

（1） 集中收治医院、临时集中收治医院（含方舱医院）、集中隔离点 

应按防疫管理的要求，对污水进行安全可靠的处理和稳定有效的消毒后排

放；处理设施全程封闭，避免飞沫、气溶胶的逸散。这部分水量很小，但影响

极大，应在确保病毒逐级去除的前提下在消毒阶段取得最大化病毒杀灭效果，

采用稳定可靠的消毒方法，必要时采用臭氧与氯的组合消毒技术，避免病毒大

量进入水体或排水收集系统。 

传统的生物处理和混凝、沉淀、过滤和膜过滤等工艺对病毒均有不同程度

的去除功能，应充分发挥这些多级屏障的处理工艺的除病毒功能，保障其安全

稳定运行。污水经生化处理后，可参考按表 5 要求进行消毒，必要时在后端补

充消毒剂。 

应严格地做好医院污水的前处理工作，通过多级屏障的处理工艺和技术手

段确保病毒取得稳定有效的逐级去除，并在医院污水处理终端实施安全稳定可

靠的消毒灭活效果。新建污水系统的生化段需要培菌期或引进活性污泥的驯化

期，已经稳定运行的处理系统在污水水量或水质大幅度变化时也会形成冲击负

荷，期间处理系统难以稳定达标；因为背景成分特别是固体物质会影响消毒效

果，水中氨氮浓度也影响氯消毒效果，可以采用安全可靠的消毒处理（如臭氧

与氯的组合消毒等）保障病毒的有效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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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管理部门应与集中收治医院、隔离点、防疫部门等相关管理部门妥善

对接。 

（2） 终末消毒 

感染人员已经转移、环境中尚存感染病毒的场所，应及时终末消毒。 

存量的水、泥（淤泥或污泥、土壤），按规程消毒后，水由排水系统排除，

泥转运后妥善处置。 

2.2.2  重点防控地区 

重点防控地区，如未爆发疾病的生鲜市场，如条件具备，可疏散后，参考

疫源地终末消毒；如系民生需要，且不能疏散的，可定期消毒，必要时对排水

补充消毒。携带病毒的固体物品宜采用高温或焚烧处理。 

2.2.3  排水收集和处理系统 

（1） 保持下管道通畅和必要的封闭 

雨季前及时疏浚下水道，疏浚过程尽量采用机械设备完成，最好采用负压

密闭系统装备完成所需疏通工作、并做好安全防护措施；调整中间泵站和污水

厂运行模式，使排水管渠保持低水位运行；保持化粪池井盖、窨井盖、检修井

盖的封闭。避免污水管道漫溢。 

（2） 合流水溢流 

单独的市政雨水水量大、冲击负荷高、风险较小，难以进行强化消毒，也

不必进行强化消毒处理。收水范围内风险较高时，应削减合流污水溢流；溢流

的合流污水应消毒处理后排放。 

溢流水经过提升后排除的，可利用提升泵站前池作为消毒接触池；溢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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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排的，可在溢流口的上游管道的检查井处投加消毒剂，利用管道作为消毒接

触池。 

（3） 城市生活污水厂站-尾水排放 

中途泵站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中的原水已经得到稀释，风险降低，防止

水漫溢、喷溅接触人体，并通过提升泵房、曝气沉砂池、厌氧池、曝气池、污

泥处理间等工艺段的封闭和负压抽吸减少人员暴露于气溶胶即可。 

按表 5 规定消毒。采用氯消毒的污水处理厂在生物处理阶段可适度增加

氧气曝气量、强化碳化和硝化作用，以利于游离性余氯对病毒的杀灭，氨氮浓

度相对较高或不稳定时也可考虑采用臭氧和氯组合消毒。采用紫外消毒的水

厂，可根据水厂现有消毒设施情况和配备的辐照剂量设计负荷酌情考虑是否采

用其他高级氧化消毒技术（如紫外与氯组合、紫外过硫酸盐组合等）强化消毒。 

由于污水厂多未考虑消毒的应急强化，不具备充分的消毒接触和脱氯（消

毒剂），应根据排水去向采取不同策略，例如，根据现有设施情况采用不同的

高级氧化组合消毒或强化消毒措施。 

通沟污泥和污水厂污泥按表 6 要求消毒后妥善处置。 

2.2.4  给水处理和输配系统 

对于城市供水系统，若保障稳定的处理系统运行和可靠的消毒剂量和接触

时间能取得理想的病毒去除与灭活效果。薄弱点可能在于水源和输配水管网。 

水源地监测如后所述，不能满足水质要求时及时采取对策。 

净水厂按净水厂内参考满足表 5 要求、末端余氯达标控制。保障水厂处理

工艺稳定运行，并保障足够低的出厂水浊度。如能满足常规的投氯量，则不需

要额外增加消毒剂投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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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配水管网正压运行。尽可能减少水压和水量的突变，防止突然停水，

降低供水系统的故障率，严格防止排水系统对供水管网系统的污染，保持供水

系统连续稳定运行。 

持厂内清水池和厂外储水设施（高位水池、二供水箱等）尽可能高水位

运行。 

加强设施的巡视和提前检修，保障疫情期间稳定运行。 

2.2.5  水体 

对于承担城市生态功能的封闭水体（城市湖泊），严格控制污水处理厂尾

水和各类排水的余氯；警示行人不得接触；禁止水上渔获和娱乐活动。 

对于排入外河的尾水和合流溢流水，因武汉外河还承担了下游水源地功

能，必须严格消毒，并密切监控水体中的余氯。 

2.2.6  环境监测 

疫期增强环境监测频率，并在饮用水源地、地表水、污水厂尾水等增加人

工抽样监测。 

持续开展饮用水源地、地表水水质监测，补充余氯、综合生物毒性等指标；

持续开展排水系统外排尾水和溢流水的监测，针对防控要求增加余氯、粪大肠

菌等；对集中收治医院（含应急和方舱医院）及隔离点开展外排污水重点监测，

包括余氯、氨氮等，确保足够的消毒剂投加量和预计取得的消毒效果，严防消

毒不彻底的污水排放。 

持续开展空气自动监测，重点关注重症医疗机构等区域附近的空气自动监

测站指标情况，确保空气均要进行安全可靠的消毒处理，以及重点街道 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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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10 浓度变化情况。 

2.2.7  人员安全防护 

应避免人员直接暴露于污水、飞沫、逸散气体以及固体废物（栅渣、沉砂、

污泥），污水厂升级改造中尽可能地采用封闭式格栅和密闭式池体。 

对于一线运行人员、施工作业人员采取安全防护的职业培训，并配备口罩、

护目镜、手套、面罩、防护服、呼吸器、防毒面具、消毒剂等必要的防护措施，

隔离污染区和清洁区，并建立相应的安全管理制度。 

做好职业暴露后处置工作。 

安全防护设施设备确保正常运行，如防止污水飞溅，厂站内封闭空间的负

压抽吸和必要的尾气消毒处理，污泥转输的封闭等。 

疫期污水厂原水原则不进行人工采样、以仪表采样检测（除非科学研究需

要），并加强过程控制和出水监测，重点监测处理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情况和

出厂水的安全稳定消毒效果。 

2.2.8  物资储备 

应急处理药剂、生产维修备件、安全防护器材等按职责分工逐级落实、统

筹安排。 

应急物资中的消毒药剂、安全防护器材等还应与其他部门协调，必要时可

由上级部门统筹和调度。 

3. 结论与展望 

（1） 建议参考水及污水处理的消毒最低限值如表 5 所示、污泥的消毒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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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参考表 6 所示条件。 

（2） 提出基于城市水系统的总体应急策略和 5+3 应急方案；城市水系统

具备疫情的应急能力，可以有效服务于疫情控制和防止次生灾害。 

（3） 致病微生物在城市水系统中的存活与迁移规律的研究仍然匮乏；不

同致病微生物的有效灭活手段还匮乏，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应急条件下，需要

采用消毒效率高、副作用小、运行稳定可靠的消毒技术体系。有必要强化致病

微生物在城市水系统中的科学研究和应用研究，为下一步工作提供理论支持。 

（4） 今后还需要解决以提升城市水系统应急能力建设的问题，包括并不

限于：标准的适用性和体系，基础设施和管理的集中式和分散式应急能力的同

步建设，人员安全防护的长期制度化和贯彻，全社会应急支持能力和应急物资

的生产储备，等等。 

以上分析与建议系基于 SARS 期间开展的病毒防控经验和所取得的消毒

试验数据而开展的，仅供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制订城市水系统公共卫生安全应急

防疫预案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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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JM 期刊：新型冠状病毒在气溶胶中和物体表面上 

保持稳定性长达数小时或数天 

来源：生物谷公众号 

原文标题：Aerosol and Surface Stability of SARS-CoV-2 as Compared with SARS-

CoV-1，2020 年 3 月 17 日发表在 NEJM 期刊 

文章要点：本文主要介绍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美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CDC）、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项研究报告，研究人

员发现 SARS-CoV-2 可在气溶胶中和物体表面上保持稳定数小时至数天的

时间。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呀就人员发现在气溶胶中长达 3 h 内可检

测到 SARS-CoV-2，在铜表面上长达 4 h 内可检测到 SARS-CoV-2，在纸板

表面上长达 24 h 内可检测到 SARS-CoV-2，在塑料和不锈钢表面上长达 2 至

3 d 的时间内可检测到 SARS-CoV-2。这些结果提供了有关 SARS-CoV-2 稳

定性的关键信息，并提示着人们可以通过空气和接触被污染的物体而感染

这种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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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冠病毒在气溶胶表面的存活时间对比 

（图片来自 NEJM，2020，doi：10.1056/NEJMc2004973） 

这项研究的信息在过去两周内被广泛分享，这是因为这些研究人员将这些

内容发表在预印服务器 MedRxiv 上，以便与各界同仁快速共享他们的数据。 

这些研究人员比较了环境如何影响 SARS-CoV-2 和导致严重急性呼吸综

合征（SARS）的 SARS-CoV-1。2002-2003 年期间，SARS-CoV-1 在中国肆虐，

感染了 8000 多人。通过采取深入的接触者追踪和病例隔离措施，SARS-CoV-

1 被根除了，自 2004 年以来，没有报道过 SARS-CoV-1 感染病例。SARS-CoV-

1 是与 SARS-CoV-2 亲缘关系最密切的人类冠状病毒。在这项有关稳定性的研

究中，这两种冠状病毒的行为相似，但不幸的是，这未能解释为何 COVID-19

已爆发为更大的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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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试图模拟病毒从被感染者身上沉积到家庭或医院的日常物体表

面上，比如通过咳嗽或接触物体的方式。这些研究人员研究了在这些表面上的

病毒可在多长时间内保持传染性。 

这些研究人员强调了他们研究中的其他观察结果： 

（1） 如果这两种冠状病毒的生存能力相似，那么为何 SARS-CoV-2 导致

更多的病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感染了 SARS-CoV-2 的人可能在没有意识

到症状之前就开始传播这种病毒。这将使得有效抵抗 SARS-CoV-1 的疾病控制

措施对 SARS-CoV-2 不那么有效。 

（2） 与 SARS-CoV-1 相比，SARS-CoV-2 病毒传播的大多数继发病例似乎

发生在社区环境中，而不是医疗机构中。但是，医疗机构也容易受到 SARS-

CoV-2 的引入和传播的影响，SARS-CoV-2 在气溶胶中和物体表面上的稳定性

可能有助于这种病毒在医疗机构中的传播。 

这些发现肯定了来自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的指导方针，即应采取与预防流感

和其他呼吸道病毒相似的预防措施来预防 SARS-CoV-2 的传播： 

a. 避免与患者密切接触； 

b. 避免触摸眼睛、鼻子和嘴巴； 

c. 患病时待在家里； 

d. 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盖住嘴巴或鼻子，然后将纸巾扔到垃圾桶里； 

e. 使用常规的家用清洁剂或抹布清洁和消毒经常触摸的物体表面。 

参考文献： 

[1] Neeltje van Doremalen et al. Aerosol and Surface Stability of SARS-CoV-2 as 

Compared with SARS-CoV-1. NEJM， 2020， doi：10.1056/NEJMc2004973. 



行业报告 

- 98 - 

 

[2] New coronavirus stable for hours on surfaces：study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03-coronavirus-stable-hours-surfa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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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循环中大流行病毒的来源和归宿 

来源：中国水网 

翻译：孙晓航、朱然 

原文：Emerging Investigators Series：The source and fate of pandemic viruses in 

the urban water cycle 

文章要点：本文中主要研究城市水循环中包膜病毒的潜在存在及其归宿，重点

是冠状病毒（例如，SARS 和 MERS）和禽流感病毒。并且确定了一些不容忽

视的问题，只有当供水和污水企业回答了这些问题，并向公众展示相关的事实，

才能让公众确信灌溉水源、娱乐水源以及饮用水源是完全安全的。 

1. 引言 

近年来，病毒爆发引发了人们对致死病毒大流行的高度关注。其中包括

2003 年的非典型性肺炎冠状病毒（SARS-CoV）、2012 年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

病毒（MERS-CoV）、分别在 2003 和 2013 年爆发的高致病性 H5N1 和 H7N9

禽流感病毒，以及 2014 年爆发的埃博拉病毒（见表 1）。由于病毒大爆发是毁

灭性的，所以其引发公众的恐慌在所难免。如 1918 年流感大流行时，两年导

致 5000 万人丧生，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感染。尽管 SARS、MERS、H5N1 和

H7N9 禽流感以及埃博拉病毒的造成的感染和死亡人数的数量级低于人类大

流行性流感的数量级（表 1）。但科学家和公共卫生部门仍十分小心的监视着

这些病毒是否有再次出现或是在人与人之间更易传播的迹象。 

病毒引发的传染病每年都会出现或重新出现，尽管大多数不会像麻疹或人

类季节性流感等常见病毒一样严重威胁公共卫生安全。在 1980～2005 年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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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间，人类报告发现了约 87 种新的病原体，其中三分之二属于病毒。而

RNA 病毒（如 SARS 和 H5N1 流感病毒）在这些新发现的病毒中占比达到

85%，其主要原因是单链的 RNA 病毒突变率很高。新发现或者重复出现的人

类病毒通常具有动物宿主（称为人畜共患病），并且因为全球旅游、森林砍伐、

工业化养殖、动物市场交易以及野生动物狩猎等活动的增加而加剧。未来几年，

气候变化等因素也会使某些病毒传播范围更广。如果发生病毒大规模爆发，污

水处理和饮用水处理作为一条潜在的传播途径，对其的监管也应有所加强

（图 1）。公用事业部门需要作出迅速反应，并且根据已经积累的现有证据做出

决策来最大程度地降低职业和公共健康危害的风险。经过处理的污水作为休闲

娱乐、灌溉用水以及饮用水的共同来源，尽管在处理过程已经大幅降低了病毒

水平，但在污水处理厂的污水中，仍能检测到感染人体的病毒的存在。如果新

型人类病毒通过被感染人群的粪便、尿液或者呕吐物扩散，则会进入市政污水

处理系统并最终进入市政污水处理厂。2014 年美国的埃博拉病毒病例就突显

出缺乏关于人体废物和污水中新型病毒的存在和去向的数据。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部门表示，埃博拉病毒在人类宿主之外迅速失活，因此市政污水和已经处

理过的污水中没有显著的职业和公共卫生风险。但当时对埃博拉病毒在人类宿

主以外的存活能力的研究很少，也没有任何市政污水中埃博拉病毒存活率的研

究。自那以后，对于环境中埃博拉病毒及其相关替代物的研究才开始出现，并

发表与相关文献中。目前，关于埃博拉病毒在人宿主之外快速灭活的假设尚未

得到验证。 

对于城市水循环系统中病毒的研究，大多数都集中在肠道病毒这些较小的

样本中。（即，这些病毒在胃肠道中复制并易于通过粪-口途径传播；表 2）。肠

道病毒颗粒由受蛋白质外壳（即，衣壳）保护的 RNA 或 DNA 基因组组成。

并且肠道病毒具有抗热、抗酸、抗氧化等能力，因此可以在环境中存活较长时

间。而包膜病毒（如流感病毒，冠状病毒和埃博拉病毒），还有一层由脂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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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组成的外壳。通常包膜病毒不会通过人类粪便等途径传播，并且在水环

境中更易失活。然而最新污水病毒宏基因组的研究表明，污水中含有多种人类

病毒，其中也包括一些包膜病毒。尽管污水中检测到病毒基因并不等于有活的

病毒存在，但污水宏基因组学研究促使人们更审慎的对待水行业应对病毒爆发

的应对策略，以及政府部门对并流行病爆发的应急机制。 

本文通过对污水中新型病毒文献进行梳理，为污水处理和饮用水处理行业

提供相关信息，并为将来病毒爆发时做好准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指引中对流

感大流行的定义，即一种新病毒的出现，对导致人类严重的疾病，且很容易发

生持续的人传人现象。相对而言，爆发事件是指特定区域的疾病水平升高到正

常水平以上。冠状病毒和禽流感病毒这两类包膜病毒对于社区污水和饮用水安

全尤为重要，因为已经确认这两类病毒存在于人的粪便中并且具备在水环境中

存活的特征。冠状病毒包括导致 SARS 和 MERS 全球爆发的病毒，禽流感病

毒通常会引发禽类病症，但偶尔也会传染给人导致严重的疾病。这些通常都是

呼吸道病毒，但某些冠状病毒（例如 SARS）和禽流感病毒可以通过粪便在水

中传播，并且在近期爆发的疫情中呈现较高的致死率（表 1）。如上所述，这些

包膜病毒在结构上与肠道病毒不同，后者一直是水生病毒研究中的重点，因而

被认为在水环境中有不同的特性。 

表 1  动物源性病毒引发在人类间迅速传播的疾病案例 

（案例按暴发起始时间排列） 

暴发/大流行 年份 
最有可能的 

动物来源 
死亡人数 预计病死率 基因组类型 

“西班牙语”大

流行性流感
H1N1 

1918-1920 未解决 >4 000 万 2%～3% 单链 RNA 

埃博拉病毒 1976 年至今 未解决 10353 50% 单链 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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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发/大流行 年份 
最有可能的 

动物来源 
死亡人数 预计病死率 基因组类型 

（EBOY） 

禽流感 H5N 1997 年至今 鸟类 398 60% 单链 RNA 

SARS 冠状病毒 2002-2003 蝙蝠 774 10% 单链 RNA 

2009 年 H1N1

大流行性流感 
2009-2010 未解决 >284 500c 不高于 0.03% 单链 RNA 

冠状病毒 2012 年至今 未解决 456 40% 单链 RNA 

禽流感 H7N9 2013 年至今 家禽 177 40% 单链 RNA 

注：仅截至 2015 年 3 月 24 日的 2014-15 爆发数据；b截至 2014 年 12 月 4 日；c 发行

的前 12 个月；d截至 2015 年 3 月 26 日。 

2. 污水中的潜在流行病毒 

人类病毒不会在环境中增殖。因此，如果病毒通过城市水循环系统传播，

必须借助人体体液进入水中，以保持其传染性，直到另一个人接触到被病毒污

染的水体（图 1）。通常，人们只研究肠道病毒在水环境中的存在和归宿，相关

法规中也是如此。例如，美国环保署发布的地表水处理规范和地下水处理规范。

除了普通的肠道病毒，污水中还含有大量的其他病毒。例如，在未处理的污泥

和 B 类生物固体中，超过 80%的样本中含有冠状病毒的基因，其次是风疹病

毒基因。 

人类病毒会随着感染者的粪便和尿液进入市政污水中，通过 qPCR 和培养

等方法，已经可以定量测定市政污水中人类肠道病毒的浓度，据报道浓度达到

每升水中含有 109 个基因组序列（表 2）。而那些尚未进行研究但存在于污水

中的病毒，有关它们存在于人类粪便和尿液的信息足以阐明其在水循环中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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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的影响。粪便和尿液样本鲜少用于研究非肠道疾病，但呼吸道合胞病

毒、人鼻病毒、冠状病毒和季节性流感病毒等均已经在粪便样本被检测出来。

在大多数情况下，粪便中存在呼吸道病毒被认为是患者吞咽了携带病毒的鼻腔

分泌物所引起的。不幸的是，PCR 技术通常只用于检测人体样本的病毒，并不

能传递传染性的信息。 

表 2  与水和污水行业有关的人类病毒 

常见病毒名称 相关疾病 分类 基因组/衣壳类型 报告的废水浓度 

诺如病毒 肠胃炎 
杯状病毒科诺

如病毒属 

（+）ssRNA， 

无包膜 
≤109gc50-1 

沙波病毒 肠胃炎 
杯状病毒科沙

波病毒属 

（+）ssRNA， 

无包膜 
≤108gc50-1 

腺病毒 

呼吸系统疾病，

肺炎，肠胃炎，

角膜结膜炎 

腺病毒科 
双链 DNA， 

无包膜 

≤108gc50-1 

≤104IUL-1 

星状病毒  星状病毒科 
（+）ssRNA， 

无包膜 
≤105gc50-1 

轮状病毒 肠胃炎 呼肠孤病毒科 
双链 DNA， 

无包膜 

≤107gc50-1 

≤103PTU-1 

甲型肝炎病毒 肝炎 
角膜科肝 

病毒属 

（+）ssRNA， 

无包膜 
≤106gc50-1 

肠病毒 

呼吸系统疾病、

脑膜炎、松弛麻

痹，等等 

角膜科肝 

病毒属 

（+）ssRNA， 

无包膜 

≤106gc50-1 

≤103PTU-1 

输血型传播病毒 不清楚 指环病毒科 
单链 DNA， 

无包膜 
≤105gc50-1 

戊型肝炎病毒 肝炎 
肝炎病毒科甲

型肝炎病毒属 

（+）ssRNA， 

无包膜 
≤105gc50-1 

爱知病毒 肠膜炎 
角膜科科布病

毒属 

（+）ssRNA， 

无包膜 
≤107gc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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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病毒名称 相关疾病 分类 基因组/衣壳类型 报告的废水浓度 

类病毒/ 

唾液病毒 
不清楚 角膜科 

（+）ssRNA， 

无包膜 
≤107gc50-1 

多瘤病毒 不清楚 多瘤病毒科 
双链 DNA， 

无包膜 
≤108gc50-1 

埃博拉病毒 埃博拉病毒 丝状病毒科 
（-）ssRNA， 

包膜 
无 

SARS 冠状病毒 
严重急性呼吸系

统综合症 

冠状病毒科 

乙型 

（+）ssRNA， 

包膜 
无 

MERS 冠状病毒 中东呼吸综合症 
冠状病毒科 

乙型 

（+）ssRNA， 

包膜 
无 

禽流感 流感 
正粘病毒科甲

型流感病毒属 

（-）ssRNA， 

包膜 
无 

要在城市水循环系统中引起足够的关注，污水中必须存在完整的可感染的

病毒颗粒，而不仅仅是病毒基因组片段。实际上，已经从感染者的粪便或肠道

样本中检测出了具有传染性的 SARS-CoV 和禽流感病毒颗粒。 

2.1 流感病毒 

流感病毒是具有节段的单链 RNA 包膜病毒，其能感染人类以及其他动物，

如禽类和猪。上个世纪，流感病毒已引起四次人类大流行，包括 1918 年的 H1N1

西班牙流感大流行，1957-1958 年的 H2N2 亚洲流感大流行，1968-1969 年的

H3N2 香港流感大流行以及 2009 年 H1N1“猪流感”大流行。这些大流行是由

于人类缺乏对新型病毒的免疫力而引起的。当动物流感病毒和人流感病毒杂交

时会产生新型病毒，也可由动物病毒直接传染给人类（如：禽流感病毒）。 

2.2 人流感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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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性人类流感病毒不断在全球传播，导致季节性流行病。病毒在传播时

会通过一种称为抗原漂移的现象缓慢变异。发病主要表现为呼吸道症状和发

烧，偶尔也会出现胃肠道症状，特别是儿童。季节性流感通过飞沫、空气和接

触等方式传播，三种传播方式相对重要性仍不清楚。至于人类季节性流感可能

通过污水进行传播的问题，已在人类粪便样本，和市政污水中检测出病毒

RNA。每克粪便中含量约为 4.9× 103～8.0 × 107 PCR 拷贝数，但这被质疑是

由于患者吞咽了携带病毒的鼻腔分泌物，或病毒通过血液扩散到其他器官。正

常的人肠道细胞中不存在流感病毒受体，因此病毒不太可能感染肠道细胞并在

此增殖。根据现有文献中证据表明，即使在大规模爆发期间，市政污水中也不

可能存在高浓度的人类季节性流感病毒。 

2.3 禽流感病毒 

禽类中引起较小的疾病并且很少致命，而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在禽类中迅

速传播并且具有很高的致死性。在极少数情况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可以传

染给人类，通常是由于人类接触了大规模的家禽时。人类禽流感具有很高的致

死率（表 1），但近期尚未发生持续的人传人现象。令人深感担忧的是，如果未

来禽流感传染给人后产生变异，可能会导致其更易人传人进而人群中大面积传

播。这一假设性事件可能导致类似于 20 世纪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的一场致命的

禽流感大流行。 

与季节性人流感不同，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是通过粪便-口途径在鸟类中

传播的，并与禽肠组织上的受体结合（即胃肠道感染）。2004 年，当高致病性

H5N1 病毒从禽类传染给人类时，许多患者出现了严重的腹泻，粪便样本中发

现了病毒，并且这些病毒感染人的肠道组织中并在此增殖。2013 年，人类中

出现的新型禽流感 H7N9 病毒的基因也频繁的在粪便样本中检测出。虽然尚未

被确定为禽流感病毒，人类 H1N1 病毒也表现出异常高发胃肠道症状，在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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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检出感染性病毒颗粒并且在肠道细胞中有效复制。 

迄今为止，人类感染的禽流感病毒（如 H5N1 和 H7N9）受限于其人传人

的能力，没有造成大范围的影响。但公共卫生部门担心会出现新的变种，而新

的变种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如果发生此类情况，人类没有对该病毒的免疫

力，而开发出有效的疫苗需要时间。这很可能爆发疫情或大流行。届时，禽流

感病毒将会进入市政污水，甚至病毒浓度可能很高。 

2.4 冠状病毒 

SARS-CoV 于 2003 年在香港出现，并引起严重的下呼吸道疾病，死亡率

高。在香港的一座公寓内，一共确诊 319 例病例，病毒借助雾化的粪便，通过

公寓大楼中的通风管爆发和传播。尽管主要表现为呼吸系统疾病，但在感染者

的粪便检测出了 SARS-CoV RNA，不同人群的检出率在 16%～97%之间。出

现腹泻的患者检出率为 23%～73%，特别是患病的第一周。 

在发病后 9 d 至 14 d，粪便样本中的 SARS-CoV RNA 水平达到峰值，某

一病例发病后长达 73 d 内的粪便样本呈阳性反应。 

粪便中检出 SARS-CoV 可能因为其能在小肠和大肠中进行增殖，已有小

肠感染病毒的样本作可为证据。 

除 SARS-CoV，还有五种已知的人类冠状病毒。MERS-CoV 于 2012 年出

现于沙特阿拉伯，截止撰写本文时，已确诊 1 110 位病例，并导致 456 人死亡。

在一例患者的粪便和尿液中检测出了较低水平的 MERS-CoV RNA（每毫克约

103 个基因拷贝），但在另外另个患者的样本中却未检测到。此外，人类冠状

病毒 HKU1（HKU1-CoV）RNA 也在一些有胃肠症状的患者粪便样本中被检

测出。在近期的污水宏基因组研究中 HKU1-CoV 从美国不同的污水处理厂污

泥样本中检测出，虽然尚未用 PCR 的方法进行确认。不幸的是，HKU1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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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粪便和污水样本中的传染性尚未可知。其余的三种人类冠状病毒

（HCoVNL63、HCoV-OC43 和 HCoV-229E）同样在粪便样本中检出但尚未确认

它们对胃肠道感染有显著作用。基于现有数据，目前正在传播的人类冠状病毒

对城市水循环系统造成重大威胁的可能性较低。话虽如此，如果未来出现

像 SARS-CoV 这样高毒性的新型冠状病毒，仍可能对水和污水处理行业构成

挑战。 

3. 在城市水循环中包膜病毒的归宿 

城市水循环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饮用水供应，污水处理和雨水径流。粪便，

尿液或呕吐物中排出的病毒通过人类生活污水进入城市水循环。因此，我们将

讨论的重点放在城市水循环中污水和污水处理的包膜病毒归宿上，讨论中也包

括包膜病毒在天然水和饮用水处理过程中归宿的非常有限的数据。 

3.1 污水中的病毒浓度 

在大流行的情况下，污水中的病毒浓度将取决于社区中被感染的人数和被

感染者释放病毒的速度。关于污水中人类病毒滴度的大多数数据是基于肠病毒

和 qPCR 测量值的（表 2）。报告显示，污水进水中病毒浓度高达每升 108～109

个基因组拷贝数（gcL-1）。评估污水中感染性病毒颗粒浓度的研究相对较少，

这可能是由于细胞培养技术有限和病毒提取方法的问题所致。 

污水进水中的肠病毒，腺病毒和轮状病毒已经被监测，报告显示，病毒浓

度通常低于 104 个每升噬菌斑形成单位（PFU）或感染单位（IU）。从粪便中

释放的病毒倾向于处于聚集状态，并且病毒提取方法的回收率极低。因此，报

告的 PFU L-1 值可能会大大低估了污水中感染性病毒颗粒的数量。 

如果缺少污水中病毒数量的数据，则人类粪便或尿液样本中的病毒数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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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助于预测病毒暴发期间污水中的病毒水平。正如预期的那样，与肠道疾病

相关的病毒在人类粪便样本中的数量要高于与呼吸系统疾病相关的病毒。与暴

发期间污水中高达 109 gcL-1 的浓度相比，人类粪便样品中的诺如病毒浓度可

能高于 1010 gcg-1。人类多瘤病毒（JCPyV 和 BKPyV）在人尿中的浓度可超

过 1010gc L-1，在污水中浓度可达 108 gc L-1。粪便中流感病毒的量可达到

8.0×107 gc g-1，腹泻情况下 SARS 病毒在粪便中的量为 107gc mL-1 ，尿液中

为 2.5×104gc mL-1。由于这些是报告中出现的最高水平，因此它们可用于预测

污水中病毒在最坏情况下的浓度。 

3.2 在城市污水中生存 

要引起城市水循环系统的关注，通过粪便或尿液排泄的病毒必须能在污水

中保持其感染性，指导其与人接触（图 1）进入污水处理系统的人类废弃物通

过复杂的地下管道系统输送到市政污水处理厂。尽管发达国家的城市环境中产

生的大部分污水进入污水处理厂，但仍有一部分污水会渗漏入地下，在潮湿多

雨天气下，未经处理的污水可能排放到地表水中。从漏损的管道释放到地下的

未经处理污水可能会渗入饮用水输送管道，从而导致饮用水污染。未经处理的

污水排放到地表水中会通过娱乐活动而导致暴露，并可能污染由地表水直接补

给的地下水。 

污水管网和污水处理厂的水力停留时间通常少于一天。在人体外，病毒对

环境因素表现出多种敏感性，T90 值（即 90％的病毒被灭活所需的时间），范

围从数分钟到数年不等（表 3）。关于生存能力的数据仅源于体外培养、可以

检测的病毒；不可培养病毒的生存能力通常是根据可感染的类似病毒的生存能

力来预测的。通常认为带有脂质被膜的病毒在水性环境中容易丧失感染力。 

 

http://www.h2o-china.com/news/search?stype=title&schv=水污染
http://www.h2o-china.com/news/field?fid=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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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水环境中包膜病毒达到 90％灭活的时间（Ť90）与 

非包膜脊髓灰质炎病毒达到 90％灭活的时间对比 

病毒 fm（天） 温度（℃） 基质 

禽流感病毒 H5N1 84 20 蒸馏水 

禽流感病毒 H5N1 508 10 蒸馏水 

禽流感病毒 H5N1 19 20 地表水 

禽流感病毒 H5N1 61 10 地表水 

SARS 冠状病毒 9 逆转录 无血清培养基 

冠状病毒 229E ＜1 逆转录 无血清培养基 

冠状病毒 229E 2 逆转录 服氯自来水 

猫传染性腹膜炎（猫冠状病毒） ＜1 逆转录 一级废水出水 

猪传染性胃肠炎（猪冠状病毒） 11 25 试剂级水 

猪传染性胃肠炎 110 4 试剂级水 

猪传染性胃肠炎 4 25 巴氏杀菌沉淀污水 

猪传染性胃肠炎 24 4 巴氏杀菌沉淀污水 

小鼠肝炎病毒（鼠冠状病毒） 9 25 试剂级水 

小鼠肝炎病毒 ＞365 4 试剂级水 

小鼠肝炎病毒 3 25 巴氏杀菌沉淀污水 

小鼠肝炎病毒 35 4 巴氏杀菌沉淀污水 

汉坦病毒 3 20 细胞培养基 

艾滋病毒 ＜1 25 一级废水出水 

脊髓灰质炎病毒 4 23 一级废水出水 

脊髓灰质炎病毒 56 23 矿泉水 

脊髓灰质炎病毒 342 4 矿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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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诸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在水环境中确实会迅速丧失其感

染性，有报告中指出其室温下水中的 T90 值在 1～2 h 之间。对比肠溶性非包

膜脊髓灰质炎病毒其室温下在水中 T90 值为 56 d。有趣的是，并非所有包膜

病毒都会迅速丧失其感染性（表 3）。例如，H5N1 禽流感室温下在蒸馏水中的

T90 值约为 100 d，SARS-CoV 室温下培养液中的 T90 值为 9 d。失活率高度依

赖于水的温度和培养基质。温度越高，灭活率越高，盐度增加亦有相同效果。

在两项人类冠状病毒水中的研究中发现温度对一系列变量的影响最大，在 4℃

和室温下，样品之间的衰减率差异最大。水中成分，例如蛋白质或微生物的存

在，也会影响病毒的生存能力。例如，灭菌污水中的病毒灭活的速率与未灭菌

污水中的病毒不同。 

悬浮固体和有机物质的存在增加了肠病毒在水性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同

样，冠状病毒在未过滤的初级出水的存活时间要比在过滤后的初级出流中的存

活时间更长。77 在有沉积物和有机物质的情况下，可以保护病毒免受化学和

生物灭活剂的影响来提高其存活率。外来物质也可能导致其更快灭活，对比在

巴氏杀菌沉淀污水和蒸馏水中的冠状病毒活性可知，并且不同的病毒和环境样

品之间差异很大。 

高度相似的菌株可能在不同的环境下稳定性不同（表 3）。例如，在相同条

件下，SARS-CoV 在培养基中的感染力丧失速度远低于人类冠状病毒 229E

（表 3）。同样，类似的禽流感病毒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T90 值的范围为 58～

171 d。但敏感性差异的机理尚不清楚。病毒脂质膜可能起到一定作用，因为季

节性流感病毒在不同类型的细胞中生长，其脂质膜的来源也不同，因此在水中

的稳定性也不同。根据已有的生存能力数据，可以认为在人的粪便或尿液中排

出的包膜病毒可以在水性环境中存活一段时间，这与污水和饮用水处理领域有

关。当社区中的发病率很高且污水温度较低时，在污水处理厂的进水中感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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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的浓度也可能会很高。 

3.3 污水处理 

总所周知，没有关于污水处理后包膜病毒归宿的报告。无包膜的人类病

毒去除和灭活的程度取决于病毒的类型以及特定污水处理厂采用的处理工

艺。肠道病毒，腺病毒和呼吸道肠道病毒在初级污水处理（即沉淀）中的去

除率很低，报告称减少量低于 1 个数量级。在二级处理中，肠道病毒和腺病

毒的去除更有效，报告称减少了 1～4 个数量级，但呼吸道肠道病毒减少量

小于 1 个数量级。活性污泥中的去除依靠二级处理工艺中二沉池，池内固体

吸附病毒，随后使其失活。最后的消毒步骤对于减少污水中的感染性病毒数

量至关重要，但即使是经过消毒的污水也可能包含感染性病毒。通过对十座

不同规模和处理工艺的处理厂的调查，搜集消毒之前的污水样本中发现，污

水处理可使感染性肠病毒减少 0 到 2 个数量级，感染性腺病毒减少 2 至>3

个数量级。在另一项对五座污水处理厂的调研中发现，从进水到消毒出水，

感染性病毒的对数去除率在 1.9 到 5.0 之间。每个污水处理厂除水中均监测

到了感染性病毒。 

在固相处理中，消化作用对非包膜病毒的影响各不相同，好氧消化比中温

消化更有效。经过中温消化处理的 B 类污泥中，检测到感染性肠病毒和腺病

毒频次较高。采用最大可能法（MPN）计算污泥中肠病毒和腺病毒的浓度分别

在每克 101～103 和 102～104 个之间。与中温消化法和高温消化法相比，用热

干化和堆肥法处理污泥可显着降低最终产物中的病毒水平。一旦施用于土地，

吸附在污泥上的病毒就会渗出。也有证据表明，在土地施用过程中，污泥中的

病毒被雾化，导致空气传播的巨大风险。应该再次强调，所有关于污水处理中

病毒归宿的研究都集中在非包膜病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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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自然水体中生存 

感染性病毒经常通常随污水处理厂排放或合流制溢流而进入到地表水中。

在地表水中，许多潜在因素会导致病毒失活，包括阳光，氧化物，微生物捕食

等等。 

由于自然水体可能是流感病毒的环境储存库，因此对自然水体中的包

膜病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禽流感病毒上。从康斯坦茨湖收集的地表水样品

中，禽流感病毒在高于冰点的温度下生存时间在 10～100 d 之间（表 3）。此

案例中样品并未暴露在阳光照射下。禽流感病毒在冰冻的自然水体样本中

可以存活数月至数年。该病毒在 pH 值 7.4～8.2 之间最稳定，在 pH 值 6.5

以下和 pH 值 10 以上迅速失活。目前仍然缺乏阳光照射导致禽流感病毒失

活的公开数据。 

3.5 饮用水处理 

对饮用水处理中包膜病毒归宿的研究表明目前仍然需要更多的实验。凝

结-絮凝-沉降过程在去除 H5N1 流感病毒方面效果不佳或处理效果不够稳定。

超滤可有效去除 H5N1 病毒，而噬菌体 MS2 是这个过程的有效替代品。通

常，包膜病毒比非包膜病毒更容易被常见的饮用水消毒剂灭活。H5N1 流感

很容易被 UV254 灭活，在剂量为 25 mJ/cm2 时即可达到高于 5 个数量级的灭

活效果。而在相同剂量对肠病毒替代物的噬菌体 MS2 仅能达到低于 2 个数

量级的灭活效果。低致病性 H5N2 流感是高致病性 H5N1 流感的一种替代品，

也很容易被紫外线灭活。另一方面，SARS-CoV，在紫外线消毒的后仍然存

在。氯消毒对水样中流感病毒的灭活效果良好。在室温下，一氯胺消毒后，

H1N1 和 H5N1 病毒达到 4 个数量级的灭活效果所需的一氯胺 CT 值（即消

毒剂剂量和接触时间的乘积）低于 60 mg/（L·min）；EPA 建议为达到 4 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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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级的灭活效果，在 20℃下一氯胺 CT 值应高于 700 mg/（L·min）。目前仍

然需要更多水质工程的实验数据，才能得出关于污水和饮用水处理过程中病

毒归宿的主要结论。 

4. 检测水中的包膜病毒 

缺乏成熟的检测方法阻碍了对水中包膜病毒的存在和归宿的研究。检测和

定量环境样品中的病毒需要首先将样品中的病毒浓缩，以提高检测限。大多数

可用方法都是针对非包膜肠病毒设计和优化的，尽管付出了很多努力，但仍没

有共识性的浓缩方法。已发布的肠道病毒浓缩方法侧重于一系列过滤过程，超

离心，不同 pH 值下的 PEG 沉淀，添加化学药剂，过滤器类型和离心机转速等

要素组合起来。包膜 使病毒对有机溶剂，温度和 pH 更敏感；因此，许多用于

非包膜肠病毒的提取和纯化方法对于包膜病毒不适用。例如，使用氯仿或氯化

铯溶液的操作步骤会破坏脂质外层，因此应避免使用。采用正电过滤和氢氧化

铝沉淀法从医院污水中仅回收了 1.02％的 SARS 冠状病毒。相比之下，污水中

非包膜病毒的回收率高达 80％，尽管通常情况下回收率要低得多。作为从环

境样品中优化包膜病毒回收率的少数尝试之一。Deboosere 使用玻璃棉过滤和

聚乙二醇（PEG）沉淀的方式，对湖水中的甲流病毒实现了 8%的回收率。即

使采用了纯化步骤，病毒浓缩物通常也包含会干扰检测方法的物质，但可以通

过稀释或添加消除剂等物质将其降至最低。未来环境监测是否成功将取决于提

取纯化技术发展与广泛应用。 

样品浓缩物中的病毒通常通过基因法和培养法进行定性或定量检测。

PCR 法可检测病毒基因，目前最常用于检测环境和临床样品中的特定病毒。

PCR 法的流行主要由于其检测速度往往比培养法快得多，而且提供了物种

和菌株特异性的鉴定，以及可以检测目前无法进行体外培养的病毒。PCR 法

http://www.chndaqi.com/news/field?fid=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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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点是它们无法表征病毒感染力，而且需要开发合适的引物。因此，如果

引物设计不当或病毒已在目标基因组区域发生突变，则可能无法检测到病

毒。宏基因组方法旨在对样本中所有的病毒进行测序，目前越来越多地用于

病毒检测和发现，并且无需事先对病毒有任何了解。粪便和环境样品中的

RNA 和 DNA 病毒都已完成测序。RNA 病毒的测序方法是先用随机引物对

RNA 进行反转录，然后对 cDNA 进行测序。目前，由于高昂的样品成本，

庞大的数据集和缺乏绝对定量分析，高通量测序不适于进行常规病毒检测。

此外，由于样品中遗传物质的丰度高，对某些特定病毒而言宏基因组方法的

检测限通常比 PCR 差。经过测序后，PCR 法通常用于确认目标病毒的存在。

应当指出的是，用于浓缩病毒并将其与其他有机体分离的方法会影响病毒

宏基因组数据。 

病毒培养方法（例如噬菌斑测定或细胞病变效应测定）由于能够表征病毒

的感染状态，而在环境病毒学中继续发挥关键作用，而 PCR 或测序技术则无

法实现。例如，需要关注环境或工程过程中人类病毒的归宿时，或者需要评估

样品对人类健康构成的风险时，病毒培养仍然是唯一可靠的检测方法。不幸的

是，许多重要的人类病毒无法进行体外培养，例如 MERS-CoV。对于那些病

毒，分子检测方法仍然是最佳且唯一的选择。 

基于 PCR 和基于培养的方法均用于检测人或环境样品中的流感病毒。在

PCR 中，基质（M）基因通常作为目标基因，可同时检测所有流感亚型，而血

凝素（HA），神经氨酸酶（NA）和其他基因作为目标基因，用于检测特定的

流感亚型。甲型流感检测结果阳性，然后亚型特异性检测结果阴性，可以检测

出潜在的新菌株。这种方法实现了对 2009 年 H1N1 型流感的鉴定。甲型流感

病毒很容易在鸡胚蛋和多数细胞系，尤其是 MDCK 细胞系中培养和计数。在

MDCK 细胞中培养的病毒可以通过噬菌斑测定或 50％组织培养物感染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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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ID50）进行计量。 

采用 PCR 检测法，即使不是全部的冠状病毒，针对聚合酶基因保守区的

引物也可以在检测限为 5×101～5×103 基因拷贝数的数量级下，检测出绝大多

数的冠状病毒。简并引物也可用于检测多种冠状病毒。特定的冠状病毒引物以

S 糖蛋白或核衣壳蛋白基因为目标。由于人类冠状病毒有着不同的细胞嗜性，

因此无法在相同类型的细胞系统中进行培养。例如，SARS-CoV 和 HCoV- NL63

可以在常见的细胞系中轻松培养，例如 CaCO-2（SARS）和 LLC-MK2（HCoV-

NL63）。HCoV-229E 和 HCoV-OC43 虽然也能够进行体外培养，但是条件要求

更加苛刻，且可供进行复制的宿主范围更小。剩余的两种已知的人类冠状病毒

HCoV-HKU1 和 MERS-CoV，不容易在现有的细胞系中培养。因此，它们在环

境样品中的传染性和最终归宿无法轻易测定。 

5. 结论 

目前，关于城市水循环在包膜病毒（尤其是禽流感病毒和冠状病毒）传播

中的潜在作用方面存在大量知识空白。为了解决此问题，我们建议环境工程师，

病毒学家和公共卫生研究人员共同努力进行以下研究： 

（1） 需要开发和优化从复杂的样品基质（如废水，残留的生物固体和地表

水）中提取和纯化包膜病毒的方法。在测试过程中，应在样品中掺入一系列包

膜病毒以及肠道病毒或肠道病毒替代品，以更好地了解提取回收率如何随病毒

的物理特性而变化。 

（2） 研究应解决在水环境中包膜病毒生存能力的变异性。例如，禽流感病

毒株的哪些结构特征使其比其他包膜病毒在水中保持更长时间的感染性？ 

（3） 研究应针对在废水和饮用水处理过程中的存在和归宿，以及包膜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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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何时通过废水排放或向土地施用生物质而释放到环境中的。只要有可能，这些

方法都应针对可进行体外培养的病毒，以便报告基因拷贝浓度以及病毒感染浓度。 

（4） 应将更多研究集中在高致病性病毒（如禽流感病毒株）的环境归宿

上。如表 3 中的数据所示，相似的病毒可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生存能力特征，

替代物可能无法准确预测高致病性病毒的环境归宿。此类研究需要在 BSL3 及

BSL4 级别的实验室中进行。由于大多数环境病毒学家无法进入此级别的实验

室或没有接受过此级别的生物安全性培训，因此未来需要更加广泛的协作。 

（5） 应对废水，娱乐用水和饮用水中的高致病性包膜病毒进行定量的风

险评估。 

这些研究问题对于环境工程和公共卫生应对进入城市水循环并可能造成

致命性爆发或大流行的包膜病毒而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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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污水系统中病毒特性和规律相关研究分析 

来源：中国给水排水公众号 

作者：王连杰等，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文章要点：针对通过水传播的病毒病原体及过去在水媒传播中不存在的病毒

（由于它们在水环境中的存在和持久性，可能代表潜在的水传播病原体），本文

重点讨论污水中的病毒浓度与存活时间，和污水处理对病毒的去除作用。 

1. 病毒在污水中的赋存状态 

1.1 污水中的病毒 

根据流行病学研究，人和动物的排泄物中往往含有大量的病毒颗粒，这些

病毒颗粒可能通过污水排放、化粪池系统渗滤液和农业区径流进入水环境。国

内外科研工作者针对污水处理过程中致病菌的研究较多，对病毒的研究相对较

少，而病毒的发生、存活和衰变与致病菌有很大不同[1]。目前在生活污水中已

经发现了 150 多种肠道病毒[2]，当人类通过受污染的水或食物接触到这些病毒

时，理论上就存在一定的被感染风险。绝大多数关于城市水循环中病毒赋存状

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肠道病毒上，而包膜病毒在结构上不同于肠病毒，因此一

般认为包膜病毒在水中表现出的特性也有所不同。近年来，污水中的病毒宏基

因组显示了人类病毒的多样性，这其中就包括一些包膜病毒[3]。 

目前人类已知的五种冠状病毒粒子（ MERS-CoV、 HKU1-CoV 、

HCoVNL63、HCoV-OC43、HCoV-229E）在人体排泄物中都已经被检测到，综

合国内外研究结论，可以认为冠状病毒不太可能对城市水循环卫生系统构成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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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威胁[4]。 

病毒感染人类需要同时具备 4 个必要条件：a. 病毒的存在；b. 一定量的

病毒浓度；c. 易感染人员接触病毒；d. 病毒与易感染体表面受体结合。目前

尚未见到污水厂进水中检测出新冠病毒的报道，排泄物存在病毒不能简单推断

为市政综合污水一定会感染人，污水的净化处理仍然是人类控制疫情传播不可

替代的有效手段之一，但是从业人员的暴露风险确实增大。 

关于 COVID-19 在污水系统中生命周期特征、规律的研究还较为有限，但

COVID-19 作为病毒的一种，其在污水中表现出的特征应该与其他病毒，尤其

是冠状病毒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综合分析已有研究成果对于指导本次疫情

期间污水厂安全稳定运行，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扩散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1.2 污水中的病毒浓度 

污水中的病毒浓度取决于受感染人数和受感染个人传播病毒的速度。大多

数污水中病毒数据是关于肠道病毒和 qPCR 法测量的，污水厂进水中基因组浓

度高达 108～109 拷贝/L，受限于细胞培养技术和病毒提取方法，污水中病毒

粒子数量的报道很少，只能由人体粪便或尿液样本中的病毒量大致推测。比如，

Noroviru 病毒在人类粪便样本中的基因组浓度可以达到 1010 拷贝/L[5-6]，而在

非疫情期间，该数值为 109 拷贝/L[7]。JCPyV 病毒和 BKPyV 病毒在人类尿液

中的基因组浓度为 1010 拷贝/L，在污水中的浓度为 108 拷贝/L[8]。SARS 病毒

在患者腹泻排泄物中的基因组浓度为 1010 拷贝/L，而患者尿液中的基因组浓

度为 2.5×107 拷贝/L[9]。综合分析已有研究信息，疫情期间人类排泄物中病毒

浓度可能提高 1 个数量级，而污水中病毒浓度比排泄物中约低 1～2 个数量级。 

1.3 病毒在污水中的存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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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离开宿主细胞后能够存活一定时间，具体存活时间的长短跟病毒种类

和环境条件有关，包括温度、有机物和微生物，其中温度是病毒存活的关键影

响因素。病毒在污水中一般会吸附在泥砂、粘土、矿物等悬浮固体表面，这些

物质可以为病毒提供保护，使病毒具有一定的逆境抗性从而延长其存活时间

[10]。但同时如果这些固体沉淀下来，也可以成为去除病毒的一种机制[11]。需要

注意的是，当病毒颗粒以聚集状态存在时，可以提高其在不利环境因素下的

存活几率，这也同时提醒污水厂要高度重视污水处理工程中的污泥无害化处

理环节。 

病毒在生物体外表现出一系列对环境因素的敏感性，其中 T90 值（即在水

环境中达到 90%失活的时间）从几分钟到几年不等。污水管网水力停留时间一

般少于半天，因此污水处理厂进水中有可能存在病毒。通常认为带有脂膜的病

毒在水环境中很容易丧失感染性，但并不是所有的包膜病毒都能迅速失去传染

性。病毒失活率受温度和基质影响较大，温度和盐度越高，病毒的失活率也越

高[12-13]。在两项有关水中人类冠状病毒的研究中发现，温度对病毒的活性有显

著影响，室温条件下的病毒样本的失活率比 4℃条件下高出一个数量级[14]。研

究表明，病毒存活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这主要是由病毒外壳蛋白变性和

环境中降解蛋白质的胞外酶活性增加引起的[10]。 

污水的成分（有机氮组分、细菌病毒）和处理过程对病毒的生存影响较大，

经过灭菌的污水中病毒的失活速率大于未灭菌的污水，污水中悬浮物和有机物

提高了病毒在水环境中的生存能力。但是污水中的某些物质也能导致病毒加速

失活，如冠状病毒在巴氏消毒的污水的 T90 远低于蒸馏水培养基[12]。 

冠状病毒在未经过滤的初级污水中的存活时间比在过滤的初级污水中

更长[14]。一项关于冠状病毒在水中存活时间的研究表明，TGEV 和 MHV

两种冠状病毒在水（试剂纯）、地表水和巴氏杀菌的污水中可以长期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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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传染性都很低，而且温度越高病毒的活性越低 [11]。另外有研究表明冠状

病毒在水环境中的传播要比肠道病毒少，因为冠状病毒在废水中会更快地

失活，病毒粒子可在 2～3 d 内减少 99.9%，这与 SARS-CoV 存活数据相

当 [14-15]。可见，污水组分对病毒失活的影响是复杂的，并且不同的病毒和

环境样本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但污水处理过程对病毒去除作用无疑

是正向的。 

2. 污水处理对病毒的去除作用 

一旦病毒从宿主细胞中释放出来，它们就会暴露在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

等环境因素中，如同生物大分子一样存在，在这些环境因素中，物理、化学和

生物因素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市政污水处理厂处理流程的推进，病毒数

量呈显著的降低趋势，最终出水中病毒的分布呈现对数正态关系[16]。表 1 列

举了一些市政污水处理系统的进水和出水中病毒的分布情况[17-20]。 

表 1  病毒在市政污水处理系统中的分布 

病毒种类 
进水基因组浓度

（拷贝/L） 

深度处理出水基因组

浓度（拷贝/L） 

MBR 出水 

基因组浓度 

（拷贝/L） 

Enteroviruses 2.2×103～7.9×103 6.8～250 1.5～53 

Adenoviruses 106～107  103～104 

Rotavirus 106～8.9 ×106 9.3×104～2×105 1.9～49 

Noroviruses 5.6×102～8.3×103 6.9～250  

Astroviruses 106～108 105  

2.1 污水常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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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常规活性污泥法处理市政污水过程中病毒的去除率为 0.65lg～

2.85lg [21]。一些病毒经过超细格栅就可实现 0.1lg～1.0lg 的去除率，经过生物

段处理病毒浓度可进一步降低 1.4lg～1.7lg[17]。有研究表明，砂滤通常可以去

除 10%～98%的病毒，如果在砂滤之前加入混凝工艺，病毒的去除率可提高到

3lg[22]。 

活性污泥可以去除很大一部分病毒，这个过程主要发生在生物池和二沉池

中，生物池中的活性污泥有较大的比表面积，生物池中的病毒粒子可以吸附活

性污泥的表面，最后和活性污泥一起进入二沉池，通过固液分离富集到二沉池

底部污泥中，吸附在剩余污泥上的病毒逐渐失去活性。不同规模和处理工艺的

污水处理过程可使感染性肠病毒减少约 0～2lg，使感染性腺病毒减少 2lg～

3lg。一项针对 5 座市政污水处理厂的调查发现，污水处理厂从进水到消毒后

的病毒浓度降低幅度可以达到 1.9lg～5.0lg[23]。另外也有研究表明，较长水力

停留时间和较低 MLSS 可以提高病毒的去除效果[24]。由于活性污泥的吸附作

用也是物理过程，对病毒没有杀灭作用，后续的消毒工艺对于减少出水中病毒

的数量至关重要。 

MBR 法是活性污泥法和膜过滤的集成。MBR 法去除病毒的原理可归因于

四种机制，即病毒附着在混合固体颗粒上拦截、病毒粒子被膜截留、病毒粒子

被膜上附着层截留以及活性污泥细菌对病毒的捕食和酶分解失活[25]。仅从安

全和消毒效果角度看 MBR 工艺优势明显，经过膜截留后降低了水的浊度，可

以大幅度提升消毒效果，降低了出水暴露风险。据报道，在单一 MBR 法（出

水未做进一步消毒处理）去除污水中的病毒效率在 3.0lg～6.0lg 之间[1]。MBR

工艺的运行参数也会影响病毒的去除率。有报道表明，较长水力停留时间和较

短的污泥泥龄可以提高病毒的去除效果[26]，分析认为可能与污泥吸附病毒并

快速排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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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处理工艺生物池混合液中病毒含量以及病毒在液相和固相中的分布

未见相关研究，但是，由于存在剩余污泥的排放过程，MBR 工艺不会无限浓

缩富集病毒，水处理系统很快就可以达到稳态。另外，从活性污泥的吸附作用

以及病毒在污泥中宜于存活来看，固相浓度理论上应该高于液相，由于相同进

水条件下不同工艺生物池污泥总量基本相同，在完全混合的状态下，只要控制

好气体和污泥处理环节，不同工艺病毒暴露风险应该差别不大。尽管如此，即

使 MBR 工艺滤液中仍然可以检测到病毒的存在[1]，为了保证出水病毒的去除

率，疫情期间需要高度重视污水消毒工作，建议采用紫外消毒的污水处理厂，

补充次氯酸钠消毒。 

2.2 消毒处理 

（1） 臭氧消毒 

与氯相比，臭氧消毒效率更高，但是需要更高的运行成本。杀灭病毒时臭

氧初始剂量一般为 3～10 mg/L，接触时间约为 10 min。有研究表明，臭氧和

紫外线协同杀灭 SARS CoV 的速度比有效氯快数百倍，而且可杀死对氯消毒

剂有高度抵抗力的微生物[27]。水中臭氧含量为 27.73 mg/L，作用 4 min 可完全

灭活 SARS 病毒；臭氧含量为 17.82 mg/L 作用 4 min 和 4.86 mg/L 作用 10 min，

均可使 SARS 病毒的灭活率达 100％[28]。这些参数可以为使用臭氧消毒的污水

厂提供参考。 

（2） 氯消毒 

化学消毒剂如氯、二氧化氯、次氯酸钠和氯胺对病毒蛋白质外壳的损伤较

大，足够高剂量的化学消毒剂还可以破坏病毒的核酸。王新为等考察了次氯酸

钠和二氧化氯对医院污水的消毒效果，结果发现，SARS CoV 在污水中对含氯

消毒剂的抵抗力比大肠杆菌低，当污水中游离余氯量保持在 0.5 mg/L 氯或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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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 二氧化氯以上时可以保证完全灭活污水中的 SARS CoV[29]。 

一般市政污水深度处理消毒氯的使用剂量为 5～20 mg /L，接触时间为

30～60 min。当氯的投加量﹥10 mg/L，接触时间为 60 min 时可以杀灭水体中

的全部轮状病毒[8]。氯剂量为 16 和 8 mg/L，接触时间为 30 min，可分别杀灭

污水中 1.2lg 和 0.35lg 的肠病毒。增加氯剂量或延长接触时间，即提高 CT 值

可以有效提高病毒的杀灭效果。二氧化氯、次氯酸钠和氯胺也是替代的消毒剂，

高浓度的次氯酸钠溶液可用于去除设备和管道上附着的污泥[30]。含有效氯为

200、400、600 mg /L 的次氯酸钠溶液分别在 20、20、10 min 对腺病毒灭活效

果﹥4lg，600 mg /L 的次氯酸钠作用 20 min 灭活效果达到 100%[31]。也有研究

表明二氧化氯去除病毒的效果比氯更好，而氯胺杀灭病毒的效果较差。需要指

出的是用含氯消毒剂消毒时各种水中氮形态和有机物的含量对消毒效果有比

较大的影响[32]。 

（3） 紫外线消毒 

紫外线主要破坏病毒的核酸，也会对病毒的蛋白质外壳产生一定破坏。徐

丽梅研究了紫外线对 Polioviru 病毒的杀灭作用，低剂量的紫外光线能透过病

毒蛋白质外壳导致病毒 RNA 的损伤[33]。波长为 254 nm 的紫外线照射 5 min

时，病毒数量明显减少，254 nm 紫外线照射 30 min 时，感染细胞内检测不到

病毒粒子。波长为 254 nm 的紫外线比 365 nm 的紫外线照射灭活腺病毒气溶

胶的效果更显著，254 nm 紫外线和 65℃热力对一些病毒有不同程度的灭活作

用，紫外线照射可作为室内空间整体消毒的一种方法。不同病毒需要的紫外线

消毒剂量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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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病毒需要的紫外线消毒剂量 

病毒种类 紫外线剂量/（mJ·cm-2） 

Coxsackievirus 20～27 

Hepatitis A virus 12～20 

Echovirus 16～25 

Poliovirus 14～24 

Adenovirus 125～167 

Calicivirus 16～31 

Rotavirus 23～44 

Ansaldi 等[34]研究了紫外线对 SARS CoV、甲型流感病毒与呼吸道合胞病

毒的灭活效果。紫外线（40 mW/cm2）下，分别作用 2 min 即可破坏病毒的核

酸，使病毒失去全部活性。 

2.3 膜过滤 

膜过滤工艺处理可以进一步减少水中病毒的数量，膜过滤法去除病毒是一

个单纯的物理过程，即利用膜孔隙通道截留水中的病毒粒子。由于大多数病毒

颗粒（10～300 nm）通常比微滤膜的孔径（100～1 000 nm）小，因此过滤起始

阶段病毒去除率较低，微滤膜的去除效果不到 1 lg，但随着膜上污染物的积累

过滤效率有所增加，即使膜上污染物在水力反冲洗时微滤膜仍能保持较高的病

毒去除率。另外根据报道混凝-微滤系统可以减少 4 lg 的病毒，长期过滤过程

中膜的不可逆污染会改善混凝-微滤系统中病毒的去除，即使没有混凝预处理，

膜也可以有效过滤病毒颗粒[35]。 

超滤膜孔径大小约为 2～50 nm，能彻底滤除水中的细菌、铁锈、胶体等

有害物质，而且可以物理消除大多数病毒，并且随着膜表面形成滤饼层加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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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一步提高病毒的去除效率[36]。此外，通过调整跨膜压力（TMP）也可以实

现更高的病毒去除率。带微量负电荷的超滤膜比带中性电荷的超滤膜更有利于

病毒的清除[36]。 

反渗透膜可以看作一种离子级的过滤器，可以过滤掉几乎所有冠状病毒和

其他绝大多数病毒，这一点已经在 2003 年 SARS 期间在国内再生水厂运行结

果得到充分证明。各种市政污水深度处理工艺对病毒的去除能力不同，总结见

表 3。 

表 3  市政污水深度处理对病毒去除效果 

处理工艺 工艺参数 去除效果/lg 备注 

絮凝剂 铝盐、铁盐 1～2.86  

微滤 混凝-微滤 0.2～5.1 混凝-微滤处理效果提升 

超滤 负电荷 >3.0 再生水主流工艺 

纳滤  >5.4  

反渗透  >6.5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膜组件的断丝率是影响病毒去除率的关键因素，疫情

期间应切实加强膜完整性检测。 

2.4 市政污水处理厂出水中的病毒 

从公共健康角度来看，可以认为污水厂进、出水中可能带有病毒，所以，

上述病毒感染人的四个条件中满足了第一个条件，但这只是说明污水处理厂出

水有病毒存在的可能性，美国进行的大量与污水回用有关的流行病研究表明，

再生水利用是安全的。2003 年 SARS 暴发高峰期间，天津市卫生防病中心对

市内各污水处理厂进、出水进行了检测，也均未发现 SARS 病毒。原因可能是

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时出水中病毒浓度和活性已经很低，达不到病毒的检出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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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少数病毒随着污水处理厂出水排放到地表水中，环境中的化学物质氧化、

阳光中的紫外线等也会迅速使病毒失去活性[4]。 

综合以上研究结论可知，现有城镇污水处理厂只要保持正常稳定运行，即

可有效去除、杀灭污水的 COVID-19，因此污水处理厂不会成为新冠肺炎的传

染源。 

2.5 污泥处理对病毒的去除作用 

污水处理过程中单纯的沉淀和过滤过程仅是将病毒转移和富集到污泥中，

因此，污泥中病毒的灭活也是不可忽视的，在污泥处置时要充分考虑到相关病

毒学安全性问题。而污泥的稳定化和无害化处理如脱水、堆肥、热处理和中温

厌氧消化均可有效杀灭病毒，其中热处理是迄今为止病毒失活效率最高的污泥

处置方法。需要指出的是，活性污泥吸附的病毒仍然具有感染风险，处置过程

中操作人员需要采取更为有效的防护手段。另外，已经有证据表明，剩余污泥

中的水分在处置过程中可能形成气溶胶，由于气溶胶中的病毒附着于其他物质

而处于结合状态，可免受生物学（酶作用）和理化（温度、pH 和紫外线等）

因素的灭活作用，从而可以长期保持其感染性，这些气溶胶如果不加处理可能

产生一定风险[39]。 

2.6 污水处理过程中的气溶胶 

气溶胶是指悬浮在气体介质中由固态或液态颗粒组成的气态分散系统，在

自然环境中普遍存在，气溶胶颗粒粒径一般在 1～5 μm。污水中气泡在外力作

用下从污水中快速逸出产生爆裂，散落出许多大量细微固液颗粒即形成气溶

胶，这个过程将会同时携带污水中的微生物，变成生物气溶胶。病毒比细菌更

容易被气溶胶携带，有研究发现包膜病毒比非包膜病毒更容易附着在颗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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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污水处理中气溶胶携带病毒的研究较少，且主要针对肠道病毒的

研究。研究表明，水力跌落大、湍动剧烈的污水处理单元形成气溶胶就越多。

污水提升、格栅间、除渣、曝气池、污泥浓缩池和污泥脱水机房等预处理过程

气溶胶浓度高于其他处理区域。不同处理工艺气溶胶风险的影响因素较多，传

统市政污水处理工艺池体表面积大，工艺相对复杂，潜在产生气溶胶的点位相

对较多；MBR 工艺虽然曝气量大，但由于工艺相对较易封闭，在控制气溶胶

风险上有一定优势[38]。也有监测发现，预处理过程气溶胶的浓度与处理厂的规

模相关，规模越大，气溶胶浓度越高。对于近几年兴起的地下或半地下污水处

理厂而言，由于其相对封闭、湿度较大，更加需要严格控制气溶胶的产生，切

实做好全厂气流的组织和调控，各区域操作空间换气量一定要小于除臭排气

量，封闭池体远离抽气口的一端应该适当打开，使操作空间和池体密闭空间真

正形成气体的有序负压流动，避免形成空气流通死区。如果简单封闭池体、加

大地下操作空间的换气次数，反而可能会增大气溶胶在操作空间的扩散风险。

另外，研究表明生物除臭反应器在处理臭味气体的同时还可以有效削减微生物

气溶胶[39]。 

研究表明，污水系统工作人员更容易感染肠道病毒引起的疾病[40]。2003 年

SARS 期间，WHO 认为感染 SARS 的危险职业包括污水处理厂工人和食品及

动物管理者。目前 COVID-19 气溶胶传播途径尚待明确[41]，出于安全考虑，污

水处理操作人员要加强个人防护工作，佩戴手套、面罩或护目镜和防护服，尽

量避免接触容易产生气溶胶的区域。疫情期间排水管渠维护和清疏作业应以机

械、水力为主，非特殊情况下不建议组织下井作业。对于清理出来的固体废物

必须及时用密闭运输车辆运送到符合规定的场所最终处置。污水处理厂应立足

于“以人为本”，坚持“底线思维”，充分利用在线仪表的优势，尽量减少人工

化验检测频次，保障从业人员安全，保障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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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结和展望 

（1） 受感染者的排泄物中可能存在活性 COVID-19，但并不意味着病毒的

主要传播途径发生变化，消化道（粪-口）传播在全部传播中的作用和意义仍

需进一步研究。 

（2） 病毒感染人类需要同时具备四个条件，不能从排泄物中检测到活体

病毒，就简单推断出污水处理厂也会成为 COVID-19 病毒的传染源。 

（3） 污水处理过程能够有效降低病毒浓度，降低幅度可以达到 1.9lg～

5.0lg。污水处理厂只要保持正常稳定运行，即可彻底阻断肠道病毒和呼吸道病

毒。 

（4） 污水处理过程必须高度重视消毒处理，消毒效果排序：臭氧消毒＞二

氧化氯消毒＞液氯消毒＞次氯酸盐消毒。 

（5） 必须高度重视污泥处理过程。污泥处理中脱水、堆肥、石灰处理对病

毒均有杀灭作用，杀灭效果有差异。 

（6） 再生水处理过程可以有效去除病毒，结合工艺控制可以保障出水安

全。 

（7） 为避免气溶胶暴露风险，加强防护，减少人工取样和检测频次，加强

除臭处理，地下污水处理厂重视气流和系统调控。 

（8） 污水处理厂要充分利用在线仪表优势，保障从业人员安全的同时保

障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行。 

（9） 目前污水处理过程中的病毒的相关研究还有很多空白，近期建议可

以围绕生物池混合液中病毒在液相和固相中的分布比例以及病毒扩散、吸附规

律等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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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在水和废水中的存活 

来源：中国给水排水公众号 

翻译：王路遥 

译文来源：Patricia M. Gundy，Charles P. Gerba，Ian L. Pepper. Survival of 

coronaviruses in water and wastewater[J].Food Environ Virol ，2009，1（1）：10–14. 

摘要：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出现及其潜在的环境传播表明，需要更多关于冠

状病毒在水和废水中存活的信息。在过滤和未过滤的自来水（4℃和 23℃）和废水

（23℃）中测定了代表性冠状病毒猫传染性腹膜炎病毒和人冠状病毒 229E 的存活

率。在相同的试验条件下，将其与脊髓灰质炎病毒 1 型进行了比较。试验水中冠

状病毒的失活高度依赖于温度、有机物水平和拮抗细菌的存在。病毒效价下降

99.9%（T99.9）所需的时间表明，在自来水中，冠状病毒在 23℃（10 d）水中比在

4℃（>100 d）水中灭活得更快。冠状病毒在废水中迅速死亡，T99.9 值在 2～4 d 之

间。除了4℃自来水外，脊髓灰质炎病毒在所有测试水中的存活时间都比冠状病毒长。 

1. 介绍 

2003 年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在全世界造成了 8 000 多例病

例产生，死亡率约为 10% （Manocha et al. 2003；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2004）。最后已知的爆发是在 2004 年北京的一个研究实验室。这种疾病的原因

被确定为一种新的人类冠状病毒，很可能起源于麝猫，潜在宿主可能是蝙蝠

（Guan et al. 2003；Lau et al. 2005； Wang et al. 2006）。冠状病毒是有包膜的

单链 RNA 病毒，大小从 60～220 nm 不等。它们可以感染鸟类和哺乳动物，

包括人类，并通过气溶胶或粪便-口腔途径传播。冠状病毒在爆发期间的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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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表明，人类冠状病毒的主要传播方式是呼吸道飞沫；然而，没有直接证

据支持这一点（Belshe 1984）。由于迄今为止人类冠状病毒感染被认为是一种

温和的、自我限制的疾病，因此关于其在环境中的传播潜力的信息有限。 

鉴于 2003 年 3 月在香港高层住宅区爆发的涉及 300 多人的 SARS 疫情与

一个有缺陷的污水系统有关（Peiris et al. 2003），SARS 疫情传播可能与水和废

水有关。SARS-CoV 可在肠道内复制（Leung et al. 2003），这一事实使其成为一

种可能的肠道病原体，而 SARS 病例中腹泻的发生率在 8%～73%之间（SARS

流行病学工作组，2003），这引起了人们对其潜在环境传播的关注。Leung 等

（2003）还报道，从 SARS 患者小肠中获得的病毒培养物产量高于作为该病毒靶

器官的肺组织。传染性病毒是从 SARS 患者感染后 3 周内的粪便中分离出来的

（Chan et al. 2004； Liu et al. 2004）。SARS 的出现及其传播问题表明需要更多的

信息，特别是冠状病毒在水和废水中的存活情况。本研究比较了代表性冠状病

毒和脊髓灰质炎病毒 1 型在自来水和废水中的存活情况。 

2. 材料和方法 

猫传染性腹膜炎病毒（FIPV）（ATCC-990）：一种猫科动物的肠道冠状病

毒，在克兰德尔里瑟猫肾细胞系（CRFK）（ATCC-94）中繁殖和检测。人冠状

病毒 229E（HCoV）（ATCC-740）：一种呼吸道病毒，在胎儿肺成纤维细胞，

MRC-5 细胞系（ATCC-171）中繁殖和分析。脊髓灰质炎病毒 1 LSc-2ab （PV-

1）：一种已知的在环境中非常稳定的人类肠道病毒，在布法罗绿猴肾（BGM）

细胞系中繁殖和检测。在单层细胞中观察到细胞致病作用（CPE）后，将感染

细胞在-20℃冷冻和解冻三次以释放病毒。随后在 1 000×g 离心 10 min 以除去

细胞碎片，加入到 9%聚乙二醇（相对分子质量 8 000）和 0.5 mol·L-1 的病毒悬

浮液中，并在 4℃下搅拌过夜。在 10 000×g 离心 30 min 后，用 0.01 mol·L-1 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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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盐水（PBS；pH 值 7.4）（Sigma，St. Louis，MO）重悬至原始病毒悬液体积

的 5%。然后将冠状病毒进行效价测定并储存在-80℃下。脊髓灰质炎病毒通过

用等体积的 Vertrel XF （Dupont，Wilmington，DE）提取进一步纯化，乳化后

以 7500×g 离心 15 min，随后收集顶层水层，进行效价测定并在-80℃储存。 

自来水样本是从实验室的冷水龙头中采集的。水源是地下水，水质参数：

pH 值 7.8，溶解固体 297 mg/L，总有机碳 0.1 mg/L。在收集样品之前，让水流

动 3 分钟。在未过滤的自来水和通过 0.2 μm 孔径过滤器去除细菌的自来水中测

定病毒存活率。将自来水（30 mL）加入到无菌的 50 mL 聚丙烯离心管中，以减

少附着在容器上的病毒损失。添加无菌硫代硫酸钠至最终浓度 33 μg/mL，以使水

脱氯。涡旋后，将病毒添加到每个管中，最终浓度为 105 TCID50/mL。再次涡旋

离心管并立即取样（零时间点）。然后将离心管储存在 4℃或室温下（23℃）。室

温下储存的离心管用铝箔覆盖，以防暴露在光线下。在 1、3、6、10、15 和 21 d

后对离心管取样，并将样品在-80℃下冷冻，直到它们在细胞上被分析。 

初级出水和剩余活性污泥（二级）的样品来自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罗

杰路污水处理厂，并收集在无菌聚丙烯瓶中。沉淀后收集初级出水，氯化前收

集二级出水。该设施一级出水的典型水质参数为生物需氧量（BOD）和 1 悬浮

固体（10～220 mg/L）。通常相比初级出水，二级出水中的 BOD 和悬浮固体减

少了 90%～95%。将出水（30 mL）加入到无菌的 50 mL 聚丙烯离心管中。在

添加病毒之前，一级出水通过 0.2 μm 孔径的过滤器过滤，并且未经过滤的也

进行测试。二级出水仅未经过滤的进行测试。然后将病毒添加到每个离心管中，

最终浓度为 105 TCID50/mL。将离心管涡旋，立即取样（零时间点）。然后将

离心管覆盖并保持在室温（23℃）。在 1、2、3、6、10、15 和 21 d 后收集样

品，并将样品在-80℃下冷冻直至分析。 

使用噬斑试验或 TCID50 技术在细胞培养物上计数病毒。在 6 孔塑料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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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板中，通过噬斑测定法（Payment and Trudel 1993）测定了 PV-1 的效价。

这是一种直接定量方法，最低检测限为 10 pfu/mL。将每种稀释液接种在两个

孔中。在细胞培养中不形成斑块的冠状病毒，通过组织培养感染剂量 50%技术

（TCID50）在 24 孔塑料细胞培养板中测定其效价（Payment and Trudel 1993）。

这种技术确定了显示出 CPE 的 50%的原液的稀释度。取稀释倍数的反对数，

得到每毫升 TCID50 的病毒效价。该方法的最低检测值为每毫升 3.7 个病毒。

将每种稀释液接种在至少 8 个孔中。在添加病毒之前，任何来自测试水的样品

都必须在细胞培养检测之前过滤，以消除细菌污染。在 pH 为 7 下使 3%牛肉

提取物（Becton Dick-inson，Sparks，MD）通过以阻断可能吸附病毒的位点来

制备具有聚醚砜（PES）膜的 0.2 μm 低蛋白结合 Millex 过滤器（Millipore，

Billerica，MA）。所有实验重复三次。 

3. 结果和讨论 

表 1 显示了三种病毒在测试水中的存活天数。每种病毒的对数减少量由

公式“lg N/N0”计算，其中 N 是指定日期的病毒效价，N0 是时间为 0 的病毒

效价。线性回归的斜率用于确定存活率；病毒效价下降 99%和 99.9%所需的时

间（分别表示为 T99 和 T99.9）。 

 

 

表 1  在水和废水中三种病毒的存活天数 

Table 1 Survival in daysa of sudy virusesb in tap water and waste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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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us 

Tap water 

filtered 

23℃ 

Tap water 

Unfiltered 

23℃ 

Tap water 

Filtered  

4℃ 

Primary 

effluent 

Filtered  

23℃ 

Primary 

effluent 

Unfiltered  

23℃ 

Secondary 

effluent 

T99 T99.9 T99 T99.9 T99 T99.9 T99 T99.9 T99 T99.9 T99 T99.9 

Hcov 6.76 10.1 8.09 12.1 392d 588d 1.57 2.35 2.36 3.54 1.85 2.77 

FIpv 6.76 10.1 8.32 12.5 87.0d 130d 1.60 2.40 1.71 2.56 1.62 2.42 

Pv-1 43.3d 64.9d 47.5d 71.3d 135d 203d 23.6d 35.5d 7.27 10.9 3.83 5.74 

a The slope of the lincar regression was used to dete rrmine the survival；the time，in 

days，for the virus titer to decrease 99% and 99.9%，expressed as T99 and T99.9，respectively 
b Human coronavirus 229E（Hcov），feline infectious peritonitis virus （fipv），

poliovirus 1（PV-1） 
c Hcov was unfiltered 
d Projected values 

影响病毒在水中存活的因素包括温度、有机物和好氧微生物（John and 

Rose 2005；Melnick and Gerba 1980；Sobsey and Meschke 2003）。对病毒存活

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就是温度。已有研究表明，病毒存活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

低，这主要是由蛋白质变性和胞外酶活性增加引起的（Hurst et al. 1980；John 

and Rose 2005）。自来水研究的结果证实冠状病毒就是这种情况。通过测试过

滤后的自来水，我们减少或消除了颗粒有机物和细菌的影响。在室温下，只需

要 10 天就能使过滤后的自来水中的冠状病毒减少 99.9%，而在 4℃时，这种

程度的病毒灭活则需要 100 天以上。PV-1 在自来水中 4℃的存活与冠状病毒

相似，但在室温（23℃）下，该病毒在过滤水和未过滤水中的存活时间都延长

了六倍。图 1 和图 2 分别显示了三种研究病毒在室温（23℃）和 4℃下在自来

水中的存活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毒效价从 4℃水中的初始效价上升，这

可能是由于病毒倾向于形成聚集物然后分解，而不是由于病毒在样本中的复

制。 



研究分析 

- 140 - 

 

 

图 1  室温（23℃）条件下三种病毒在脱氯、过滤后自来水中的对数减少量 

 

图 2  4℃条件下三种病毒在脱氯、过滤后自来水中的对数减少量 

（*代表未过滤） 

水中有机物和悬浮固体的存在可以为吸附在这些颗粒上的病毒提供保护，

但同时如果这些固体沉淀下来，也可以成为去除病毒的一种机制。从自来水到

二级出水再到一级出水，测试水中的有机物和悬浮固体含量都有所增加。过滤

后的自来水比未过滤的自来水对冠状病毒灭活作用更强。此外，HCoV 在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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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的一级出水中的存活时间比过滤后的长。这表明较高的固体含量确实为水中

的冠状病毒提供了保护。然而，对 PV-1 来说，过滤对其在自来水中的存活影

响很小。在一级出水中，经过滤出水中的 PV-1 存活时间是未经过滤出水中的

三倍。值得注意的是，在添加到废水中的时间和立即回收用于测试的时间（零

时间点）之间，冠状病毒的效价显著降低。加入废水后，冠状病毒的效价立即

下降了 99.9%，而 PV-1 效价仅下降了 10%。这种减少可能是由于废水中溶剂

和洗涤剂的存在，它们会破坏病毒包膜并最终使病毒失活。这也可能表明冠状

病毒比 PV-1 更容易吸附废水中的固体。病毒包膜的疏水性使得冠状病毒在水

中的溶解性降低，因此增加了这些病毒粘附在固体上的可能性。废水样本必须

经过过滤，以防止细菌污染细胞单层，这将去除颗粒物和任何与之相关的病毒。 

捕食性微生物如原生动物的存在可以增加水中病毒的失活率，蛋白酶和核

酸酶也有这种作用（Gerba et al. 1978；John and Rose 2005）。与二级出水相比，

初级出水的细菌和固体含量都较高。所有三种测试病毒在未过滤的初级出水中

的存活时间都比未过滤的二级出水长，尽管对 FIPV 来说这是可以忽略的。这

再次表明，废水中的颗粒物相关病毒受到保护，不会被捕食和灭活。然而，冠

状病毒在 3 天后低于最低检测限，而 PV-1 在 21 天后仍可检测到。废水中研究

病毒的平均对数减少结果列于表 2。 

4. 结论 

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冠状病毒比 PV-1 对温度更敏感，并且 PV-1 和冠状

病毒在废水中的存活性有相当大的差异。其部分可能原因是包膜病毒在环境中

不如非包膜病毒稳定。冠状病毒在废水中很快死亡，在 2～3 d 内减少了 99.9%，

这与 SARS-CoV 存活数据相当（Wang et al. 2005a，b）。冠状病毒在初级出水

中的存活时间仅略长于二级出水，这可能是因为悬浮固体含量较高，可以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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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失活。PV-1 比冠状病毒存活时间长得多，初级出水需要 10 d，二级出水需

要 5 d，才能达到与冠状病毒相当的灭活率。本研究表明，冠状病毒在水环境

中的传播要比肠道病毒少，因为在环境温度下，冠状病毒在水中和废水中会更

快地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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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在环境卫生作业环境中的存活潜力 

及感染风险防控探讨 

来源：环境卫生工程公众号 

作者：吕  凡，郝丽萍，章  骅，邵立明，崔广宇，彭  伟，何品晶 

摘要：环境卫生作业的生活垃圾、粪便、保洁区域等均可能成为病毒传播的载

体，危害日常居民生活和环境卫生作业人员的健康。归纳分析了包括 SARS 冠

状病毒在内的一些病毒的体外生存特征，包括消毒、杀灭阈值，以及环境卫生

作业人员和公众的病毒暴露途径，讨论了防控环境卫生作业过程中病毒感染风

险的措施。 

1. 引言 

环境卫生作业是以生活源废物收集、清运、转运和处理为手段实现环境卫

生保障目标的公益事业，城乡环境卫生的作业对象包括：道路及其他公共场所

清扫和保洁，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以及粪便收集、运输和处理[1]。环

境卫生作业对象是与人体密切接触的废物或人体排泄物，在产生过程中可能附

着、沾染各类致病微生物和有害物质，可能成为感染源和污染源。在环境卫生

作业过程中，废物存在多种暴露场景，可能将感染源传播至作业人员和一般居

民，特别是在疫情爆发期间，暴露和传播风险更需要引起关注。为避免病毒感

染的危害，保护居民和环卫作业人员的健康，需要强化环境卫生作业对象感染

传播的防控措施。 

病毒在物体表面、粪便、尿液、水、气溶胶中能存活数小时甚至数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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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环境卫生作业针对的垃圾、粪便、保洁物均可能成为病毒传播的载体，

危害日常居民和环境卫生作业工作人员的健康。例如，希腊研究人员对血清样

本的测试结果表明，与没有职业性接触废物的受试者相比，城市固体废物收运

人员的甲型肝炎抗体阳性比例更高，但无统计学显著性（分别为 40％和 34％，

P = 0.4）[2]。因此，环境卫生作业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环节。但是，已有的相关

感染性物质防控规程一般均是明确针对从医疗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例如：HJ 

421-2008 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GB 19217-2003 医疗废

物转运车技术要求（试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试行）》（环发

[2003]206 号），HJ/T 177-2005 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技术规范和 HJ-BAT-

8 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试行）等。但是，对于疫情

爆发期间，非医疗机构或集中隔离点的居住区、办公区等日常产生的垃圾、粪

便和公共设施保洁废物，环卫作业人员应如何开展环境卫生作业，公众应如何

进行环境卫生防护，籍以防控病毒传播，尚缺乏明确的数据支持和操作指南，

多以经验判断为主，或过于谨慎，或过于轻忽。 

目前，由于尚未有 2020 年初引发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曾用名：2019-

nCoV、SARS-CoV-2）的环境卫生研究数据。故本研究参考其他相关病毒研究

成果，综述了包括 SARS 冠状病毒（SARS-CoV）在内的一些病毒的体外生存

特征，包括消毒、杀灭域值，以及环境卫生作业人员和公众的暴露途径，讨论

了防控环境卫生作业过程中病毒感染风险的措施。 

2. 代表性病毒的生存和杀灭特征 

2.1 病毒及其传播途径 

病毒是由遗传物质核酸（DNA 或 RNA）与蛋白质构成的非细胞形态微生

物，通过在特定的活生物（即宿主）细胞内复制进行繁殖，营严格的寄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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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宿主细胞外，病毒能以无生命活动的生物大分子状态存在，并长期保持其侵

染活力；遇到宿主细胞，则通过吸附、侵入和脱壳、生物合成（核酸和蛋白质）

和装配、释放子代病毒而显示其典型的生命特征。病毒的结构包括由核酸构成

的核心（基因组）和包围着核心的衣壳（蛋白质）。有些病毒（如冠状病毒）

在衣壳外还覆盖着一层嵌合了蛋白质或糖蛋白的类脂双层膜，称为包膜。包膜

的结构与病毒的宿主专一性和侵入等功能相关[3]。 

表 1 列出了代表性人类致病病毒及其结构和传播途径[4]。病毒可侵染原核

生物和真核生物。按照寄生宿主的不同，可分为细菌病毒（噬菌体）、植物病

毒、昆虫病毒和动物病毒。病毒对宿主细胞的侵染和生命活动常导致寄生细胞

的裂解，从而引发疾病。与人类疾病相关的病毒属于动物病毒的范畴，如可引

发呼吸道疾病的冠状病毒[5]。病毒可通过不同途径在宿主个体之间传播。主要

包括：①接触传播，直接或间接接触（或吸入）传染源（患者）的血液、分泌

物（汗液、唾液、眼泪、母乳、精液或阴道分泌物等）、呼出的气体或飞沫、

呕吐物、排泄物（粪便、尿液）、内脏器官等，病毒可经由皮肤、呼吸道或黏

膜（眼结膜、口腔粘膜）而感染易感者[6]；②气溶胶传播，气溶胶是由固体或

液体小质点（如患者传染源喷嚏、咳嗽、说话的飞沫）分散并悬浮在气体介质

中形成的胶体分散体系；③蚊虫传播，通过蚊和蜱虫叮咬而传播；④母婴传播，

通过胎盘、产道、母乳喂养等方式由母亲传播到婴儿[7]。 

表 1  代表性人类致病病毒及其结构和传播途径[4] 

病毒科名 主要病毒 结构特点 导致疾病 传播途径 

冠状病毒科

（Coronwviridae） 

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8]；

SARS 冠状病毒

（SARS-COV）；

MERS 冠状病毒

（MERS-COV）[9] 

正向单股RNA，

不分节段，有

包膜 

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非

典型肺炎；

中东呼吸综

合征等 

直接接触传播（飞

沫接触）、间接接

触传播（疑似粪口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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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科名 主要病毒 结构特点 导致疾病 传播途径 

丝状病毒科

（Filoviridae） 

埃博拉病毒 

（EBOV） 

反向单股RNA，

不分节段，有

包膜 

埃博拉出血

热等 

接触传播（体液接

触） 

腺病毒科

（Adenoviridae） 
腺病毒[10] 

双股 DNA，无

包膜 

急性发热性

咽喉炎、滤

泡 性 结 膜

炎、胃肠炎

等 

直接接触传播、间

接接触传播（飞沫

接触、粪口传播、

污染物表面接触） 

嗜肝病毒科

（Hepadnaviridae） 
乙型肝炎病毒[11] 

双股 DNA，环

状，有反转录 
乙型肝炎 

血液传播、性传

播、母婴传播 

正黏病毒科

（Orthomyxoviridae） 
流感病毒 

反向单股RNA，

分节段，有包

膜 

流感 

直接接触传播（飞

沫接触）、间接触

传播、气溶胶传播 

小 RNA 病毒科

（Picornawiridae） 

脊髓灰质炎病

毒、柯萨奇病毒

等[12] 

正 向 单 股

RNA，不分节

段，无包膜 

脊 髓 灰 质

炎、脑膜炎、

心肌炎等 

接触传播（粪口传

播） 

反转录病毒科

（Retroviridae） 

人类免疫缺陷病

毒 

正向双股RNA，

不分节段，有

包膜 

艾滋病 
血液传播、性传

播、母婴传播 

弹状病毒科

（Rhabdoviridae） 
狂犬病毒 

反向单股RNA，

不分节段，有

包膜 

狂犬病 
直接触传播（人畜

共患） 

黄病毒科

（Flaviviridae） 
寨卡病毒 

正向单股RNA，

有包膜 

小头畸形、

自身免疫性

疾病等 

蚊虫传播、母婴传

播 

杯状病毒科

（Calicivirus） 
诺如病毒 

正向单股RNA，

无包膜 
急性胃肠炎 

接触传播（粪口传

播）、气溶胶传播 

2.2 代表性病毒在不同环境介质中的存活时间 

病毒的存活时间取决于离体状态下的抵抗力，即在细胞外，病毒体结构及

活性基团对不利因素的适应性。受胞外环境中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包括生物因

素（病毒结构、其他微生物的存在、有机物）、物理因素（温度、湿度、紫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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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和化学因素（pH、盐度、抗病毒物质）等[13]。 

表 2 详细列举了文献中包括冠状病毒在内的一些动物传染病毒在粪便、

尿液、垃圾、水、物体表面等介质中的存活特征。根据 SARS-CoV 在不同材质

物体表面的加标实验结果表明，感染性物质的浓度较高时，室温条件下 SARS-

CoV 在干净干燥的纸、防渗透一次性材料（PPE 防护服，聚丙烯材质，聚乙烯

涂层）和棉质布料上的存活时间分别可达 24 h、2 d 和 24 h；而浓度低时，仅

分别存活 5 min、1 h 和 5 min[14]。受牛冠状病毒（BCoV）污染的蔬菜表面，

在 4℃条件下，BCoV 可存活 2～14 d[15]。而 SARS-CoV 在水中的存活时间更

长，20℃条件下，在医院污水、市政污水、去氯自来水中均能存活 3 d；在磷

酸缓冲溶液中更是大于 14 d[16]。室温条件下，呼吸道样本（鼻咽抽吸物、喉

咙和鼻拭子）中的 SARS-CoV 可存活 7～10 d；4℃时可超过 27 d[14]。根据上

述数据推测，含水率低的垃圾成分可能有利于缩短病毒的存活时间，有利于降

低病毒传播的风险。因此，避免投弃和收运过程中干湿垃圾成分相互沾污，避

免受感染性物质污染程度高的废物与污染程度低或未受污染废物的相互沾污，

进而采取废物分类分流措施，应有利于防控生活垃圾作业过程中冠状病毒的感

染风险。 

20 ℃时，SARS-CoV 在粪便中的存活时间可达 3 h 至 5 d[14，16]；4 ℃时，

则可大幅延长至 17 d 以上[16]。该病毒在尿液中的存活时间更长，无论是 20 ℃

还是 4 ℃，存活时间均超过了试验时的 17 d[16]。埃博拉病毒（EBOV）在尿液

中的存活时间也是长于在粪便中的，约为后者的 2 倍，达 30～64 d[17-18]。但

是，猪瘟病毒（CSFV）在猪粪中的存活时间反而高于在猪尿中[19]。在低浓度

牛粪悬浮液中，BCoV 的存活时间反而高于在高浓度牛粪悬浮液[15]。因此，还

不能确定粪便和尿液两者哪一个的病毒传染风险更高，是否需要粪尿分流。但

是，依然可推测出病毒在粪尿中的存在时间高于其他环境介质。因此，在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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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期间，粪尿沾污垃圾（例如：成人和婴儿尿布、卫生巾、公共厕所中的废

纸篓投弃物）应与其他生活垃圾分类分流处理。 

而且，无论何种病毒和环境介质，温度的影响均极其显著，低温会大幅延

长病毒的存活时间。CSFV 的存活时间可由 5 ℃时的 66 d，缩短至 20 ℃时的

4.8 d，在 30 ℃时仅 0.85 d[19]。因此，在冬季低温条件下，环境卫生作业的病

毒防控更为严峻。 

高 pH 似乎会延长病毒在粪便中的存活时间，但目前仅有 1 篇文献述及 pH

的影响。研究人员发现，SARS-CoV 加标试验中，粪便样本 pH 为 6～7，病毒

在 20 ℃时的存活时间为 3 h；粪便样本 pH 为 7～8、8 和 9，病毒存活时间分

别为 6 h、1 d 和 5 d[14]。脊髓灰质炎病毒在 pH 为 9 的粪便样本存活时间也高

于 pH 为 6～7 样本[14]。但是，pH 的影响规律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据。如果低

pH 确实有利于缩短病毒存活时间，则分类湿垃圾在收集贮存运输时可能形成

的低 pH 环境（pH4～6）就可能对于病毒防控是有利的。 

而且，尿液的储存浓度和温度对于致病菌和病毒的存活时间影响很大。尿

液中的氨浓度高，会影响微生物活力。因此，延长尿液存留时间有利于灭活微

生物。研究发现，氨的阈值浓度约为 40 m mol·L-1 NH3（例如，2.1 g/L NH3-N

在 24 ℃、pH 为 8.9 的环境中），低于该阈值，所有研究的微生物（鼠伤寒沙

门氏菌，粪肠球菌，鼠伤寒沙门氏菌噬菌体 28B、MS2 和 Φ×174）均会持续更

长的时间，而与温度（4、14、24、34 ℃）无关。上述结果表明，尿液稀释率

（研究了尿水比 1：0、1：1、1：3）对于病原体灭活非常关键。在低于 20 ℃

的温度下，噬菌体数量减少非常缓慢。因此，在低于 20 ℃下存留的尿液中含

有依然保持感染性病毒的风险很高[20]。 

表 2  一些病毒在不同介质不同环境下的存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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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类型 存在介质 温度/℃ 
其他环境条件或 

实验条件说明 

存活时间

（未检出所

需时间） 

严重急性呼吸

综合征冠状病

毒 SARS-COV 

GVU6109 

粪便样本 

（婴儿），PH6-7 
20   3 h 

粪便样本 

（正常成人），Ph7-8 
20   6 h 

粪便样本 

（正常成人），Ph8 
20   1 d 

粪便样本 

（腹泻成人），Ph9 
20   5 d 

呼吸道样本 

（鼻咽抽吸物） 

室温   10 d 

4   ＞27 d 

呼吸道样本 

（喉咙和鼻拭子） 
室温   7 d 

纸 室温 
接种浓度 

TCID50/mLe 

106 24 h 

105 3 h 

104 ＜5 min 

防渗透一次性材料 室温 
接种浓度 

TCID50/mL 

106 2 d 

105 24 h 

104 1 h 

棉质布料 室温 
接种浓度 

TCID50/mL 

106 24 h 

105 1 h 

104 5 min 

 

粪便 

20   4 d 

4   ＞17 d 

尿液 

20   ＞17 d 

4   ＞17 d 

20   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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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类型 存在介质 温度/℃ 
其他环境条件或 

实验条件说明 

存活时间

（未检出所

需时间） 

医院污水 4   ＞14 d 

市政污水 

20   3 d 

4   ＞14 d 

去氯自来水 

20   3 d 

4   ＞14 d 

磷酸缓冲溶液 

20   ＞14 d 

4   ＞14 d 

严重急性呼吸

综合征冠状病

毒 SARS-COV 

医院污水 

20   ＞2 d 

4   ＞14 d 

中东呼吸综合

征冠状病毒
MERS-CoV 

粪便    检出 

埃博拉病毒
EBOV 

精液   ＞272 d ＞18 个月 

眼房水   ＞63 d ＞101 d 

汗水   ＞40 d ＞44 d 

尿液   ＞30 d ＞64 d 

阴道分泌物   ＞33 d ＞33 d 

结膜液、眼泪  人体，发病后 ＞22 d ＞28 d 

粪便   ＞19 d ＞29 d 

母乳   ＞17 d ＞16 个月 

唾液   - ＞22 d 

羊水   - ＞38 d 

脑脊液   - ＞9 个月 

脊髓灰质炎病 粪便样本（婴儿）， 20   ＞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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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类型 存在介质 温度/℃ 
其他环境条件或 

实验条件说明 

存活时间

（未检出所

需时间） 

毒 Poliovirus pH 值 6～7 

粪便样本（腹泻成

人），PH 值 9 
20   ＞4 d 

猪瘟病毒
CSFV 

猪粪 

5  66da 47 db 

12  19 da 14 db 

20  4.8 da 3.5 db 

30  0.85da 0.61 db 

5  20 da 23 db 

猪尿 

12  4.9 da 5.6 db 

20  1.8 da 2.1 db 

30  1.4 da 1.6 db 

牛冠状病毒
Bcov-88 

牛粪悬液，喷撒在莴

苣叶表面 
4  14 de 2 dd 

牛粪悬液 4  26 de 2 dd 

注：aBrescia 病毒株；bPaderborn 病毒株；e0.1%牛粪悬浮液；d10%牛粪悬浮液；eTCID50

为半数组织细胞感染剂量。 

2.3 病毒污染物的杀灭域值和消毒要求 

表 3 列示了数种消毒剂、洗涤液对病毒的灭活效果，分析了反应时间、药

剂种类和浓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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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种消毒剂、洗涤剂灭活病毒的效果 

病毒 

类型 
存在介质（消毒剂） 温度/℃ 

消毒时间
/min 

初始接种量→残留量（或） 

灭活率（或）杀灭对数值 

严重急性呼

吸综合征冠

状病毒
SARS-CoV 

GVU6109 

次氯酸钠（1：50 稀释；原液浓度 79 241mg/m3活

性氯） 
室温 

5、10、

20、30 
106→＜102TCID50/mL 

次氯酸钠（1：100 稀释；原液浓度 79 241mg/m3

活性氯） 
室温 

5、10、

20、30 
106→＜102TCID50/mL 

家用洗涤剂（1：50 稀释；品牌 AXE；含月桂基

醚硫酸钠，烷基多糖苷和椰油脂肪酸二乙醇酰

胺） 

室温 
5、10、

20、30 
106→＜102TCID50/mL 

家用洗涤剂（1：100 稀释；品牌 AXE；含月桂基

醚硫酸钠，烷基多糖苷和椰油脂肪酸二乙醇酰

胺） 

室温 
5、10、

20、30 
106→＜102TCID50/mL 

Virkon S（ 1% ；卫可消毒粉；品牌： Antec 

International；含过硫酸氢钾三盐复合物、表面活

性剂、有机酸、无机缓冲体系、复合粉状制剂） 

室温 
5、10、

20、30 
106→＜102TCID50/mL 

严重急性呼

吸综合征冠

状病毒
SARS-COV 

市政污水，101.6～

101.75TCID50/ml 病

毒，（1.1-1.9-2.9）

×105pfu/L f2噬菌

体，或（0.46-0.55-

0.3）×106cfu/L 大

肠杆菌 

次氯酸钠

溶液（5%

活性氯） 

5mg/L 氯， 

余氯 0.11mg/L 
20 30 68.38%a 30.91%b 0e 

10mg/L 氯， 

余氯 0.40mg/L 
20 30 100%a 27.27%b 0e 

20mg/L 氯， 

余氯 0.50mg/L 
20 30 100%a 79.09%b 10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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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 

类型 
存在介质（消毒剂） 温度/℃ 

消毒时间
/min 

初始接种量→残留量（或） 

灭活率（或）杀灭对数值 

40mg/L 氯， 

余氯 0.82mg/L 
20 30 100%a 100%b 100%e 

10mg/L 氯， 

余氯 0.39mg/L 
20 1 43.77%a 15.79%b 0e 

10mg/L 氯， 

余氯 0.33mg/L 
20 5 68.38%a 15.79%b 0e 

10mg/L 氯， 

余氯 0.40mg/L 
20 10 100%a 18.32%b 14.29%e 

10mg/L 氯， 

余氯 0.40mg/L 
20 20 100%a 21.05%b 26.09%e 

10mg/L 氯， 

余氯 0.35mg/L 
20 30 100%a 31.58%b 20.21%e 

20mg/L 氯， 

余氯 0.59mg/L 
20 1 100%a 0b 23.09%e 

20mg/L 氯， 

余氯 0.57mg/L 
20 5 100%a 13.78%b 

99.969%
e 

20mg/L 氯， 

余氯 0.51mg/L 
20 10 100%a 11.20%b 

99.998%
e 

20mg/L 氯， 

余氯 0.50mg/L 
20 20 100%a 48.67%b 

99.9998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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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 

类型 
存在介质（消毒剂） 温度/℃ 

消毒时间
/min 

初始接种量→残留量（或） 

灭活率（或）杀灭对数值 

20mg/L 氯， 

余氯 0.53mg/L 
20 30 100%a 78.24%b 100%e 

二氧化氯 

5mg/L 氯， 

余氯 0.00mg/L 
20 30 0a 0b 0e 

10mg/L 氯， 

余氯 0.00mg/L 
20 30 94.38%a 32.73%b 0e 

20mg/L 氯， 

余氯 0.00mg/L 
20 30 82.22%a 42.73%b 0e 

40mg/L 氯， 

余氯 2.19mg/L 
20 30 100%a 60.00%b 99.46%e 

10mg/L 氯， 

余氯未检出 
20 1 43.77%a 42.11%b 0e 

10mg/L 氯， 

余氯未检出 
20 5 68.38%a 26.32%b 17.39%e 

10mg/L 氯， 

余氯未检出 
20 10 68.38%a 17.79%b 0e 

10mg/L 氯， 

余氯未检出 
20 20 68.38%a 26.32%b 14.29%e 

10mg/L 氯， 

余氯未检出 
20 30 55.33%a 47.37%b 21.7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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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 

类型 
存在介质（消毒剂） 温度/℃ 

消毒时间
/min 

初始接种量→残留量（或） 

灭活率（或）杀灭对数值 

40mg/L 氯， 

余氯 19.10mg/L 
20 1 94.37%a 13.78%b 100%e 

40mg/L 氯， 

余氯 17.59mg/L 
20 5 100%a 23.46%b 

99.9998

%e 

40mg/L 氯， 

余氯 13.99mg/L 
20 10 100%a 17.65%b 

99.998%
e 

40mg/L 氯， 

余氯 10.91mg/L 
20 20 100%a 48.97%b 

99.998%
e 

40mg/L 氯， 

余氯 5.86mg/L 
20 30 100%a 68.78%b 100%e 

严重急性呼

吸综合征冠

状病毒
SARS-CoV 

isolate FFM-

1 

Sterillium 

洗手，未稀释；基本配

方；45%异丙醇，30%正丙

醇，0.2%乙草威 

室温 0.5 ≥4.25d ≥4.25e ≥4.25f 

Sterillium Rub 
洗手，未稀释；基本配

方；80%乙醇 
室温 0.5 ≥4.25d ≥4.25de ≥4.25f 

Sterillium Gel 
洗手，未稀释；基本配

方；80%乙醇 
室温 0.5 ≥5.5d ≥5.5e ≥5.5f 

Sterillium Virugard 
洗手，未稀释；基本配

方；80%乙醇 
室温 0.5 ≥5.5d ≥5.5e ≥5.5f 

Mikrobac forte 表面消毒，0.5%；基本配 室温 30 ≥6.13d ≥6.13e ≥6.1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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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 

类型 
存在介质（消毒剂） 温度/℃ 

消毒时间
/min 

初始接种量→残留量（或） 

灭活率（或）杀灭对数值 

方；苯扎氯铵和月桂胺 室温 60 ≥6.13d ≥6.13e ≥6.13f 

Kohrsolin FF 

表面消毒，0.5%；基本配

方；苯扎氯铵、戊二醛和

二癸基二氯化铵 

室温 30 ≥3.75d ≥3.75e ≥3.75f 

室温 60 ≥3.75d ≥3.75e ≥3.75f 

Dismozon pur 
表面消毒，0.5%；基本配

方；单过苯二甲酸镁 

室温 30 ≥4.5d ≥4.5e ≥4.5f 

室温 60 ≥4.5d ≥4.5e ≥4.5f 

Korsolex basic 

设备消毒，4%；基本配

方；戊二醛和（乙二氧

基）二甲醇，下同 

室温 15 ≥3.25d ≥3.25e ≥3.25f 

设备消毒，3% 室温 30 ≥3.25d ≥3.25e ≥3.25f 

设备消毒，2% 室温 60 ≥3.25d ≥3.25e ≥3.25f 

注：aSARS-CoV；b f2噬菌体；e大肠杆菌 8099；d有机负载 0.3%BSA 牛血清蛋白；e10%FCS 胎牛血清；f0.3%BSA 和 0.3%绵羊红细

胞。 



研究分析 

- 157 - 

 

常用的以丙醇、乙醇、苯扎氯铵等化合物配制的洗手液作用 30 s 后，SARS-

CoV 的杀灭对数值均为 4.25 以上[23]。杀灭对数值，或平均对数折减因子，即

Log10Reduction Factor，反映了处理措施灭活微生物的效力[24]，杀灭对数值

≥3～4 可认为病毒清除有效[23]。1%浓度的家用洗涤剂室温下作用 5 min 后的

杀灭对数值即可达 4；延长作用时间至 10、20、30 min 后的灭活效果未见显著

提升[14]。各类表面消毒剂均可使 SARS-CoV 的杀灭对数值超过 3.25；但是，

将作用时间从 30 min 延长至 60 min 后的灭活效果相同[23]。 

在相同条件下，次氯酸钠对 SARS-CoV 的灭活效果要优于二氧化氯[16]。

10 min 消毒时间后，次氯酸钠溶液（10 mg/L 氯）的余氯（0.4 mg/L）可达到

SARS-CoV 的基本灭活要求。但是，若要使得 SARS-CoV、f2 噬菌体（一种病

毒指示物）、大肠杆菌的灭活效果均能达到 100%，则次氯酸钠溶液需浓度 40 

mg/L 氯、消毒时间 30 min、余氯 0.82 mg/L[16]。研究数据也表明，采用含氯化

合物进行化学消毒时，SARS-CoV 要比大肠杆菌和 f2 噬菌体更容易灭活[16]。 

最近，研究人员[25]在瑞典克尼夫斯塔大型污水处理厂进水中鉴定出了腺

病毒、诺如病毒、沙波病毒、副猪病毒、戊型肝炎病毒、星状病毒、pecovirus、

小核糖核酸病毒、细小病毒和 gokushovirus。发现该污水处理厂采用的处理工

艺（活性污泥法+氯化铁化学处理+澄清池）能将除腺病毒和细小病毒外的其他

所有病毒浓度降低 1～4 个数量级；进一步补加臭氧（添加量 6 mg/L，实测进

水中 1～3 mg/L，出水中 0.1～0.3 mg/L）处理环节后，能再减少 1～2 个数量

级（腺病毒效果差一些）。这项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常规污水处理工艺可以降

低几乎所有病毒的数量；进一步采用臭氧处理后，上述几种病毒的数量可以降

低到检测限以下。 

3. 环境卫生作业过程的病毒传播途径及防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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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病毒传播途径 

由上述致病病毒生理特征的初步分析结果可知，以冠状病毒代表的呼吸道

疾病病毒沾染至环境卫生作业对象后，不能增殖。但是，除非执行严格的消毒

程序，病毒可以长时间（一般为数天）保持感染潜力；病毒通过环境卫生作业

过程传播的主要途径是接触和气溶胶传播。因此，环境卫生作业时的病毒传播

环节，主要包括：收集点、清运过程和处理处置过程。 

①收集点：包括道路保洁、公共设施卫生保洁、垃圾桶和垃圾箱房等。在

这些场所，病毒源为可能沾染于垃圾表面的残存，主要传播途径为接触和气溶

胶传播，传播对象包括环卫作业人员和公众。在低温、低湿度条件下 48h 后，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仍可被检出，其气溶胶化过程中的稳

定性未见降低[26]。在 20 ℃、湿度 50%时，人类冠状病毒 HCV/229E 在气溶胶

颗粒中的半衰期最长为（67.33± 8.24） h；湿度 30%时，可减至（26.76± 6.21） 

h；湿度 50%时，6 d 后还能检测出 20%感染性病毒；低温 6 ℃时的 HCV/229E

病毒存活时间远高于 20 ℃[27]。另一有关湿度影响的研究也指出，冠状病毒

TGEV 在气溶胶状态下存活更久[28]。而垃圾收集点的生物气溶胶暴露水平较

高，微生物细胞浓度可达 105～106  个/m3[29]。目前，尚无垃圾收集点气溶胶

影响范围的研究数据。但是，根据垃圾堆肥处理设施的生物气溶胶研究结果，

在处理设施下风向 150～1400 m 依然能检测到源于该处理设施的指示微生物

[30]，气溶胶影响范围取决于微生物类型和气象条件。因此，防控垃圾收集点的

病毒传播对于公众应以切断气溶胶传播途径为主，而作业人员则既要防范气溶

胶传播，也要隔绝直接接触途径。 

②清运过程：涉及装载、运输、转运转载，以及容器、车辆和相关场地保

洁。这些场所的病毒源与收集点相同，传播途径也相似。一般公众无需因垃圾

投弃等行为接近这些场所和装备至气溶胶影响范围，因此，传播对象主要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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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作业人员；但是，垃圾转运站等设置收集和强制排气的场所，排气口是气溶

胶释放的集中点，传播范围也会比自然通风场所更大，是必须防护的位置。 

③处理处置过程：目前，我国城市、县、镇（乡）涉及的垃圾集中处理处

置设施主要是焚烧发电、卫生填埋、生物处理（好氧堆肥和厌氧消化）。其中，

大型焚烧发电设施内垃圾临时储存场所（储坑）的气体经负压收集至炉膛燃烧

后排出，垃圾气溶胶应该可以有效控制；好氧堆肥处理[31]和填埋作业[32]时，甚

至是厌氧消化厂操作（尤其是预处理工艺环节）区[33]均存在气溶胶释放途径。

大型堆肥处理设施的排气一般经收集后处理排放，一些采用自然通风的小型堆

肥设施和填埋场的气溶胶则为无组织释放，因作业规模和地形、气象条件的不

同而有特定的影响范围；如上所述，其气溶胶影响范围可达 150～1 400 m（研

究数据仅有细菌和真菌，未见病毒研究数据）[30]。 

粪便处理方面，环卫作业涉及的主要是化粪池清运、输送和粪便处理厂作

业。上述作业过程中的病毒传播途径基本对应于生活垃圾收集、清运和处理处

置。 

3.2 防控方法 

在非疫情爆发期间，居民生活环境的致病病毒量极低。环卫作业过程的病

毒传播风险主要出现在相关疫情的爆发期，在疫情爆发区域人群中的病毒感染

者和携带者大增，环卫作业对象沾染病毒的风险也将大幅度提高，病毒通过环

卫作业过程传播的风险激增。为避免环卫作业成为疫情防控的盲点，必须依据

健康安全的要求和资源动员的可能予以系统防控。 

①原则：分级防控。环卫作业对象病毒传播的风险与排出人群相关，需要

分类分级防控。首先，应区分为医院内和医院外；按风险水平由高至低，医院

外又可分为隔离观察点、居家隔离观察家庭、公共场所一般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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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收集防控：医院（院内）产生的废物，无论是明确受污染的废物，还是

未受污染（不明确）的废物，在疫情爆发期均应纳入医疗废物管理。对特定场

所（集中隔离观察点）的生活源废物实施特殊管理，也应纳入医疗废物管理，

实施密闭化收集和运输。居家隔离观察家庭的生活垃圾应消毒后，单独密闭收

集和运输；人员流动性较大的公共场所，生活垃圾收集点应及时清理，运输车

辆应与其他场所和一般居民区分开，运输信息（时间、路径等）应登记在案。

疫情期间，一般居民区的收集点应告知居民垃圾投弃时必须佩戴口罩，收集点

提供手部消毒液和冲洗水，鼓励居民戴手套投弃垃圾。接触垃圾的环卫作业人

员应根据风险水平分级穿戴个人防护器具。收集容器应在每次清空后彻底清洁

再以消毒剂消毒处理。 

③运输、处理处置防控：各类垃圾可能暴露场所应严格封闭管理，包括周

边缓冲区（例如，生活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按环境影响评价结果划定的周边污

染防护区域）不准非作业必要的人员进入。垃圾运输过程，随车人员应观察是

否有地面滴漏，发现滴漏的，应立即通知环卫部门对路面进行局部消毒处理，

运输任务结束后，及时清理消毒车厢。转运站和生物处理设施的集中排气处理

装置出口宜设置消毒段，可采用臭氧等技术进行消毒；臭氧剂量 0.34～1.98 

min·mg/m3 和 0.80～4.19 min·mg/m3 时对气溶胶化噬菌体 MS2、phiX174、phi6

和 T7 的灭活效率可分别达到 90%和 99%[34]；焚烧发电厂在疫情爆发期不得停

产检修，严格控制垃圾储坑负压操作；填埋场在填入作业结束后，应及时喷洒

消毒剂，及时覆盖，覆盖面应再喷洒 1 遍消毒剂。 

④粪便清运防控：医院外固定隔离观察点应具备粪便直排污水管网的条

件；同时，对连接井等可能的气体释放位置加强消毒处理。采用化粪池收集粪

便的区域，应在清粪前后及时对化粪池及周边予以消毒，平时也应对盖板和井

管进行定时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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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几个问题的讨论 

4.1 医疗废物应急处理 

疫情爆发期，在采取相关风险防控措施的条件下，纳入医疗废物管理的废

物量必然显著增加。为此，2020 年 1 月 29 日生态环境部印发的《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管理与技术指南（试行）》说明了肺炎疫

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技术路线，提出各地因地制宜，在确保处置效果的前提下，

可以选择可移动式医疗废物处置设备、危险废物焚烧设施、生活垃圾焚烧设施、

工业炉窑等设施应急处置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实行定点管理。将肺炎疫情防治

过程中产生的感染性医疗废物与其他医疗废物实行分类分流管理。因此，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设施等这些处理常规生活垃圾的设施在应急处理医疗废物时应

参照医疗废物处理设施的运行规范，实施作业卫生防控。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A 类感染性物质污染的固体废物管理》[35]指

南中提出，在任何条件可能的情况下，A 类感染性废物应在送往医疗废物集中

处理处置设施前先进行预处理。现场预处理的措施可以是高压灭菌或焚烧。埃

博拉病毒污染废物的高压灭菌要求为 121 ℃、30 min 以上。通过生物指示剂

（例如：孢子）确保灭菌的温度、时间、热/蒸汽渗透是否足够灭活废物中的埃

博拉病毒颗粒。焚烧炉的温度一般都能确保完全灭活埃博拉病毒，是最可靠的

灭活措施。但是，要注意提高燃烧效率，确保可燃物燃烬。缺乏高压灭菌或焚

烧条件时，可采用化学灭活措施。 

国际传染病学会（InternationalSociety for Infectious Diseases）对于医疗机

构产生的埃博拉病毒污染废物要求是：应将粪便和尿液丢弃至马桶，将便盆直

接放置在加热到 80℃的自动便盆清洗消毒器中停留 3 min，对便盆或小便池进

行清洁和消毒。亚麻布在处理之前必须分开，并清楚地贴上标签，应该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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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也可以在 90℃持续 1 min 清洗。 

但是，2018 年美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医疗废物行业亟需进行高感染性废

物（A 类废物）的安全作业训练。研究发现在高度感染性病原体的控制中，废

物管理被严重忽略；A 类废物管理的复杂性往往使处理设施不愿意接受废物；

需要加强正确处理和运输 A 类废物的培训[36]，保障安全作业。 

4.2 疑似感染废物的特殊管理 

美国危险废物安全管理局（ Pipelineand Hazardous Materials Safety 

Administration）[37]对于埃博拉病毒这类属于 A 类废物（CategoryA）的感染性

物质比常规的医疗废物提出了更严格的包装要求，即要求 3 层包装：第 1 层为

防水容器，第 2 层为防水包装，第 3 层为硬质外包装。这一包装要求可以作为

参考，例如：对于疑似感染废物、居家隔离观察家庭产生的生活垃圾可以采用

至少 2 层较厚的塑料袋密封包装，并在许可条件下适当喷洒消毒液。上述废物

包装时，要严禁混入碎玻璃、笔尖、针头等尖锐物（应胶带包裹后再放入），

降低污染物泄露风险。 

4.3 农村的特殊管理措施 

我国农村环境卫生作业对象中除了与城市相同的以外，尚有一些特定的对

象。其中，与病毒传播密切相关的，一是家庭和公共厕所化粪池，二是易腐垃

圾就地处理设施。 

首先，对于与城市相同的农村环境卫生作业对象，均应实施与前述相同的

风险防控措施。对于化粪池管理，在疫情高发区域，建议暂时关闭公共厕所，

清空化粪池并消毒；有感染人员的家庭化粪池，应清空并彻底消毒，以后，家

庭其他成员的粪便和尿液应消毒后排入化粪池，化粪池排水通过农村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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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处理的，应相应关闭排水管。对于易腐垃圾就地处理设施（包括：厌氧处

理、堆肥、制饲料等工艺）均应暂时关闭，并设置防止人员接近的标志和障碍

物。 

4.4 加强疫中疫后的同步和回顾研究 

病毒种类多、变异性强，新的未知疫情客观上会不断出现。应把每次疫情

作为增强认识水平、提高应对能力的机遇，在疫情期间使用控制手段，实时验

证效果，提高控制水平；疫情后应认真总结控制方法，加深机理认识，提升规

范标准，不断提高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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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疫情对供水系统的影响及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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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 | 饮用水厂加强病毒去除与控制的运行管理建议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 

转载：净水技术公众号 

文章要点：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存在水介传播的潜在风险，本文强调了我国

现行饮用水水质标准和已有技术储备，可支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期间

的饮用水安全供给，针对当前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强化水厂消毒、常规工艺、

深度处理、水质监测等运行管理的对策建议。 

1. 背景 

近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报道，通过对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患者的粪便样本检测，确认活性病毒存在。2 月 1 日，深圳卫健委

发布消息，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研究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

者的粪便中检测出 2019-nCoV 核酸阳性。该结果也表明粪便中可能有活性

病毒存在。以上报道，均表明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存在水介传播的潜在风险。 

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全国各个水厂的干部职工始

终坚持在工作岗位上，为保障城市的供水安全默默奉献在第一线。为充分发

挥科技的支撑作用，部水专项办特邀我国供水领域专家，就饮用水安全保障

各工艺环节对病毒的去除与控制，提出技术解决措施和建议，为供水企业在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期间更好地控制生物风险确保饮用水安全提供

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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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现行饮用水水质标准和已有技术储备，可支撑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期间的饮用水安全供给 

2.1 饮用水水质标准支撑情况 

冠状病毒为一种 RNA 型病毒，大小约为 100 nm，为细菌的五至十分之

一。部分冠状病毒会感染人类并引起疾病，比如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和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SARS）。此次武汉爆发的不明原因肺炎由新命名的 

2019-n CoV 冠状病毒所致。世界卫生组织（WHO）编写的《饮用水水质准则

（第四版）》中表明，流感病毒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相关冠状病毒（SARS-

CoV）不属于“通过饮用水传播的病原体”，在“供水中存在的水平”为不可

能。然而，针对 2019 年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美国和深圳第三人民医

院均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病人的排泄物中检测出冠状病毒阳性结果，应给

予足够的关注。 

虽然我国现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没有明确限定

病毒的最高允许浓度，但《标准》中对浊度和消毒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保证

了饮用水处理工艺对病毒的去除和灭活。美国联邦环保局（USEPA）饮用水水

质标准要求对病毒的削减率不低于 99.99%。现有水厂常规处理工艺、 臭氧活

性炭（O3-BAC）深度处理工艺、超滤工艺以及后续的消毒工段对病毒均有去

除效果。所以，只要保证饮用水处理工艺运行正常，保证足够的消毒剂浓度和

接触时间（CT 值），就能够实现充分的消毒效果。 

2.2 饮用水安全保障技术储备情况 

水专项设置的“饮用水安全保障”主题，科技攻关内容涉及饮用水水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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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水厂常规处理和深度处理工艺优化、水厂管网消毒和运行管理、二次供水

安全、水质监控预警等多个领域，通过十余年的技术攻关和集成创新，构建了

“从源头到龙头多级屏障工程技术体系”和“从源头到龙头全过程管理技术体

系”。截至目前，以上技术体系已支撑京津冀区域、太湖流域、长三角地区、

粤港澳大湾区、黄河中下游地区等重点区域/流域的自来水厂升级改造，建设

了一大批臭氧-活性炭深度处理水厂，很多水厂，包括中小水厂，采用超滤工

艺替代了常规处理工艺。水专项还通过专题研究，形成了一套适合我国重点流

域及典型地区中小水厂的安全消毒技术方案，指导中小水厂优化消毒工艺。以

上水处理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工艺的改进，可有效控制饮用水浊度和管网水余氯

量稳定达标，生物安全性显著提高。 

3. 针对当前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强化水厂各主要工艺环节运行

管理的对策建议 

在特殊时期，各水厂，特别是尚未对水处理工艺进行升级改造的水厂，应

全面加强各工艺环节的运行管理，保障水厂稳定运行，有效控制出厂水浊度，

保证管网余氯，保障水质安全。具体技术措施如下： 

3.1 强化水厂消毒工艺，保障管网水余氯量 

消毒是病毒去除的关键环节。病毒的灭活效果主要取决于消毒剂的类型以

及消毒工艺的 CT 值（表 1）。在病毒灭活能力方面（基于肠道病毒的数据），

臭氧最强，自由氯其次，二氧化氯次之，而氯胺很差，紫外线消毒对病毒的灭

活效果与病毒种类密切相关。对采用氯胺消毒的水厂，应先用自由氯在清水池

进行充分接触消毒，在出厂前加氨形成氯胺。水厂应加强对管网及末梢余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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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保证管网中的余氯量，有利于保证自来水的生物安全性。 

表 1  不同消毒剂病毒灭活的 CT 值和剂量 

病毒灭火率 

消毒剂种类 

自由氯

（mg/L·min） 

氯胺

（mg/L·min） 

二氧化氯

（mg/L·min） 

臭氧

（mg/L·min） 

紫外

（mJ/cm2） 

2log，99% 5.8 1243 8.4 0.90 100 

3log，99.9% 8.7 2063 25.6 1.40 143 

4log，99.99% 11.6 2883 50.1 1.80 186 

注：紫外数据针对的是腺病毒，其他消毒剂针对的是倡导病毒，水温为 1℃。 

3.2 加强常规处理工艺的运行管理，控制滤后水浊度小于 0.3 NTU 

依据美国联邦环保局饮用水病毒去除技术指南，当滤后水浊度在 0.3～1 

NTU 时，病毒去除率一般为 90% 以上；而当滤后水浊度低于 0.3 NTU 时，

病毒去除率可达 99%。因此，在疫情发生期间，适当增加药剂投加量，加强对

过滤工艺的运行管理，将滤后水浊度降低到 0.3 NTU 以下，有利于对病毒的

控制。 

3.3 加强臭氧-活性炭深度处理和超滤膜工艺的运行管理 

对于臭氧-活性炭深度处理工艺的水厂，要确保臭氧设备的正常开启与稳

定运行。由于臭氧对病毒的灭活效果最好，建议适当增加后臭氧投加量，可为

病毒的强化去除增加一级屏障。对于采用超滤膜工艺替代常规处理工艺的水

厂，由于超滤除浊性能远优于常规工艺，有些小孔径的膜去除病毒的效果会更

好。但当膜丝发生断裂时，会出现病毒的泄漏。因此，在运行中应加强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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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监测，以确保膜丝的完好率。为安全起见，超滤水厂也要重视前端的常规

处理去除浊度和后续的消毒处理。 

3.4 强化饮用水全过程监测，积极与卫健、环保等相关部门保持信息交流 

供水企业要强化对水源、水厂、管网等过程的严密检测，如发现饮用水源

遭受污染，应通过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及时与卫健、环保部门进行信息交流，

同时掌握疫情控制动态和相关信息，进一步完善应急供水安全保障预案。 

4. 运行管理注意事项及后期工作建议 

（1） 考虑到病毒可能在沉淀池污泥和反冲洗水中富集，在疫情发生期间，

水厂不宜将沉淀池排泥水和滤池反冲洗水回用到处理工艺系统中。 

（2） 考虑到病毒可能会通过滤池气水反冲洗产生的飞沫进行传播，建议

水厂操作工人及相关人员在运维工作中佩戴口罩进行自我防护。 

（3） 保持供水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避免突然停水、流量和压力突变，降低

管网故障率，保障供水系统连续稳定运行，确保管网末梢余氯量。 

（4） 鼓励各供水企业拟定辖区内小区和居民龙头水的采样方案，重点检

测二次供水水箱、居民龙头水余氯和浊度，并逐步形成常态化机制。 

（5） 鉴于我国在实际水厂工艺中对病毒的去除和灭活研究较少，建议后

期开展专题研究，进一步完善病毒的控制对策，并举一反三，不断提高供水安

全管理水平。 

专报素材由以下专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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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益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员 

杨  敏，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尹大强，同济大学，教授 

解跃峰，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教授 

马  军，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学院，院士 

陈国光，上海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教高 

顾军农，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教高 

林国峰，江苏省城镇供水安全保障中心，教高 

顾玉亮，上海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国家工程中心，教高 

张金松，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教高 

贾瑞宝，山东省城市供排水水质监测中心，研究员 

  



政策解读 

- 171 - 

 

对环境部近日下发关于新型冠状病毒 

污染防控文件的思考 

来源：给水排水公众号 

文章要点：本文主要针对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应急监测方案》、《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污水和城镇污水

监管工作的通知》及《新型冠状病毒污染的医疗污水应急处理技术方案（试行）》

进行探讨。 

1 月 31 日，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监

测方案》，明确了疫情防控期间生态环境应急监测工作的重点。2 月 1 日深夜，

生态环境部又印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污水和城镇污

水监管工作的通知》及《新型冠状病毒污染的医疗污水应急处理技术方案（试

行）》，安排部署医疗污水和城镇污水监管工作，规范医疗污水应急处理、杀菌

消毒要求，防止新型冠状病毒通过粪便和污水扩散传播。基于此，小编整理了

与这些文件相关的一些探讨与疑问，供大家参考。 

1. 如何增加余氯和生物毒性指标的监测？ 

需要探讨的是，水源地原水是未经消毒的，不含余氯这一项，监测方案中

增加这一项是否有意义？再说生物毒性测定仪，一般为在线监测，水质在线生

物毒性测定仪能够检测在地表水、地下水、未处理水以及处理水中的有机物毒

性和无机化学毒性物质的含量，检测浓度达到 ppb 级。它可对水中存在的许

多种毒性物质进行测定，包括农药、除草剂、PCB、PAH、重金属、生物毒物、



政策解读 

- 172 - 

 

石油污染物、蛋白抑制剂、呼吸系统抑制剂。当水中这些有毒物质的浓度达到

亚 ppm 浓度级（ sub-ppm）时，该仪器会报警。但生物毒性测定仪对病毒尤

其是新型病毒是否有针对性，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会出现假阳性，也值得进一步

商榷。国内有些水源地配置了生物毒性测定仪，但是也有很多水源地没有配置，

建议相关部门能够提供更加具体的做法。另外，一旦发现水源地水质有问题，

又该如何操作？是继续向给水厂进水，还是经过必要预处理后再向给水厂进

水，这部分由哪个部门来监管和执行？ 

2. 目前对于给水厂来说，是否需要加大消毒剂用量？ 

美国宾州大学解跃峰教授和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军院士在为《给水排水》撰

写的特稿“饮用水厂肠道病毒去除与控制”中表明，虽然我国现行《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尚未对病毒的最高允许浓度进行限定，但其对浊

度和消毒的要求也间接地保证了饮用水处理工艺对病毒的削减，即去除和灭

活。杭州萧山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方卫国总工在接受《净水技术》杂志采访时也

表示，对于饮用水的生物安全性，应当重点关注浊度和余氯两项指标。尽可能

低地控制出厂水浊度，而对于余氯，更重要的应该是 CT 值，但很多水厂仅关

注了 C 值（消毒剂的有效浓度，即消毒剂余量），却忽略了 T 值（有效接触时

间）。水质抽查工作应尽可能关注到末端，并且以末端为主。 

3. 特殊时期是否有相关的监测办法或者指南？ 

小编只找到了一份《疫源地消毒总则》（GB19193-2015）没能找到更多的

相关标准或规范。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污水和城镇污水监管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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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及《新型冠状病毒污染的医疗污水应急处理技术方案（试行）》中提到

“当前公共场所和家庭为防控疫情多采用含氯消毒剂进行消毒，排入城镇污水

处理厂的污水余氯量可能偏高，影响生化处理单元正常运行。地方生态环境部

门要督促各城镇污水处理厂密切关注进水水质余氯指标的变化情况，及时采取

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确保出水达标。” 

然而，这些要求在实际执行中是否合理？尤其是“收纳定点医院排出废

水...”更是高危！无论是直接接触原水还是增加检测频次，都会增加暴露风险！ 

4. 关于病毒在水环境中的存活时间 

首先看看病毒在污水或者水环境中的存活时间（T90 计，T90 表示 90%的

病毒的灭活时间），见表 1。 

表 1  多种病毒在污水或者水环境中的存活时间 

Table 1  Time for enveloped viruses to reach 90% inactivation（T90）in aqueous 

environments compared to time for non-enveloped poliovirus to reach 90% inactiation 

virus T90（days） Tem.（℃） Matrix 

Avian influenza virus 

H5N1 
84 20 Distilled water 

Avian influenza virus 

H5N1 
508 10 Distilled water 

Avian influenza virus 

H5N1 
19 20 Surface water 

Avian influenza virus 

H5N1 
61 10 Surface water 

SARS-CoV 9 RT Serum-free culture media 

HCoV 229E ＜1 RT Serum-free culture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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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us T90（days） Tem.（℃） Matrix 

HCoV 229E 2 RT Dechlorinated tap water 

FIPV（feline 

coronavirus） 
＜1 RT 

Primary wastewater 

effluent 

TGEV（swine 

coronavirus） 
11 25 Reagent-grade water 

TGEV 110 4 Reagent-grade water 

TGEV 4 25 
Pasteurized settled 

wastewater 

TGEV 24 4 
Pasteurized settled 

wastewater 

MHV（murine 

coronavirus） 
9 25 Reagent-grade water 

MHV ＞365 4 Reagent-grade water 

MHV 3 25 
Pasteurized settled 

wastewater 

MHV 35 4 
Pasteurized settled 

wastewater 

Hantavirus 3 20 Cell culture media 

HIV ＜1 25 
Primary wastewater 

effluent 

Poliovirus 4 23 
Primary wastewater 

effluent 

Poliovirus 56 23 Mineral water 

Poliovirus 342 4 Mineral water 

可以看到，不同病毒在不同水介质中存活时间呈现较大差异，短的如 HIV

病毒，T90=1～2 h，而长的有 56 d 的某些脊髓灰质炎病毒。国外的资料给出

的数据，SARS-CoV 在培养基中也可以存活很久，T90=9 d。（这里的 SARS-

CoV 并不是 2019-nCoV，但不是亲兄弟也是表兄弟了）。 



政策解读 

- 175 - 

 

根据下表 2、表 3，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 2004 年发表在

《环境与健康杂志》论文“SARS 冠状病毒的抵抗力研究”给出以下数据： 

表 2  SARS 冠状病毒加入到 20℃水体中 0～14d 的存活情况 

水样 0 d 1 d 2 d 3 d 4 d 5 d 6 d 8 d 14 d 

医院污水 + + + - - - - - - 

生活污水 + + + - - - - - - 

脱氯自来水 + + + - - - - - - 

生理盐水 + + + + + + + + + 

表 3  SARS 冠状病毒加入到 4℃水体中 0～14d 的存活情况 

水样 0 d 1 d 2 d 3 d 4 d 5 d 6 d 8 d 14 d 

医院污水 + + + + + + + + + 

生活污水 + + + + + + + + + 

脱氯自来水 + + + + + + + + + 

生理盐水 + + + + + + + + + 

资料显示，发现 SARS 病毒可以在尿液、粪便中长时间存活。根据 2004

年军事医学科学院所发表的研究结果 ，在温度为 20℃的条件下，SARS 冠状

病毒在粪便中可以存活 3 d，在尿液中可以存活 17 d。在更低的温度下，病毒

的存活时间更长：在 4℃，SARS 病毒在粪尿中可以存活 17 d 以上。2019-

ncov 病毒与 SARS 病毒同属于呼吸道病毒，特性相似，因此，可以借鉴这些

数据，那么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要重视 2019-nCOV 在城市水系统中的传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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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病毒在整个城市水循环系统中的轨迹及去向 

 

图 1  致病微生物在城市水系统中的迁移轨迹及人暴露风险点 

上图给出了整个水循环链条中病毒的迁移轨迹，实际上也是病毒暴露及人

类接触的可能的风险点。可以看到，从 A 点粪便，到市政排水管网 B，再到污

水厂 D，尾水排放口 E，污泥处置 F，受纳水体 G（对有些城市会与给水厂原

水关联）、也就是源水，给水厂 I，城市管网泄露污染给水系统 H，以及用户直

接接触受污染的水 J！查一查吧，多少个应该加强的风险管控点！作为疫情期

间一个完整的供排水系统，上述每个环节是必须做的，尤其是某些特定的城市

或者区域，一定要重视 A-J 这些风险控制节点！ 

6. 排水系统病毒暴露及接触风险点 

以上风险点，对于整个城市水系统而言，简而言之，回归排水系统，而污

水厂的原水恰恰是容易造成病毒暴露并引发操作人员感染病毒的风险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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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就是前面讲的，原污水中含有高浓度的致病微生物，包括病毒，甚至

有些病毒能存活数天，而对于市政排水系统，污水从用户大便器到市政污水厂，

不过数小时。美国对污水厂微生物安全性及风险暴露及评估有非常严格的管控

机制，我们国家目前尚缺乏这方面指导性文件或制度。 

也许有些人会问，家家户户都用消毒剂了，包括医院污水，那么这些污水

到了城市污水厂，原水肯定有消毒剂甚至余氯啊！再次重申，这些消毒剂不会

进入市政污水厂，因为进水中较高浓度的污染物、包括氨氮，COD 会把这些

消毒剂完全消耗掉，加之管网数小时的输送，消毒剂不会出现在污水厂原水（除

了极少数管网很短的定点小厂）。 

具体讲风险点，对于污水厂原水，主要是担心人工取样不可避免存在不安

全、不规范的取样操作，包括后期化验分析。很多污水厂取样就是通过一个取

样瓶，人工在预处理或者细格栅处取样，本身预处理段气溶胶中病毒就高于其

它区域，如果预处理段是封闭的，那风险更大。建议对原水水质，依靠在线水

质监测就可以了，不要人工取样！风险太大。 

那病毒去除怎办？实际上，活性污泥以及后续深度处理段，只要保证系统

稳定运行，比平时提高一些消毒剂的投加量，二级及三级深度处理+消毒对致

病微生物的去除就可以达到甚至不低于 4-5Log 甚至更高的去除率，也就是可

以获得 99.99%以上的去除，这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说白了，多加点消毒剂，

就可以安心了！不要到进水预处理那里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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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MBR 工艺与传统工艺对致病微生物的去除效果 

下表 4 给出了不同消毒剂对病毒灭活效果，可以看出，氯消毒剂 10mg/L

余氯量 0.4mg/L 就可以完全灭活 SARS，同时，氯消毒剂单耗要比二氧化氯低

很多，因此，建议采用氯消毒剂（液氯，次氯酸钠）。 

表 4  10mg/L 氯和 10mg/L 二氧化碳不同消毒时间对污水中 SARS 冠状病毒、f2噬菌体、大肠杆菌的

灭活率（%） 

消毒剂 
消毒时间

（min） 

游离余氯

（mg/L） 

SARS 

冠状病毒 
f2 噬菌体 

大肠杆菌 

8099 

氯 

1 0.39 100 15.79 0 

5 0.33 100 15.79 0 

10 0.40 100 0 14.29 

20 0.40 43.77 21.05 26.09 

30 0.35 68.38 31.58 0 

二氧化碳 

1 0.00 43.77 42.11 0 

5 0.00 68.38 26.32 17.39 

10 0.00 68.38 17.79 0 

20 0.00 68.38 26.32 14.29 

30 0.00 55.33 47.37 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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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非要对原水水样取样检测，那必须讲求安全，建议相关部门研究并给

出疫情期污染污水的取样分析方法，不仅仅是个人防护的问题，具体涉及如何

取样？采用什么设备？取多少？怎么化验？这方面应该出台一些指导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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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跃峰、马军：饮用水厂病毒去除与控制效能分析 

来源：给水排水公众号 

作者：解跃峰、马军 

文章要点：本文主要介绍了在特殊时期饮用水厂应该如何防控病毒。解跃峰教

授与马军院士提出沉淀与过滤是去除病毒、贾第虫和隐孢子虫以及其它致病微

生物的有效屏蔽过程，建议特殊时期应停止未处理过沉淀池排泥水和滤池反冲

洗水回收，并经过消毒等安全处理后排放。本文将刊登于《给水排水》2020 年

第 3 期。 

   

      宾州州立大学 解跃峰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工程院 马军院士 

病毒是水中一类重要的病原微生物。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

《Guidelines for Drinking-Water Quality》第四版，饮用水中健康风险高的病

毒包括肠道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轮状病毒、诺如病毒和札幌病毒

等，健康风险适中的病毒包括腺病毒和星状病毒。而关于冠状病毒在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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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的特性和行为报导不多，世界卫生组织 WHO 认为其在饮用水中的健

康风险还不确定或尚缺乏证据（evidence is inconclusive or lacking）。近年

来，饮用水厂病毒控制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通过简要综述与分析饮用水

中肠道病毒的去除与控制效能，为控制饮用水中的微生物风险提供参考和

借鉴。 

美国环保局（USEPA）饮用水水质标准对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 （包括

粪大肠菌群和大肠埃希氏菌）、军团菌、病毒、隐孢子虫、贾第鞭毛虫微生物

指标进行了限定，其中病毒指肠道病毒，要求病毒的削减率不低于 4 log（即

99.99%）。水中微生物的削减一般通过处理工艺的去除和后续消毒工艺的灭活

来实现。处理工艺之后残留的病毒需通过控制消毒工艺 CT 值来实现灭活。CT

值为消毒剂有效浓度（即消毒剂余量）（C 值，单位：mg/L）与有效接触时间

（T 值，单位：min）的乘积，与微生物种类、消毒剂类型和有效浓度、水温和

pH 值等密切相关，如表 1 所示。针对现行的“混合+絮凝+沉淀+过滤”的常规

处理工艺，当滤后水浊度低于 0.3 NTU 时，USEPA 认可病毒的去除率为 2 log

（即 99%）。如果自由氯消毒的 CT 值为 5.8 mg/（L·min）（比如，0.5 mg/L 自由

氯余量和 11.6 min 的有效接触时间），病毒的消毒灭活率为 2 log（即 99%）。

病毒通过去除和灭活的总削减率为 4 log （即 99.99%），达到 USEPA 去除标

准。 

表 1  不同消毒剂病毒灭活的 CT 值和剂量 

（针对肠道病毒，水温为 1℃，紫外的为腺病毒） 

病毒灭火率 

消毒剂种类 

自由氯

（mg/L·min） 

氯胺

（mg/L·min） 

二氧化氯

（mg/L·min） 

臭氧

（mg/L·min） 

紫外

（mJ/cm2） 

2log，99% 5.8 1243 8.4 0.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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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灭火率 

消毒剂种类 

自由氯

（mg/L·min） 

氯胺

（mg/L·min） 

二氧化氯

（mg/L·min） 

臭氧

（mg/L·min） 

紫外

（mJ/cm2） 

3log，99.9% 8.7 2063 25.6 1.40 143 

4log，99.99% 11.6 2883 50.1 1.80 186 

注：紫外数据针对的是腺病毒，其他消毒剂针对的是倡导病毒，水温为 1℃。根据美

国环保局（USEPA）《Long Term 2 Enhanced Surface Water Treatment Rule：Toolbox 

Guidance Manual》整理得出。 

虽然我国现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尚未对病毒的最高

允许浓度进行限定，但《标准》中对浊度和消毒的要求也间接地保证了饮用水

处理工艺对病毒的削减，即去除和灭活。我国《标准》要求龙头水浊度低于 1 

NTU。为了达到此浊度标准，水厂一般要求更低的滤后水浊度。如果水厂滤后

水浊度为 0.3 NTU 以下，病毒的去除率可达到 2 log。我国《标准》同时要求，

出厂水中游离氯余量不得小于 0.3 mg/L，接触时间不得小于 30 min，计算得到

CT 值为 9.0 mg/（L‧min），满足病毒灭活率大于 3 log 的要求。病毒通过去除

和灭活的总削减率为 5 log （即 99.999%）。如果水厂滤后水浊度为 0.5～1.0 

NTU，病毒的去除率也应大于 1 log（即 90%）。我国《标准》自由氯消毒标准

的 CT 值为 9.0 mg/（L·min），对应病毒灭活率大于 3 log。病毒通过去除和灭

活的总削减率为 1 + 3 = 4 log （即 99.99%），也达到 USEPA 病毒去除标准。

我国《标准》同时规定供水管网中总余氯最低值为 0.05 mg/L。管网中余氯或余

二氧化氯也可以灭活致病菌，有效控制由于管网二次污染造成的微生物风险。 

我国《标准》规定臭氧消毒时臭氧余量不得小于 0.3 mg/L，接触时间不得

小于 12 min。由于臭氧接触反应方式多样，同时臭氧浓度在接触池中变化较

http://www.h2o-china.com/news/field?fid=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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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需根据实际设计参数与操作条件来计算其 CT 值。一般臭氧的病毒灭活率

为 2～4 log。在我国使用臭氧作为主消毒剂的水厂很少，但有相当一部分水厂

采用臭氧与生物活性炭联用（O3-BAC）深度处理工艺，处理能力占全国地表

水总处理量的 10%～20%。因此，采用臭氧消毒或 O3-BAC 深度处理工艺的水

厂，对病毒的去除能力较强。对于有条件的水厂，采用臭氧和游离氯联合消毒

病毒灭活率更高，更为安全可靠。 

按《标准》规定的最低消毒剂余量和接触时间，氯胺和二氧化氯消毒可能

难以达到 2 log（99%）的病毒灭活率。对于含有氨氮的水质，即使是投加氯

（或次氯酸钠），当氯与氨的比值小于 7.6 比 1 时（质量比），水中的氯实质上

主要以氯胺形式起消毒作用。尽管紫外线消毒对贾第虫和隐孢子虫“两虫”的

灭活效果很好，但其病毒灭活的 CT 值（基于腺病毒）很高。紫外线照射强度

（I 值，单位：mW/cm²）与有效接触时间（T 值，单位：s）的乘积为 IT 值（即

紫外线照射剂量）。灭活病毒 2 log 所需紫外线剂量值为 100 mJ/cm²，远高于目

前水厂常用的 40 mJ/cm²剂量。现有的紫外消毒设施可通过投加氯（次氯酸钠）

或臭氧有效地强化病毒的灭活。我国超滤工艺应用越来越广泛，一般将膜孔径

在 0.05 µm 以下的低压膜定义为超滤膜。超滤单元对贾第虫和隐孢子虫等致病

微生物有很好的去除效果，对细菌也有非常显著的去除作用。而病毒尺寸小，

超滤不能使之彻底去除，且去除率随着膜工艺运行条件和破损情况而变化。

USEPA 没有明确定义超滤膜对病毒的去除率，美国绝大多数州不认可超滤膜

过滤对病毒的去除，要求消毒工艺具有 4 log（即 99.99%）病毒灭活率。 

对于现行的常规处理工艺水厂，可通过降低滤后水浊度进一步提高对病毒

的去除。而现行的超滤工艺则需要强化消毒工艺，确保 4 log（即 99.99%）病

毒灭活率。对于仅采用氯氨、二氧化氯或紫外消毒的常规处理工艺水厂，建议

强化处理工艺对浊度的去除，同时根据表 1 所列 CT 值和我国《标准》，增加

http://www.h2o-china.com/news/field?fi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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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氯消毒，适当提高出厂水或管网的氯氨或二氧化氯余量，可以提高病毒的

去除率。对于含有氨氮的原水，建议强化去除氨氮、提高投氯量达到折点后用

游离氯进行消毒；或者采用臭氧与氯胺组合消毒。采用自由氯或臭氧消毒的常

规处理工艺对病毒的总削减率一般为 4 log （99.99%）以上，达到 USEPA 病

毒去除标准。 

沉淀与过滤是去除病毒、贾第虫和隐孢子虫以及其它致病微生物的有效屏

蔽过程，如果水厂回收利用厂内的自用水（沉淀池排泥水和反冲洗水），微生

物会在沉淀池和滤池中得以富集。建议特殊时期应停止未处理过沉淀池排泥水

和滤池反冲洗水回收，并经过消毒等安全处理后排放。考虑到病毒等微生物在

滤池和反冲洗水中的富集以及某些病毒通过空气飞沫、密切接触的传播途径特

性，建议水厂操作人员在滤池气水反冲洗和其它曝气工段中佩戴口罩和勤洗手

进行个人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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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岚团队：饮用水中病毒的健康危害及控制 

来源：净水技术 

作者：张岚团队 

文章要点：本文结合饮用水中病毒等微生物的健康危害、饮用水水质标准中对

病毒等指标的控制要求，对饮用水中病毒的去除或灭活方法和效果进行了探

讨，以期为饮用水中病毒等微生物的控制和饮用水安全保障提供技术支持。 

1. 病毒及其健康危害 

病原微生物污染饮用水可导致介水传染病的发生，影响公众健康。因此，

各国把控制饮用水的生物风险作为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水中病原

微生物主要包括病原菌、病毒和原生动物（原虫及蠕虫）。病原菌主要包括大

肠埃希氏菌、军团菌、伤寒杆菌、霍乱弧菌等；病毒主要包括肠道病毒、腺病

毒、甲型肝炎病毒、诺如病毒、轮状病毒等；原生动物主要包括隐孢子虫、贾

第鞭毛虫、痢疾阿米巴虫、麦地那龙线虫、血吸虫等。病原微生物对环境有一

定的抵抗能力，可在自然环境中存活几天、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病原微生物

经水传播进入人体，达到致病剂量时，可导致胃肠炎、腹泻、痢疾、肝炎、霍

乱、伤寒等多种疾病。 

病毒是一种个体微小，结构简单，只含一种核酸（DNA 或 RNA），必须

在活细胞内寄生，并以复制方式增殖的非细胞型生物。其生物学性状主要包括：

（1）体形大小多为 20～300 nm 不等，形态主要有球形、杆形和蝌蚪形；（2）

结构简单，最简单的病毒结构由蛋白质外壳和内部的遗传物质组成，较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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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外边有包膜（脂质和糖蛋白）；（3）每一种病毒只含有一种核酸，即 DNA

或 RNA；（4）缺乏完整的酶系统和代谢系统，只能利用宿主活细胞内现成的

代谢系统合成自身复制所需的核酸和蛋白质成分；（5）病毒进入宿主的活细胞

后，借助于宿主细胞为其提供的原料、能量和酶等必要条件，以自我复制的方

式进行增殖；（6）严格的活细胞内寄生，在离体条件下，能以无生命的生物大

分子状态存在，并保持其侵染活力；（7）有些病毒的核酸还能整合到宿主的基

因组中；（8）一般对抗生素不敏感，但对干扰素敏感。介水传播的病毒能够感

染人的胃肠道，并通过被感染人群的粪便排出体外，带来水污染风险；呼吸道

病毒通常经飞沫传播，有些呼吸道病毒也存在于粪便中，也可能会带来潜在的

水污染风险。不同病毒的结构、成分、核酸组成和形态不尽相同，在环境介质

中的存活能力以及对水净化过程及消毒剂的耐受力也不尽相同。 

病毒进入水体后不能增殖，因此在水环境中会随着时间而减少。吴俊等研

究指出，江河湖库、地下水等均可检出肠道病毒。病毒在水体中的存活情况受

环境影响，呈现季节性差异。张静于 2016 年对河北省某城乡供水一体化水厂

的 64 份水样（水源水 26 份，生活饮用水 38 份）进行肠道病毒检测，有 1 份

水源水水样检出肠道病毒，阳性率为 3.85%（1/26），浓度为 22.8 Copies/L，生

活饮用水水样中未检出肠道病毒。部分病毒的基本信息、可引发的疾病、介水

传播过程中的健康影响程度、在供水中的持久性或存在水平以及对氯的耐受性

等信息如表 1 所示。 

冠状病毒是具有外套膜的单股正链 RNA 病毒，直径约 80～120 nm，在自

然界中广泛存在，可以感染人、猪、猫、犬、鼠、狼、鸡、牛、蝙蝠与禽类脊

椎动物。近些年发现的致病性较高的人冠状病毒包括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

病毒（SARS-CoV）、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以及 2019 年的

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冠状病毒通过呼吸道分泌物等方式排出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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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该病毒引起的感染主要发生在冬春季。在确诊

重症患者粪便中分离出活的冠状病毒，提示应严控与患者相关的粪便、污水的

消毒处理，严防该病毒介水传播。 

表 1  部分病毒对人体的健康影响及与供水相关的特性 

名称 直径/nm 基因 
可引发的疾病

或症状 
传播途径 

健康影

响 a 

在供水

中的持

久性 b 

或存在 

水平 

对氯的

耐受 

能力 c 

腺病毒 60-90 dsDNA 

胃肠炎、呼吸

性疾病、眼部

感染、心脏 

疾病 

粪口传

播、飞沫

传播 

中等 长期 中等 

星状病毒 28 
ssRNA

（+） 
肠胃炎 粪口传播 中等 长期 中等 

诺如病毒 35～40 
ssRNA

（+） 

腹泻、发热、

呕吐、肠胃炎 
粪口传播 高 长期 中等 

札幌病毒 41～46 
ssRNA

（+） 
肠胃炎 粪口传播 高 长期 中等 

戊型肝炎

病毒 
27～34 

ssRNA

（+） 

肝炎、疲惫、

恶心、黄疸 
粪口传播 高 长期 中等 

肠道病毒 20～30 
ssRNA

（+） 

腹泻、脑膜

炎、心肌炎、

发热、呼吸道

疾病、神经系

统功能失调和

出生缺陷 

粪口传

播、飞沫

传播 

高 长期 中等 

副肠孤 

病毒 
28 

ssRNA

（+） 

呼吸系统、消

化系统、中枢

神经系统等感

染 

粪口传

播、飞沫

传播 

高 长期 中等 

甲型肝炎

病毒 
27～32 

ssRNA

（+） 
肝炎、发热、

疲惫、恶心、
粪口传播 高 长期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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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直径/nm 基因 
可引发的疾病

或症状 
传播途径 

健康影

响 a 

在供水

中的持

久性 b 

或存在 

水平 

对氯的

耐受 

能力 c 

食欲不振、黄

疸 

轮状病毒 50～65 dsRNA 
急性肠胃炎、

腹泻、发烧 
粪口传播 高 长期 中等 

埃博拉 

病毒 
80 

ssRNA

（-） 

恶心、呕吐、

腹泻、肤色改

变、全身酸

痛、体内出

血、体外出

血、发烧 

接触传播 

没有经

水传播

的证据 

不可能 低 

流行性感

冒病毒 
80～120 

ssRNA

（-） 

急性高热、全

身疼痛、显著

乏力和呼吸道

症状 

飞沫传

播、接触

传播 

没有经

水传播

的证据 

不可能 低 

SARS 冠状

病毒 
80～120 

ssRNA

（+） 

缺氧、紫绀、

38℃以上高

热、呼吸加速

或呚吸窘迫综

合征、气促 

飞沫传

播、接触

传播 

部分证

据表明

通过吸

入水滴

传播 

不可能 未知 

注：a. 健康影响与疾病的发病率和严重程度相关，包括与疾病暴发事件的联系；b. 在

20 ℃水中，传染期的检测时段（短期为少于一周；中等为一周至一月；长期为一月以上）；

c. 对氯的耐受能力受净水工艺和操作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这里假设按常规的剂量和接触

时间进行处理，温度为 20 ℃，pH 值为 7～8 时，病原体处于传染期并游离分布于水中；

对氯的耐受能力，低为在小于１min 内 99%灭活，中等为 99%灭活所需时间为 1～30 min，

高为 99%灭活所需时间大于 3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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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饮用水标准中病毒指标的控制要求 

2.1 我国饮用水标准 

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为全文强制的国家标准，

该标准特别重视对微生物指标的控制要求。标准条文中明确指出“生活饮用

水中不得含有病原微生物，生活饮用水应经消毒处理；同时，对 6 项微生物

指标提出了限值要求，包括总大肠菌群（不得检出）、大肠埃希氏菌（不得检

出）、耐热大肠菌群（不得检出）、菌落总数≤100 CFU/mL、贾第鞭毛虫<1 个/

（10 L）和隐孢子虫<1 个/（10 L）；此外，还规定浑浊度限值为 1 NTU（水源

与净水技术条件受限时为 3 NTU）。但该标准中未列入病毒指标。 

2.2 WHO 饮用水水质准则 

2011 年 WHO 出版了《饮用水水质准则》第 4 版，于 2017 年出版了增补

版。准则中列出了可能的水源性病毒病原体，如表 1 中前 9 项，并提及了 SARS

冠状病毒，指出虽然部分证据认为 SARS 冠状病毒可通过吸入水滴传播，但该

病毒不属于介水传播病原微生物，不可能存在于饮用水中。对于包括病毒在内

的各项微生物指标，准则并未给出明确的指导值，只是从健康影响、感染源、

暴露途径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同时，要求做好水源防护，整合全面的水处理方

法和检测方法，建立多重屏障，防范病毒等微生物污染。 

2.3 美国饮用水水质标准 

美国饮用水水质标准由美国环保局（USEPA）负责制定，分为一级强制性

标准和二级推荐性标准。其中，一级标准中规定了病毒（肠道病毒）的最大污

染物浓度目标值（MCLG）要求为 0，最大污染物浓度（MCL）要求为病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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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灭活率不低于 99.99%（4 lg）。USEPA 把浑浊度也列入到微生物指标中，

限值要求为 95％的水样要达到 0.3 NTU，最大限值为 1 NTU。 

2.4 其他国家饮用水水质标准 

欧盟和日本的饮用水水质标准中未列入病毒指标。加拿大饮用水水质标准

中列入了肠道病毒指标，其控制要求和美国一致，即病毒去除/灭活率不低于

99.99%。澳大利亚饮用水准则中将大肠杆菌噬菌体作为饮用水是否受到粪便

和（或）病毒污染的指示微生物指标，规定 100 mL 饮用水中不应检出大肠杆

菌噬菌体；同时，准则中还列出腺病毒、肠道病毒、肝炎病毒、诺如病毒以及

轮状病毒作为参考指标，但没有给出限值。 

3. 饮用水中病毒的控制 

3.1 水净化过程及化学消毒对病毒的去除/杀灭效果 

饮用水安全保障措施主要包括水源防护、集中净化和消毒处理、管网输送

等。显然，良好的水源是饮用水安全的基础，水质净化处理是关键过程，尤其

是消毒环节，是保障饮用水生物安全的重要屏障。 

传统的常规处理工艺过程为混凝-沉淀-过滤-消毒，这仍是目前我国以地表

水为水源的自来水厂的主流水处理工艺。实践证明，混凝、沉淀、过滤工艺过

程对水体中的病毒可起到一定的去除作用，如表 2 所示。 

表 2  混凝、沉淀、过滤等水处理过程对病毒的去除效果 

水处理工艺 
对病毒的对数 

去除率/lg 
影响因素 

预处理：河岸渗滤 2.1～8.3 
流动距离、土壤类型、泵送 

速率、PH 和离子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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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工艺 
对病毒的对数 

去除率/lg 
影响因素 

混凝、絮凝及沉淀：传统澄清 0.1～3.4 混凝条件 

混凝、絮凝及沉淀：石灰软化 2～4 Ph 和沉淀时间 

过滤：高效颗粒过滤 0～3.5 过滤介质和絮凝预处理 

过滤：慢速砂滤 0.25～4 
滤层、颗粒大小、流速、 

操作条件（温度和 PH） 

过滤：预涂层过滤 1～1.7 滤饼 

由表 2 可知，混凝、沉淀、过滤等水处理过程对病毒的去除效果受到多种

因素的影响，实践中可通过控制浑浊度来评估水处理的效果。构成浑浊度的物

质（如细菌、真菌、蛋白质、腐殖质、藻土等）对水中的病毒具有一定的吸附

作用，同时对病毒也有保护作用，病毒在高浊度水中的存活时间更长。因此，

低浑浊度对去除病原体、保证饮用水安全，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在提高消

毒剂消毒效率的同时可降低水中的细菌、病毒和原虫等微生物。据资料显示，

常规处理工艺对浑浊度的平均去除率约为 98.83%。为满足我国《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GB 5749-2006）中规定的末梢水浑浊度不超过 1 NTU 的控制要求，

水厂一般将出厂水的浑浊度控制在 0.5 NTU 或更低。资料表明，当滤后水的浑

浊度低于 0.3 NTU 时，病毒的对数去除率可达到 2 lg。 

消毒是杀灭微生物的重要环节。在消毒过程中，水厂通过控制 CT 值（消

毒剂剩余浓度和接触时间的乘积）来实现对微生物的灭活。我国《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GB 5749-2006）要求，饮用水必须经过消毒处理，并规定了氯及

游离氯制剂、氯胺、臭氧、二氧化氯等常用化学消毒方式的使用要求，包括消

毒剂的余量控制要求和与水的接触时间，如表 3 所示。 

表 3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消毒剂余量和接触时间相关要求及 C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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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剂名称 与水接触时间/min 
出厂水中余量

（mg·L-1） 

CT 值 

（mg·L-1·min） 

游离氯 ≥30 ≥0.3 ≥9 

一氯胺（总氯） ≥120 ≥0.5 ≥60 

臭氧 ≥12 - - 

二氧化氯 ≥30 ≥0.1 ≥3 

病毒对消毒剂的抵抗力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水温、pH、消毒剂类型

等，即 CT 值的确定与上述因素密切相关。WHO《饮用水水质准则》等文献给

出了常用消毒剂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灭活 2 lg 的病毒所需 CT 值，如表 4 所示。

由表 4 可知，除氯胺外，其他消毒剂对病毒均具有较好的杀灭效果。但文献中除

氯胺消毒明确了试验对象是轮状病毒外，其他消毒剂的数据均未明确试验对象。 

表 4  不同消毒剂对病毒灭活的 CT 值 

消毒剂 
对病毒的对数 

灭火率/lg 

CT 值 

（mg·L-1·min） 
环境条件 

游离氯 2 2～30 
0～10℃； 

pH 值为 7～9 

氯胺 2 
3810～6480 

（轮状病毒） 
5℃；pH 值为 8～9 

二氧化氯 2 2～30 
0～10℃； 

pH 值为 7～9 

臭氧 2 0.06～0.2 - 

USEPA 针对甲型肝炎病毒也给出了不同病毒对数灭活率和环境条件下

CT 值的数据，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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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消毒剂对甲型肝炎病毒灭活的 CT 值 

对病

毒的

对数

灭活

率/lg 

CT 值/ （mg.L-1min） 

＜1℃ 10℃ 20℃ 

游离

氯 
氯胺 

二氯

化氯 
臭氧 

游离

氯 
氯胺 

二氯

化氯 
臭氧 

游离

氯 
氯胺 

二氯

化氯 
臭氧 

2 6 1243 8.4 0.9 3 643 4.2 0.5 1 321 2.1 0.25 

3 9 2063 25.6 1.4 4 1067 12.8 0.8 2 534 6.4 0.4 

由表 5 可知，水温越高，达到同样杀灭效果所需的 CT 值越小，即温度是

控制病毒杀灭的有利条件。氯胺在甲型肝炎病毒的杀灭效果上不尽如人意，这

与 WHO 提供的信息一致。此外，针对同样的杀灭效果，USEPA 给出的 CT 值

范围比 WHO 给出的数值范围要窄，总体数据偏低（臭氧除外），分析可能与

试验对象不同有关。USEPA 提供的原始文献资料中明确试验对象是甲型肝炎

病毒，推测 WHO 文献中的数据来源于对多种病毒的试验结果，由于不同的病

毒对消毒剂的敏感性会有一定差异，则 WHO 给出的范围比较宽泛。Hoff 给出

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和轮状病毒在达到 2 lg 对数灭活率情况下各种消毒剂的 CT

值数据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如表 6 所示。 

表 6  脊髓灰质炎病毒和轮状病毒 2 lg 灭活所对应的 CT 值 

（5 ℃，pH 值为 6～7） 

消毒剂名称 与水接触时间/min 
出厂水中余量

（mg·L-1） 

CT 值 

（mg·L-1·min） 

游离氯 ≥30 ≥0.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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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剂名称 与水接触时间/min 
出厂水中余量

（mg·L-1） 

CT 值 

（mg·L-1·min） 

一氯胺（总氯） ≥120 ≥0.5 ≥60 

臭氧 ≥12 - - 

二氧化氯 ≥30 ≥0.1 ≥3 

除温度之外，pH 也是消毒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White 提供了游离氯制

剂在不同温度和 pH 条件下对柯萨奇病毒 A2 型灭活的 CT 值，如表 7 所示。

由表 7 可知，在 pH 值为 7.0～9.0 时，pH 值越低，CT 值越小。表 7 的数据同

样表明，水温是消毒的有利因素，水温越高，所需的 CT 值越小。 

表 7  不同水温和 pH 条件下柯萨奇病毒 A2 型 2 lg 灭活所对应的 CT 值 

pH 值 

游离氯 CT 值（mg·L-1·min） 

0～5℃ 10℃ 

7.0～7.5 12 8 

7.5～8.0 20 15 

8.0～8.5 30 20 

8.5～9.0 35 22 

冠状病毒属于有包膜的亲脂类病毒，按照目前人类认知的微生物对消毒处

理的抗力大小，有包膜的病毒相对容易被消毒剂杀灭。目前，未见针对新型冠

状病毒（SARS-CoV-2）的消毒剂抵抗力研究。王新为等采用病毒加标的方法

开展了污水中 SARS 冠状病毒的灭活试验。结果显示，SARS 冠状病毒在污水

中对消毒剂的抵抗力比大肠杆菌 8099 和大肠杆菌 f2 噬菌体都低，污水中游离

氯余量在 0.4 mg/L 以上（水温为 20 ℃，消毒时间为 30 min）时，SARS 冠状

病毒可被完全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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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物理消毒对病毒的杀灭效果 

将水煮沸和紫外线照射是常见的物理消毒方式。WHO 资料表明，将水煮

沸对病毒可以达到 6 lg 以上的杀灭效果；USEPA 给出的紫外线对腺病毒的杀

灭数据表明，水厂、二次供水设施和净水器常用的的剂量（40 mJ/cm2）对腺病

毒仅能达到 0.5 lg 的灭活效果，如表 8 所示。 

表 8  紫外线照射对腺病毒的对数灭活率与照射剂量的关系 

对病毒的 

对数灭火率 
0.5 1 1.5 2 2.5 3 3.5 4 

剂量

（mJ·cm-2） 
39.4 58.1 79.1 100.1 120.7 142.6 163.1 186 

3.3 膜过滤技术对病毒的去除效果 

近年来，特别是《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颁布实施以来，

我国规模化水厂的水处理工艺得到普遍提升，臭氧活性炭等深度处理工艺逐渐

增多，膜处理工艺也开始得到应用。膜处理技术是以压力为推动力的一种膜分

离技术，通过不同孔径尺寸的膜，将水中微生物、颗粒物甚至是溶解盐从水中

分离出去，基本不需要使用化学药剂，产水水质相对稳定，受进水波动影响较

小。膜过滤技术去除微生物的机理主要有两种：（1）机械筛分，通过膜截留比

自身孔径大或与其孔径相当的微生物颗粒；（2）吸附截留，当微生物穿过膜表

面进入膜内部时，由于膜自身物理化学性质和静电引力的影响使它们沉积在膜

孔侧壁或膜内部基质上。被截留的微生物的尺寸原则上应大于膜孔径。根据孔

径的不同，膜可细分为反渗透（RO）膜、纳滤（NF）膜、超滤（UF）膜和微

滤（MF）膜等，其中，微滤膜孔径最大，反渗透膜孔径最小，4 种膜与相应可

截留物质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专家观点 

- 196 - 

 

 

图 1  不同膜过滤技术可截留的物质 

病毒颗粒直径很小，大多介于 0.02～0.30 μm。从孔径上看，微滤膜不足

以去除病毒，但实际上微滤膜对病毒有一定的去除作用，这通常认为是由于膜

表面形成的滤饼层的作用，但滤饼层是不稳定的，并容易通过反冲洗过程去掉，

因此，实际上微滤并不适用于饮用水中病毒的去除。对于超滤技术目前仍存在

争议，美国的 29 个州中只有 6 个州认可超滤对病毒的对数去除率可以达到 1 

lg 及以上，更多的州更倾向于采用混凝、沉淀、过滤、消毒等组合工艺对病毒

进行控制；也有观点认为，超滤膜对病毒的截留远高于基于筛分原理的理论截

留率，膜对病毒的分离过程不是简单的筛分过程，膜对病毒的吸附在膜的截留

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超滤膜也有被应用于病毒的去除或纯化。纳滤技术和

反渗透技术能够有效去除病毒，但因运行成本较高等原因，目前在水厂应用有

限。需要注意的是，膜过滤过程对病毒没有持续控制能力，为确保饮用水输配

过程安全有效，水处理过程需要配合消毒工艺的使用。另外，膜污染问题也需

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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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1） 病原微生物污染饮用水可导致介水传染病的发生，粪便污染是饮用

水微生物污染的主要途径。 

（2） 传统的混凝、沉淀、过滤等水净化过程对病毒有一定的去除效果，可

通过控制浑浊度来评估水处理的效果，当滤后水的浑浊度低于 0.3 NTU 时，病

毒的对数去除率可达到 2 lg。 

（3） 化学消毒是杀灭微生物的重要措施，可通过控制 CT 值来实现对微生

物的有效灭活。水温、pH、消毒剂类型、病毒种类等是影响消毒效果的重要

因素。 

（4） 物理消毒方法中，煮沸对病毒有很好的杀灭效果；紫外线剂量为 40 

mJ/cm2 时，对腺病毒仅能达到 0.5 lg 的灭活。 

（5） 微滤不适用于饮用水中病毒的去除，超滤对病毒的去除效果仍有争

议。膜处理过程需要配合消毒工艺以确保饮用水输配过程的安全。 

（6） 美国、加拿大等少数国家的饮用水水质标准中规定了病毒的控制要

求。我国饮用水卫生标准中虽然没有病毒指标，但提出了生活饮用水应经消毒

处理及对消毒的具体控制要求，同时规定了浑浊度的限值。水厂应首先做好水

源防护，并根据水源污染特征、环境条件及水处理工艺等情况，强化对浑浊度

的控制，确保消毒措施有效运行，加强消毒剂余量和微生物指标监测以及安全

巡查，确保饮用水生物安全。 

（7） 水厂应加强卫生管理和传染病防控，供、管水人员应身体健康，禁止

患有碍饮用水卫生疾病的人员和病原携带者直接从事供、管水工作，必要时供、

管水人员也应做好自身的健康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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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瑞宝：疫情背景下排水监测应关注的重点 

来源：净水技术公众号 

1. 疫情背景下排水监测应关注的重点 

近日，随着新冠疫情的愈演愈烈，一篇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NEJM）的论文（Michelle L. Holshue，et al. First Case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the United States，DOI：10.1056/NEJMoa2001191）引起了广泛关注。该论文

完整叙述了美国第一例新冠确诊病例的诊疗过程以及临床表现，对指导患者的

治疗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文中有一处报道引发了水务行业的重点关注：研

究指出，该患者在住院后的第二天出现了腹泻和腹部不适，在腹泻的粪便样本

中，医生们检测出了新冠病毒的存在（rRT-PCR 结果为阳性）。而就在昨晚（2

月 1 日），深圳卫健委发布消息，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的研究发现，

在某些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的粪便中，也检测出了 2019-nCoV

核酸阳性，很有可能提示粪便中有活病毒存在，提醒市民戴口罩的同时，要勤

洗手，注意个人卫生。 

患者粪便中的冠状病毒会否随着城市排水系统进入污水处理厂并进入自

然水体？会否通过老旧建筑排水管道水封失效的地漏等设施随空气释放进入

室内？ 

这样的担忧并非是无中生有的。2003 年 5 月 16 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

香港淘大花园 SARS 传播的环境卫生报告，淘大花园包括排水口、海水冲厕系

统、排气扇等等一系列环境及卫生问题，是导致该楼宇多例 SARS 感染的原

因；2019 年 8 月 11 日，上海宝山区杨行镇某小区一对年轻夫妻在家中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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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硫化氢中毒身亡，经调查，与老旧建筑水封设置不合理导致臭气倒灌有直接

关联。 

2. 就水务行业而言，新冠患者粪便中存在新冠病毒的情况，是否会

对排水和污水系统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于医院的废水处理、市

政污水处理而言，又需要重点关注什么问题？ 

截止发稿前，生态环境部办公厅最新发布了《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医疗污水和城镇污水监管工作的通知》（环办水体函<2020>52 号），

其中第一条即明确应高度重视医疗污水和城镇污水监管工作，并将其作为疫情

防控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抓紧抓实。关于城镇排水监测工作，到底应该重点关

注哪些方面，山东省城市供排水水质监测中心贾瑞宝主任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贾瑞宝主任指出，目前疫区的排水水质监测非常重要，也很关键。与日常

常规的情况相比，非常时期，在确保防护的前提下，应该强化排水水质实验室

检测频率，发挥污水处理厂、站水质在线监测预警作用，确保排水、污水及再

生水设施稳定运行，水质稳定达标排放。在具体应重点关注的指标方面，由于

我国现行污水厂污染物排放标准只规定了粪大肠菌群数等细菌类微生物指标，

对病毒类微生物未作要求，污水处理厂应更加关注 SS、色度、COD、BOD5、

氨氮及粪大肠菌群数等指标，对上述指标的达标要求要比平时更高，检测频率

也要加密。特别是在要求污水厂出水紫外线或加氯消毒措施到位的基础上，建

议增加检测总余氯指标。 

3. 对于应重点关注的粪大肠菌群数、总余氯等指标，相关国家标准

中是如何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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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瑞宝主任介绍到，目前国家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中没有对微生物的监控要求，国标《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GB 18918-2002）中只对粪大肠菌群数做了要求（表 1）；国标《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GB 8978-I996）中对粪大肠菌群数和总余氯都做了要求（表 2）。

这些指标在非常时期，都应进行加密和提高要求执行。 

表 1  基本控制项目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日均值）GB18918-2002 

单位 mg/L 

序号 基本控制项目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三级标准 

A 标准 B 标准 

1 化学需氧量（COD） 50 60 100 120○1  

2 生化需氧量（BOD2） 10 20 30 60○1  

3 悬浮物（SS） 10 20 30 50 

4 动植物油 1 3 5 20 

5 石油类 1 3 5 15 

6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0.5 1 2 5 

7 总氮（以 N 计） 15 20 - - 

8 氨氮（以 N 计）○2  5（8） 8（15） 25（30） - 

9 
总磷 

（以 P 计） 

2005 年 12 月 31 日

前建设的 
1 1.5 3 5 

2006 年 1 月 1 日 

起建设的 
0.5 1 3 5 

10 色度（稀释倍数） 30 30 40 50 

11 PH 6-9 

12 粪大肠菌群数（个/L） 102 104 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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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下列情况下按去除率指标执行：当进水 COD 大于 350mg/L 时，去除率应大于

60%； 

表 2  GB 8978-I996 对粪大肠菌群数和总余氯的限值要求 

序号 污染物 试用范围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三级标准 

54 
粪大肠菌 

群数 

医院
·
、兽医院及医疗机构

含病原体污水 
500 个/L 1000 个/L 5000 个/L 

传染病、结核病医院污水 100 个/L 500 个/L 1000 个/L 

55 

总余氯（采

用氯化消毒

的医院污

水） 

医院
·
、兽医院及医疗机构

含病原体污水 
＜0.5·· 

＞3（接触

时间≥1h） 

＞2（接

触时间≥

1h） 

传染病、结核病医院污水 ＜0.5·· 

＞6.5（接

触时间≥

1.5h） 

＞5（接

触时间≥

1.5h） 

4. 于目前广大民众最为关心的新冠病毒，特别是作为第一线的医

疗机构的污水处理系统，又应当参考什么标准，如何更好地进行

相关水质把关？ 

贾瑞宝主任介绍说，医疗机构应参考国标《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466—2005），该国标针对不同类型的医院，分别制定了不同的污水排放

指标和限值。对于传染病和结核病医疗机构的污水排放，该标准设定了包括粪

大肠菌群数、肠道致病菌、肠道病毒、结核杆菌、总余氯、CODCr 等 25 项指

标，其中粪大肠菌群数要求不超过 100 MPN/L，肠道致病菌等其他三项微生物

指标均要求不得检出（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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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GB 18466—2005 中传染病和结核病医疗机构污水排放指标和限值 

（日均值）GB 18466-2005 

序号 控制项目 标准值 

1 粪大肠菌群数/（MPN/L） 100 

2 肠道致病菌 不得检出 

3 肠道病毒 不得检出 

4 结核杆菌 不得检出 

5 PH 6～9 

6 
化学需氧量（COD）浓度/（mg/L） 

最高允许排放负荷/[g/（床位·d）] 

60 

60 

7 
生化需氧量（BOD）浓度/（mg/L） 

最高允许排放负荷/[g/（床位·d）] 

20 

60 

8 
悬浮物（SS）浓度/（mg/L） 

最高允许排放负荷/[g/（床位·d）] 

20 

20 

9 氨氮/（mg/L） 15 

10 动植物油/（mg/L） 5 

11 石油类/（mg/L） 5 

12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mg/L） 5 

13 色度/（稀释倍数） 30 

14 挥发酚/（mg/L） 0.5 

15 总氰化物/（mg/L） 0.5 

16 总汞/（mg/L） 0.05 

17 总镉/（mg/L） 0.1 

18 总铬/（mg/L）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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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控制项目 标准值 

19 六价格/（mg/L） 0.5 

20 总砷/（mg/L） 0.5 

21 总铅/（mg/L） 1.0 

22 总银/（mg/L） 0.5 

23 总α/（Bq/L） 1 

24 总β/（Bq/L） 10 

25 总余氯（1），（2）（mg/L）（直接排入水体的要求） 0.5 

注：1）采用含氯消毒剂消毒的工艺控制要求为：消毒接触池的接触时间≥1.5h，接触

池出口总余氯 6.5～10mg/L。2）采用其他消毒剂对总余氯不做要求。 

对于综合医疗机构，该标准也设定了包括粪大肠菌群数等 24 项排放指标，

但限值的设定上与传染病医疗机构略有不同（表 4）。 

表 4  GB 18466—2005 中综合医疗机构污水排放指标和限值（日均值） 

GB 18466-2005 

序号 控制项目 排放标准 预处理标准 

1 粪大肠菌群数（MPN/L） 500 5000 

2 肠道致病菌 不得检出 - 

3 肠道病毒 不得检出 - 

4 PH 6～9 6～9 

5 
化学需氧量（COD）浓度（mg/L） 

最高允许排放负荷[g/（床位·d）] 

 

60 

60 

 

250 

250 

6 生化需氧量（BOD）浓度（mg/L） 20 100 



专家观点 

- 204 - 

 

序号 控制项目 排放标准 预处理标准 

最高允许排放负荷[g/（床位·d）] 20 100 

7 
悬浮物（SS）浓度（mg/L） 

最高允许排放负荷[g/（床位·d）] 

20 

20 

60 

60 

8 氨氮（mg/L） 15 - 

9 动植物油（mg/L） 5 20 

10 石油类（mg/L） 5 20 

11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mg/L） 5 10 

12 色度（稀释倍数） 30 - 

13 挥发酚（mg/L） 0.5 1.0 

14 总氰化物（mg/L） 0.5 0.5 

15 总汞（mg/L） 0.05 0.05 

16 总镉（mg/L） 0.1 0.1 

17 总铬（mg/L） 1.5 1.5 

18 六价格（mg/L） 0.5 0.5 

19 总砷（mg/L） 0.5 0.5 

20 总铅（mg/L） 1.0 1.0 

21 总银（mg/L） 0.5 0.5 

22 总α（Bq/L） 1 1 

23 总β（Bq/L） 10 10 

24 总余氯（1），（2）（mg/L） 0.5 - 

注：1）采用含氯消毒剂消毒的工艺控制要求为：排放标准：消毒接触池的接触时间

≥1 h，接触池出口总余氯 3～10mg/L；预处理标准：消毒接触池接触时间≥1h，接触池出

口总余氯 2～8mg/L。2）采用其他消毒剂对总余氯不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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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标准明确的前提下，排水行业究竟应该如何做？是否有必要

直面新冠病毒开展监测工作？ 

贾瑞宝主任认为，目前我国大多数排水监测机构尚无病毒类微生物监

测能力，不具备单独针对病毒开展监测和研究的条件，目前只能通过加强污

水厂进水源头监测、工艺过程控制及排水消毒运行管理等工作确保污水处

理的有效性。 

在污水处理的工艺过程控制方面，要重点关注对相关标准中所规定的控制

要求，如 GB 18466-2005 对于含氯消毒剂的工艺控制有明确要求，即对于直接排

放的医疗机构，消毒接触池的接触时间≥1 h，接触池出口总余氯为 3～10 mg/L；

对于预处理后纳管的医疗机构，消毒接触池的接触时间≥1h，接触池出口总余

氯为 2～8 mg/L。疫区及相关地区也应该自查尾水的排放是否合规，GB 18466-

2005 中对此也有明确规定，即禁止向 GB 3838Ⅰ、Ⅱ类水域和Ⅲ类水域的饮

用水保护区和游泳区，GB 3097 定义的一、二类海域直接排放医疗机构污水。 

同时，贾瑞宝主任也认为非常时期，排水行业的当务之急是做好排水及污

水处理从业人员防护工作，防止臭气、气溶胶、污泥等造成的生物危害，尽可

能降低相关从业人员在工作中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总而言之，非常时期强化对排水系统中相关污染物指标的监测，对尽可能

减少疫情对水环境、甚至对人类健康的二次影响有重要的预警和指导作用，应

当予以高度重视。贾瑞宝主任指出，一座城市的排水监测工作点多面广，涉及

市政、水务、生态环境、卫生健康等政府部门以及废污水产生、收集及处理处

置等单位。污水的达标排放，并不仅仅是水务行业的责任，各相关部门、单位

均应共同承担相应的监测监管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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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卫国：供水企业应对疫情的几项工作 

来源：净水技术公众号 

文章要点：新冠疫情发展至今，新型冠状病毒是否会随饮用水传播，一直是水

务行业，特别是供水行业关注的焦点。不少国内学者通过对有限文献资料的研

究，从病毒特性、现有消毒工艺的机理等方面展开了探讨，但由于对冠状病毒

的研究尚不深入，现有水厂工艺对冠状病毒的灭杀效果也缺乏理论和试验支

撑，国内尚未形成统一的指导性意见。本文认为由于新型冠状病毒不耐氯，且

离开宿主无法存活等特点，现有水厂的消毒工艺已足以应对，无须特别关注；

但也有供水企业从万无一失的角度出发，提出应加大水厂氯消毒剂的投加量。 

1. 疫情下水厂是否必须强化消毒？ 

对于当下最具有争议的供水企业是否需要加大消毒剂用量的问题，方

卫国总工认为，对于饮用水的生物安全性，应当重点关注浊度和余氯两项

指标。浊度是微生物的一个指示性指标，尽可能低地控制出厂水浊度，对

于饮用水的生物安全将是极大的保障。对于余氯，更重要的应该是 CT 值，

但很多水厂仅关注了 C 值（消毒剂的有效浓度，即消毒剂余量），却忽略

了 T 值（有效接触时间），片面理解余氯这项指标的内涵，可能会掩盖问

题的实质。 

科学的论证和判断，离不开数据的积累和支撑，对于如何做好科学论证工

作，方卫国总工认为，现阶段如果供水企业的人手安排的过来，水质抽查工作

应尽可能关注到末端，并且以末端为主。由于春节和疫情的影响，长时间的节

假日导致供水企业目前缺乏对现阶段末端水质数据的跟踪，尤其是水厂——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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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远距离/用水量小/管内流速低末端余氯的变化规律。只有掌握实际情

况，分析余氯变化规律，才能分析判断供水系统的薄弱环节，针对性施策（任

何工作都应在确保员工防护到位的前提下开展，非紧急或必要的工作，应在疫

情缓解后再行开展）。 

首先，管理规范的水厂，以杭州萧山某水厂为例，如出厂水浊度控制

在 0.3 NTU 甚至 0.1 NTU 以下，滤后水加余氯 0.5～1.0 mg/L，并严格按

照国标要求来计算有效接触时间 T，对出厂水的消毒效果应当有足够的信

心。（各地由于原水水质不同、管网状况不同、二次供水形式不同，应因

地制宜） 

其次，供水企业几十年的运行经验来看，对于未知的病毒、病原体、细菌

等，我们都是在国标的指导下常态化进行消毒，事实证明，现有的消毒工艺在

规范操作的前提下是安全可靠的，特别新型冠状病毒具有不耐氯的特性，氯消

毒剂对其是有效的； 

第三，如果部分水厂认为确有必要提高加氯量，应思考在预加氯、滤后或

出厂补氯的哪一段工艺上进行加强，提高加氯量的根本是要解决什么问题？要

达到何种效果，应当要有科学的论证和判断。如果仅仅是作为一种担心，盲目

的加氯，可能并不科学，也非必要。 

2. 供水企业应该重点开展哪些工作？ 

作为默默支撑抗击疫情工作的后勤保障，同时也是城市平稳运行的核心骨

干，在当今疫情状况下，方卫国总工梳理了六点想法和建议。 

（1） 水、电、气都是城市运行和人类活动的基本必需品，供水企业当前的

首要任务依然是确保稳定、可靠的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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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供水行业对从业人员有相对专业的要求，相关管理、技术和操作人员

都必要具备对工艺、设备、设施的认知基础。由于在疫情的特殊时期，甚至有

可能需要安排水厂人员在厂内待命替换轮班，所以确保水厂全员安全是当务之

急。现阶段，供水企业应严格按照防疫要求做好员工自身及家人的防护，避免

产生员工被感染的情况，如因为部分员工的患病，导致一个班组甚至一个水厂

被集体隔离，对供水安全保障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3） 非常时期，供水企业仍应履行为民办实事、解决实际困难的职责，当

出现供水困难的抢修、维护任务时，仍应当需要正常出勤，保障供水。 

（4） 对于可以延缓办理的业务，如营业大厅的工作，供水企业应尽可能采

用网上办事的技术手段，减少员工与外界的接触。 

（5） 未雨绸缪，备好物资。由于疫情的发展前景尚不明确，后期受物流受

限、司机紧缺、工厂延后开工等影响，可能会导致净水药剂出现短缺，因此在

有条件的前提下，应尽可能提前谋划。 

（6） 供水企业也应该积极履行社会职责，由于全社会的消毒剂紧缺，如水

厂有足够的存量（主要指在线次氯酸钠发生器的食盐原料），可尽所能为就近

的隔离区域、医院等提供一些帮助。 

总而言之，现阶段，供水企业应先保证员工的自身防护，减少接触性的业

务办理，注重药剂等物料储备，务以确保稳定供水为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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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如何影响供水行业？ 

来源：建筑杂志社 

作者：黄子龙、张俊杰 

文章要点：受全国疫情形势的影响，供水行业生产经营同样承受着巨大压力，

其中既有水费收入大幅下滑的压力，又有运营成本成倍增加的趋势。本文重点

关注疫情对供水行业的影响力，分别就疫情对供水量、售水量、管网损失、管网

压力和产销差率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以便为后续精准施策奠定基础。 

1. 对供水量的影响 

短短几天时间，全国大批的企业、商铺、酒店、桑拿、高校，包括人群聚

集的商贸市场、海鲜市场等全部停业。如今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导致供水行业

损失惨重。通过对两个省会和一个地级城市水务集团调研的情况来看，供水量

的下降比较严重。疫情前、后供水量变化数据如表 1 所示。 

表 1  疫情前、后 A、B、C 三地供水量数据对比 

（单位：万吨/日） 

单位名称 疫情前日供水量 疫情后日供水量 日下降值 日下降幅度 

A 省会城市 170 140 30 17.65% 

B 城市分公司 22.32 18.29 40.03 18.06% 

C 地级市 29 25.5 3.5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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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三个城市的供水量数据来看，最大的下降幅度 18.06%，次之的下

降幅度 17.65%，最小的下降幅度 12.07%，平均下降幅度 15.93%。如果从省会

城市供水量的下降水量看，相当于关停了一座 30 万 t 的水厂规模。 

单从供水量下降很难判别是用水量减少还是管网漏损下降所致，为

此，以某省会城市分公司数据为例，进一步分析供水量下降的原因。通常

而言，春节期间夜生活最丰富，且检漏抢修全部停工，夜间最小流量应上

涨或持平，然而，夜间最小流量却大幅度下降。夜间最小流量下降曲线如

图 1 所示。 

 

图 1  疫情前、后夜间最小流量变化趋势（单位：吨 / 小时） 

从夜间最小流量下降的情况来看，受疫情影响，居民的夜间生活减少，用

水量下降。如果说夜间消费水量下降趋势并不明显，再看 07：00～09：00 高

峰用水时段的水量是否下降。通过对比分析 1 月 21 日～2 月 3 日高峰用水期

间的最大流量数据可知，高峰用水下降变化明显。高峰用水最大流量变化曲线

如图 2 所示，可知供水量下降是因工商业用户歇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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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疫情前、后日最大流量对比（单位：吨 / 小时） 

2. 对售水量的影响 

从疫情发生以来，对 1 月 23 日～2 月 5 日的医院、学校以及大型商业综

合体的日供水量数据进行跟踪分析，发现大用户水量下降十分明显：最高下降

幅度 56.86%，最低下降幅度 25%，平均大用户水量下降幅度 34.39%。详细大

用户远传水量数据如表 2 所示。 

表 2  疫情前、后大用户水量数据对比 

（单位：吨/日） 

用户 疫情前日用量 疫情间日用量 日用量下降值 日用量下降幅度 

A 用户 400 250 -150 -37.50% 

B 用户 510 220 -290 -56.86% 

C 用户 1500 1200 -300 -20.00% 

D 用户 630 520 -110 -17.46% 

E 用户 360 230 -130 -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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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 疫情前日用量 疫情间日用量 日用量下降值 日用量下降幅度 

F 用户 360 188 -172 -47.78% 

G 用户 200 150 -50 -25.00% 

平均 565.71 394.00 -171.71 -34.39% 

为了更直观地分析和对比疫情前、后大用户水量变化，可进一步分析售水

量下降趋势。大用户日售水量变化曲线如图 3 所示。 

 

 

图 3  疫情前、后大用户日水量变化趋势（单位：吨 / 日） 

可以看出，最大用户日供水量下降 300 吨，最少日供水量下降 50 吨。

由于采集的数据样本不是远传数据，很难直观看出疫情影响的拐点，但数

据同样真实地反映了售水量的下降趋势。为了进一步说明疫情对售水量的

影响，分别对地铁、冶炼、高校、房产四类用户远传数据进行采样分析。

通过远传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到从 1 月 23 日疫情暴发开始，各行业用水量

就开始出现了拐点，下降趋势明显，地铁、冶炼、房产、高校远传数据如

图所示。 



行业报告 

- 213 - 

 

 

图 4  地铁、冶炼、房产、高校用水量远传数据变化趋势（单位：吨 / 日） 

3. 对管网漏失的影响 

因受疫情影响，绝大多数企业都未复工。在安全保供、疫情防控期间，水

厂压力不变的情况下，工商业、餐饮服务业用水量变少，市区管网压力会上涨。

当市区管网压力上涨后，管网漏损自然就会随之增加。为了验证疫情期间比疫

情前管网漏损上涨的情形，通过疫情前后最小/最大流量比值%，户均夜间最小

流量进行对比分析、验证。 

（1） 疫情前、后日最小/最大流量百分比 

单从夜间最小流量变化趋势分析，只能看出夜间最小流量呈现下降趋势，

但是因夜间消费水量下降，还是管网漏损导致的下降却无从判断。因此，需通

过察看最小/最大流量比值%变化趋势（见图 5）判断是降还是升。通过日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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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流量比值（%）分析，疫情前 9 d 平均比值为 46.17%，疫情后 9 d 的日最

小/最大流量比值为 50.90%，两者相差了 4.73%，即上涨了 4.73%。说明在夜

间最小流量下降的趋势下，最小/最大流量比值反而上涨了 4.73%。可以看出，

最小/最大流量比值呈现了上升趋势，平均上涨了 4.73%。 

 

图 5  疫情前后最小与最大流量比值（%）对比 

从数据分析结论看，很显然最小流量下降是由于夜间消费水量下降所致，

而非管网漏损下降所致。即最小流量下降是因为疫情使得夜间商业活动、聚会

等行为减少或完全停止所致。 

（2） 户均最小时流量 

仅仅凭借最小/最大流量比值%数据分析结论，定性疫情前后管网漏损上

涨可能不够严谨。为了进一步验证疫情对管网漏损的影响，再对比分析户均最

小流量，研究管网漏损的变化，如图 6 所示。疫情前正常户数 18 万余户，疫

情后初步统计户数减少 2 万户左右，而且全是商户、机关团体和工业企业。根

据疫情前、后1周采集最小流量除以户数求得户均夜间最小流量分别为29.97L/

户·小时、28.93L/户·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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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疫情前、后户均最小流量变化趋势单位（单位 ：L/ 户·小时） 

从疫情前、后户均最小流量数据曲线对比看，疫情后比疫情前的户均最小

流量上涨了 1.04L/户·小时，比疫情前上涨了 3.46%。 

由此可见，不管是分析最小/最大流量比值%，还是分析户均最小流量数

据，管网漏损均呈现上涨趋势。究其原因，在出厂压力不变的情况下，市区管

网压力随用水量减少而上涨，使管网漏损增高。另外，就是春节期间，检漏、

抢修力度、频次有所下降。 

4. 对管网压力的影响 

疫情对工商、餐饮以及其他行业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而这些行业用户往

往都是用水大户，对管网压力影响很大。疫情期间，这些行业基本上不用或用

水量很少，导致了管网压力回升。为了验证疫情对管网压力的影响，对市区最

高点、末梢点压力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在疫情期间，管网压力确实在上涨。下

表 3 以一组真实数据来说明疫情前后管网压力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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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疫情前、后测压点数据表花 

（单位：吨/日） 

用户 疫情前日用量 疫情间日用量 日用量下降值 日用量下降幅度 

A 用户 400 250 -150 -37.50% 

B 用户 510 220 -290 -56.86% 

C 用户 1500 1200 -300 -20.00% 

D 用户 630 520 -110 -17.46% 

E 用户 360 230 -130 -36.11% 

F 用户 360 188 -172 -47.78% 

G 用户 200 150 -50 -25.00% 

平均 565.71 394.00 -171.71 -34.39% 

从特征点压力数据来看，疫情后比疫情前的市政管网压力有所回升，平均

压力上涨了 0.018Mpa，平均上涨幅度 8.75%，意味着管网漏损随着压力升高

而升高。疫情期间，该城市连续发生了两起爆管。爆管原因除了天气因素外，

更多还是压力上涨导致的。另外，疫情导致工单处理率下降，特别是关于水压

工单的投诉下降。这是因为在高峰用水 07：00～09：00 和 18：00～21：00 时

段，工商业、大用户以及餐饮业均未复工，管网抢水情况有所缓解，所以，水

压不足的问题暂时得以缓解。 

5. 对抄表工作的影响 

从疫情发生以来，从街道到社区、从社区到小区全部封闭管理，抄表工作

很难落实。另外，在水费催缴方面同样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在销售水量大幅

度下降、抄表缴费工作受阻的情况下，疫情对水务行业的经济收入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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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当月产销差率的影响 

鉴于 2 月上旬很多数据还未统计完毕，只能以疫情暴发前后这一段数

据为基准，预测未来产销差率变化趋势。以某城市数据为例，从 1 月 23 日～

1 月 31 日，某城市 1 周累计日供水量下降了 28 万多吨，平均日供水量下降

4.03 万吨。与疫情发生前 1 周相比，下降幅度 18.06%。供水量数据如表所

4 示。 

表 4  某城市疫情前、后供水量数据 

（单位：万吨/日） 

疫情前日用量 疫情后日用量 日用量下降值 日用量下降幅度 

22.32 18.29 4.03 18.06% 

从供水量下降幅度 18.06%变化趋势，初步预测 2 月供水量约为 551.85

万吨，比疫情平均月供水量 673.48 万吨，下降约为-121.63 万吨。从疫情对

售水量影响分析数据看，疫情期间非居售水量下降幅度为 34.39%，家庭用

户用水量大约上涨 5%，而非居总售水量占比为 46%。由此可见，推算出销

售水量为 437.04 万吨。根据产销差率计算公式推算，疫情后产销差率应会

上涨至 20.80%，比疫情发生前的 14.05%上涨了 6.75%。详细数据如表 5 所

示。 

表 5  某城市疫情前、后售水量、产销差对比 

（单位：万吨/日） 

项目 供水量 销售水量 产销差 产销差率% 

疫情前 673.48 578.87 94.61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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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 551.85 437.04 114.81 20.80% 

变化值 -121.63 -141.83 20.20 6.75% 

总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产销差率冲击和影响均非常大，直接影响

到水务行业全年各种考核指标的完成。除此以外，疫情对供水行业影响也是深

远的，势必会提速供水行业的科技创新，加快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推进智慧

水务的发展，以便应对未来的不可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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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总体未受疫情影响 

来源：生态环境部 

转载：净水技术公众号 

文章要点：本文根据地方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在行政区域内饮用水水源地、定点

医疗机构、相关污水处理设施等监测的结果，判定全国城市环境空气、地表水、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质量保持稳定，生态环境质量未受疫情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级生态环境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

署，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认真做好空气、地表水，尤其是饮

用水水源地等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工作。 

生态环境部第一时间印发《关于做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生态

环境应急监测工作的通知》，要求充分发挥水、空气自动站的监测预警作用，

指导各地开展空气、地表水，尤其是饮用水水源地等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工作，

保障防疫期间生态环境质量安全。针对疫情防控过程可能存在的过度使用消毒

剂的情形，要求在饮用水水源地常规监测指标基础上，增加余氯等特征指标监

测。出台相关技术文件，规范应急监测和疫情防护要求，指导各地配合有关部

门做好医疗废水、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的监督性监测。 

地方各级生态环境部门按照统一部署，在当地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统一指挥

下，制定应急监测方案，认真做好行政区域内饮用水水源地、定点医疗机构、

相关污水处理设施等监测，并将监测结果及时反馈有关单位和部门，指导做好

污水处理、消毒等防疫处置工作。 

337 个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自动监测结果表明，2020 年 2 月 1 日至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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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7.1%，比去年同期上升 9.3 个百

分点。 

1601 个国家网水质自动站监测结果表明，2020 年 2 月 1 日至 19 日，全国

地表水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87.3%，Ⅳ类和Ⅴ类断面比例为 10.8%，劣Ⅴ

类断面比例为 1.9%，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保持稳定。 

累计对 6 900 余个饮用水水源地开展的监测结果表明，2020 年 2 月 1

日至 19 日，未发现受疫情影响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的情况。其中，对 994

个饮用水水源地开展了余氯监测，7 个饮用水水源地余氯有检出，浓度低

于自来水厂出水标准，其它饮用水水源地余氯均未检出。湖北省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全部达标，其中，武汉市长江纱帽（左）、汉江宗关、长江杨泗

港、长江沌口、汉江琴口等主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优于《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 3838-2002）Ⅲ类标准限值。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总体未受疫

情影响。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20 日，全国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均组织对重点地区定

点医疗机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开展了监督性监测。其中，武汉市

对火神山医院、同济医院、协和医院等 63 家定点医院的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

质开展了监测。监测结果表明，定点医疗机构污水处理设施出水余氯浓度基本

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限值，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出水余氯均有检出。 

总体来看，全国城市环境空气、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环境质量保持稳定，

生态环境质量未受疫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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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来袭，供水企业应急的锦囊妙计（上） 

来源：E20 供水圈层公众号 

文章要点：本文介绍了疫情期间供水企业从整体部署、内部管理、水质保障、

稳定供应、供水服务、防控工作支撑方面如何做好应急防控工作。 

1. 整体部署方面 

（1） 启动应急预案，成立应急指挥小组，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从而提高处

理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 

一般来说，指挥领导小组由公司管理层组成，全面领导与指挥疫情防治工

作，制定相关方案。还需通过全面动员，达成企业内部的思想共识，从上打下

严格执行；通过全方位部署，依据不同的工作内容组建多个功能小组，并做到

责任落实到人（多由各级主要领导担任第一责任人），提升与规范企业疫情防

范工作。 

（2） 成立防疫工作办公室。 

负责布置、协调、上传下达、督促落实等各项工作，并负责日常信息、报

表统计及报送工作，统筹调配人员、物资、生产安全保障方面的相关工作。 

（3） 加强外部门禁管理，严格把控人员及车辆进出。 

外来人员车辆进入公司范围或水厂范围内，必须有十分必要的理由，且需

出示“进出同行证明”并登记。进入前，做好人员体温记录测量、车辆消毒措

施；进入后，需密切关注其活动轨迹。适当延长信息记录保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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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部管理方面 

（1） 做好员工的自我防护和检查。 

对员工进行体温测量，并做好办公场所日常消毒。自来水是十分重要的公

共产品，需开展人员排查，确保员工尤其是在岗职工的个人健康。确保日常防

护物资的发放，并科学安排对废弃口罩的处置工作。还要加大对防疫知识的宣

传，教育职工不信谣、不传谣、不恐慌。 

（2） 强化建设工程防疫工作。 

做好人员排查与登记，并做好健康监测。强化门禁制度，加强工地卫生管

控并保证医疗防控物资储备充足。做好工地人员思想教育。 

（3） 强化信息报送工作。 

每日定时上报疫情防控情况，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严格执行 24 h 值班制度，确保反应处置及时。 

3. 水质保障方面 

（1） 严把安全生产关，加强水厂防疫管控，实施封闭式管理。 

每天对供水设施和生产区域环境进行清洁维护和卫生消毒工作，加强 24

小时值守，严防病毒入侵供水生产场所。及时、足量储备净水药剂、消毒剂等

生产和应急物质，保障相关处理流程顺利进行。此外，严格控制进出生产人员，

并每日检查健康状况，其余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水厂。 

（2） 全天候的水质监控与检测，确保居民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 

增加对水质监测点及各净水环节（如：过程水、出厂水、管网末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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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的检验次数和监测频次，确保水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要求。还有部分水司经过与水源保护单位沟通协调，实施上游重要水

源水质监测点 24 h 人工值守，做到水源水质异常早预警、早防护、早处

置。 

（3） 加强二次供水水质管控。 

对于已接管的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水司会进行实时监控，确保水质。 

4. 稳定供应方面 

（1） 科学调度，及时抢修。 

为确保供水工作稳定进行，水司密切关注全市供水需求，科学调度供水生

产、合理调节供水压力。同时加强供水设施以及供水管网的巡检，利用 GIS 信

息技术和供水管网运行管理系统，实时掌握管网运行状况，做到及时对设备故

障和漏点进行抢修。 

重点保障各大医院的水质、水压正常。 

（2） 暂停计划性工程的停水。 

5. 供水服务方面 

（1） 减少人员流动，推广线上业务。 

营业厅属于人员密集场所，容易使得病毒扩散。在疫情期间，各水司营业

厅暂停对外服务或缩短营业时间。与此同时，为用户提供 24 h 线上服务，用

户可以通过服务热线、APP、微信公众号、邮箱等多种渠道，办理水费查询、

水费支付、居民过户、报修举报等各类用水业务。另有部分水司拥有“智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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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可随时为用户解答各类用水疑问，并提供处置引导。 

为减轻传染风险，有的水司建议用户提前与各营业厅电话联系沟通，安排

错峰办理业务，减少用户在公共场所的逗留时间。 

（2） 加强服务场所以及服务人员的卫生把控，提升用户安全感。 

工作人员上下班需各量一次体温，并且在进入工作场所前必须佩戴口罩，

用户进入营业场所前也必须佩戴口罩并测量体温。办公场所需进行每日消毒清

洗，并摆放相关提示，照顾用户感知。 

（3） 建立入户审批制度，实行人性化措施，欠费不停水。 

为保障职工和用户的健康，降低接触带来的风险，一些水司建立起入

户工作审批制度，减少入户工作。在接到用户提出的入户维修等需求后，

应及时上报公司，判断紧急性和必要性；如确需上门服务，应配备口罩等

保护措施。与此同时，很多水司也直接暂停了疫情期间的入户抄表和催费

工作，对居民用户实施欠费不停水、违约金计费暂缓等措施，全力确保民

生用水。 

（4） 注重医院等重点用户的用水需求，主动沟通联络。 

主动征询医疗单位等重点用户供水服务需求，做好备用（应急）水源供

水、紧急送水等准备工作。在重点医疗机构周边设立了临时水质监测点，进

行每日监测。为临时定点收治医院、临时防疫测温点等急需临时用水的重要

场所开通供水服务绿色通道。先通水后补办报装流程，迅速完成现场勘查并

施工通水。 

（5） 向用户及时推送“供水服务告知书”，加强宣传。 

说明近期供水服务发生的变化，自身对抗疫情采取的举措，承诺保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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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供水，水厂工艺能够有效杀灭病毒等，做到“告知用户到位，让用户更放

心”。 

6. 防控工作支撑方面 

（1） 通过分析用水量变化，协助排查重点人员。 

水司可通过用水量变化，分析判断是否有人员居住。水司可利用这一特点，

再配合当地大数据中心提供的数据，判断房屋中是否有来自特定区域的人员居

住。 

（2） 适度承担对外宣传与科普的角色。 

水司的用户数量较多，其可以利用公司多媒体平台转载传达中央及各级政

府部门关于应对疫情的重要指示精神，宣传防疫工作各项措施，从而起到对内、

对外的疫情防护宣传作用。 

（3） 捐款捐物资彰显社会责任。 

一些供水企业除了通过做好本职工作助力疫情防护工作以外，还通过捐

款、减免保障防疫物资生产企业的水费、免费提供消毒液等方式，为需要的地

方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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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来袭，供水企业应急的锦囊妙计（下） 

来源：E20 供水圈层公众号 

文章要点：本文建议供水企业在做好应急防控工作的同时，加强智慧水务的智

慧化程度与应急预案出台的及时性和完备性，并对应急工作反映出来的其他方

面的问题进行查漏补缺。 

1. 增加还是减少？考验平时的基本功 

很多供水企业在疫情期间都争分夺秒地推出了应急预案和具体措施，但是

在这些措施中，有些做法引起了较为的热烈讨论。 

首先，是二次供水方面。有部分地区为减少入户作业，暂停了二次供水水

箱清洗工作，而有的地区则是加强了对于二次供水设备的监管与消毒工作。在

病毒肆虐的时候，如何平衡减少入户作业与保障二次供水基本卫生品质之间的

关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二次供水设施改造与接管的问题了。如果供

水企业接管了小区的二次供水设施，并配备了较好的监测设备，那么可以通过

在线监测的方式实时判断水箱是否需要进行消毒与清洗，从而在遇到突发情况

的时候（如此次的疫情），便可以在了解二供水质的基础上，适当减少入户作

业，做到防护与水质的双平衡。 

其次，是自来水消毒方面。部分地区在标准允许范围内，提高了消毒

剂投加量，进而提高出厂水的余氯。这一举措引起了不少争议。有专家认

为提高余氯强化了对管网末梢水的保障；用自来水清洗物品时，消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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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定提高；而且此举能给用户带来一定的心理安慰。另一方面，如果

末梢水中余氯含量过高，其气味会更加明显，容易引起居民感官上的不适；

如果平时出厂水、末梢水的余氯能够达到标准，足够安全，此时没有必要

提升余氯。 

为此，E20 供水圈层专门采访了几位水质专家。清华大学教授王占生表示，

水中加氯能够保证居民用水时有剩余的消毒剂，是安全的，没有必要多加；自

来水保证饮水安全，而不是用来消毒的。原北京市水务局局长程静，萧山环境

集团总工方卫国也都认为没有必要。 

其实，消毒与微生物浓度、消毒剂有效浓度和有效接触时间均有关。各

类消毒剂的浓度与杀灭特定病毒的相关性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单纯为防

控疫情提高余氯需要慎重。江南水务副总曾武建议，应因地制宜，过年期间

水量增加还是减少各地不尽相同，自来水在管网中的停留时间（即水龄）也

有变化，加氯量与这些因素相关性很大。应密切跟踪监测水质变化，再采取

合理措施。 

2. 回顾“非典时期”供水行业的经验 

公共卫生突发性事件，以及其他人为或自然灾害，对于供水企业来说都

是严峻的考验。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突然袭击，不禁让我们想到了它的“近

亲”——SARS，两者在传播路径和致病机理方面均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就 2003 年 SARS 爆发期间的经验来说，在疫情期间，城市整体的用水总

量并不会明显下降，部分地区反而还会有所提升。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自

2003 年 4 月中下旬以来，虽然宾馆、餐饮业、娱乐业、中小学校的用水量骤

减，但是全市的总供水量反而有了明显的增加，尤其是医院用水需求是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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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4 月 22 日-25 日的日供水量同比增长 12 万 m3 以上。这对供水企业的供水

能力与供水品质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在 2003 年应对 SARS 时，北京自来水主要围绕加强组织领导、保障员工

自身安全、保证自来水供应充足、严控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水质等方面开展具

体工作，如严控水厂进出人员、加强对员工的体温监测、确保水质达到标准、

对重要建设和维修工作快速响应等。从中可以看出，2003 年，供水企业更多

的是通过巩固和加强基础方面来保障供水安全。 

供水企业当前在应急处理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主要是由于城市供水

“一张网”的全面铺开、二次供水设施接管工作的稳步进行、智慧水务的良好

发展等，使得供水企业对故障的排查能力、对水质的监测能力、对水压水量的

保障能力、对城市整体供水的综合调度能力，对供水动态的掌握能力都有了明

显的提高。此外，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是，我们能够用更加现代的、高科

技的手段，去提升供水服务，在突发性事件面前，能更加人性化地为用户提供

一些服务方面的保障。 

3. 三级应急管理机制 

我国的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

事件共计四大类。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

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

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便属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且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已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指发生特别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省指挥部根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统一指挥，组织协调本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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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应急处置工作）。我们也有必要趁此了解一下，我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时的三级应急管理机制。 

4. 疫情期间，供水相关的应急管理体系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对突发事件的预防（制定应急预案）还是对

突发事件发生后采取的响应机制，都可大致分为三个层级（国家、地方、企事

业单位）。对供水而言，供水企业和有关部门需要遵循国家以及地方政府的指

示，完成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快速响应并落实具体措施。 

我国供水按照服务范围来说可分为两大类：城市和农村。按照供水流程来

说则可分为水源地、引水工程、水厂、管网、二次供水、用户龙头。对于供水

企业而言，其主要负责城市供水（很多地区也在推动城乡供水一体化）方面，

在疫情期间首要关注水厂、管网、已接管的二次供水等环节。水源地、引水工

程的安全防护工作主要由水利部门负责，并且对农村供水起到监督作用。 

另外，2016 年起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启动实施“国家供水应急救援能

力建设”项目，为提高城镇供水应急救援水平，在我国华北、华东、华中、华

南、东北、西南、西北、新疆 8 个区域，依托当地供水公司等单位，建立国家

供水应急救援中心；2019 年，31 个省级应急管理厅全面组建。虽然这些机构

平时的工作重点放在自然灾害类、安全生产类方面，但是对于此次疫情也能起

到一定的支持作用。 

5. 结语 

供水企业提供十分重要的产品（自来水），城市供水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

积累在突发事件来临的时候，会发挥其重大作用，从而成为彰显供水企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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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信力的好时机，也需要供水企业更加细致谨慎。另外，一些平时看似不

明显的问题，都会在灾难来临时暴露无疑，比如智慧水务的智慧化程度有待增

强、应急预案出台的及时性和完备性有待提高等问题。借助这次疫情，供水企

业也可以对自己的应急工作，以及由应急工作反映出来的其他方面的问题进行

查漏补缺。 

最后，疫情留给我们的不应该只有伤痛和恐慌，不要仅仅关注我们承受了

什么，更要试着思考我们学会了什么。疫情期间的供水经验总结是成就更高层

次供水应急预案的坚实基石，在通往高水平供水服务的道路中，供水服务促进

联盟将与行业标杆们携手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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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防疫中紫外消毒的正确使用 

来源：中国给水排水公众号 

作者：李梦凯，强志民 

文章要点：本文通过紫外消毒对绝大多数致病微生物[包括本次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均有广谱高效的杀灭作用，建议在本次疫情控制上获得重要应

用，并介绍紫外线杀灭致病微生物正确使用方法。 

1. 紫外消毒原理 

紫外线按波长范围分为 A 波段（315～400 nm）、B 波段（280～315 nm）、

C 波段（200～280 nm）和真空紫外线（100～200 nm），通常 C 波段紫外线用

于消毒。在受到 C 波段紫外线照射后，微生物内部核酸[核糖核酸（RNA）和

脱氧核糖核酸（DNA）]吸收紫外光子能量，导致其碱基对发生聚合并阻止蛋

白质合成，使得微生物不能繁殖，从而达到消毒的目的。 

紫外消毒是一种纯物理作用，与传统的氯、二氧化氯、臭氧、过氧乙酸等

化学消毒剂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①紫外消毒无残余消毒剂且不产生有毒副产物，避免对环境的二次污染和

对被消毒物体的氧化腐蚀。 

②紫外消毒设备安装维修简便，运行可靠且成本低。传统的氯、二氧化氯、

臭氧、过氧乙酸等化学消毒剂属于剧毒、易燃、易爆或强腐蚀性物质，其生产、

运输、储藏和使用有严格、特殊的安全要求。 

③紫外消毒广谱高效，对于绝大多数致病原生动物、细菌、病毒等均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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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杀灭，40 mJ/cm2 的辐射剂量（一般低压汞灯照射一米距离内、1 min 内可达

该剂量）即可杀灭 99.99%的致病微生物。 

但与其它技术一样，紫外消毒也有其缺点： 

①紫外线直线传播，穿透性较差，无法像化学消毒剂一样随空气或水流扩

散至复杂结构的各个部位，从而限制了紫外线的应用。 

②紫外消毒过程中，如果辐射剂量不足，一部分失活的微生物会发生复活

现象。因此，紫外消毒需要保证达到要求的辐射剂量。 

紫外消毒的广谱高效性意味着其对病毒也具有很好的杀灭效果。研究表

明，紫外线对甲肝、乙肝、脊髓灰质炎、轮状、冠状、杯状等病毒均具有很高

的杀灭效率，目前仅发现腺病毒（adenovirus）和传染性鱼胰脏坏死病毒

（infectious pancreatic necrosis）需要常规辐射剂量的 5 倍才能达到灭活效果。

本次流行的 2019-nCoV 与 SARS 和 MERS 病毒同属于冠状病毒。国家疾控中

心 SARS 研究团队的结果表明，紫外辐射可将 SARS 病毒的感染性完全消除。

美国爱荷华大学研究发现，紫外辐射 5 分钟可灭活空气中的 MERS 病毒达

99.999%以上。美国德克萨斯健康医学中心的研究表明，冠状病毒较其他病毒

具有更高的紫外敏感性（7～10 倍），而病毒气溶胶并不能对其内的病毒提供

保护，说明紫外线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病毒气溶胶的消毒手段。目前，《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也提出 2019-nCoV 病毒对紫外线

和热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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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确使用紫外线杀灭致病微生物 

2.1 消毒用紫外灯 

紫外消毒的核心是紫外灯，消毒常用的紫外灯包括低压汞灯、低压高强汞

灯（汞齐灯）、中压汞灯和低于 280 nm 的紫外发光二极管（UV-LED）。低压高

强汞灯和中压汞灯常用于饮用水、污水的消毒，而低压汞灯常用于空气消毒。

低压汞灯和低压高强汞灯分为有臭氧型和无臭氧型两种。有臭氧型可发射 254 

nm 和 185 nm 两种紫外线：254 nm（C 波段紫外线）可直接用于消毒；185 nm

紫外线可与空气中的氧气反应生成臭氧，虽然增加了臭氧消毒的额外效果，但

使用时需特别注意臭氧对人体的伤害和被消毒物品的氧化腐蚀。无臭氧型仅发

射 254 nm 紫外线，是常用的紫外消毒光源。此外，UV-LED 具有体积微小、

环保（无汞）、微生物灭活效率高等优势，随着其生产技术日益成熟，不久的

将来有望在各类空气、水紫外消毒设备，特别是家用产品中发挥重要作用。 

2.2 紫外消毒设备的安装和使用 

紫外线传播遵循光学原理，简单而言其辐射强度随着与光源距离的增加而

降低。城市饮用水厂和污水厂的紫外消毒设备，通常由专业公司进行安装和调

试。对于空气中消毒，其设备安装时应咨询专业人员，合理确定安装位置和消

毒时间，以保证待消毒空间内各个位置均能达到要求的消毒剂量；在缺乏专业

意见的情况下，需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进行，通常 30 min 辐照时间能达到一

个较为安全的微生物杀灭效果。 

紫外消毒的效果受到紫外灯寿命（通常低压汞灯为 8000 h，中压汞灯为 2 

000～4 000 h，需定期更换）、灯管表面污染（需定期清洗）和传播介质紫外线

透过率的影响。因此，紫外消毒设备建议配装紫外传感器，监测设备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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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消毒安全。 

2.3 紫外线在饮用水和污水消毒中的使用 

饮用水：历史上乃至当代多次传染病都是通过饮用水进行传播的。本次疫

情期间，饮用水的微生物安全性应引起高度重视。美国环保署（EPA）、欧盟及

我国国家标准基于不同致病微生物的灭活试验，均规定饮用水紫外消毒剂量为

40 mJ/cm2。我国目前在北京、上海、天津、济南等地约 20 多个城市饮用水厂

建有符合国标的紫外消毒设施，并与氯（或氯胺）联用形成多重消毒屏障。此

外，我国很多城市居民小区的二次供水中配装有紫外消毒设备，而多种家用净

水器中也包含紫外消毒模块，但这些安装于管网末端的紫外消毒设备并非由国

家统一管理，需注意辐射剂量的监测、灯管的定期更换（1～2 年）和石英套管

垢层的定期清洗（清洗频率视水质情况而定）。 

污水：2003 年的 SARS 疫情让我国城市污水厂消毒得到极大重视。随后

十多年内，我国超过半数的城市污水厂建成紫外消毒设施，用以杀灭出水中的

致病微生物，保障水环境安全和人体健康。在本次疫情期间，这些紫外消毒设

备的运行、维护和监管还需进一步加强，保证辐射剂量达到国标要求（20 

mJ/cm2）。此外，各医院及临时医院的医疗污水中可能含有大量传染性强的病

毒，在使用紫外消毒时需注意污水的紫外线穿透率和流量的周期性变化，采用

足够保守的消毒剂量。 

2.4 紫外线在空气消毒中的使用 

密闭空间消毒：目前已发现 2019-nCoV 的传播可能包括飞沫传播、接触

传播和气溶胶传播。其中病毒飞沫传播和病毒气溶胶传播使得密闭空间的消毒

至关重要，如室内（公共空间、家庭、病房等）、电梯、公共运输（飞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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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公交、地铁等）、私家车等。紫外消毒由于其安全、简便、可控、可靠等

优势成为密闭空间消毒的重要选择，使用时通常选用无臭氧型紫外灯，安装于

空气循环系统或直接在无人条件下辐射消毒。 

可能携带病原体的物品消毒：如衣物、器具、电梯按键、门把手等。

据央视新闻报道，2019-nCoV 在适宜环境下可存活 5 d。由于紫外线直线传

播，需注意紫外灯应照射到所有需要消毒物体的表面，并需注意操作人员

的防护。 

3. 紫外线的安全防护 

紫外线在杀灭致病微生物的同时，对人体眼睛和皮肤具有较大的伤害，国

内曾出现多起误开紫外消毒灯伤人的事件。因此在紫外消毒时，应避免紫外线

直接照射到人体（如在无人条件下使用、或佩戴紫外线防护镜并遮挡裸露皮

肤）。有臭氧型紫外灯需特别注意通风，避免生成的臭氧伤害人体。 

4. 小结与建议 

紫外消毒对绝大多数致病微生物[包括本次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均有

广谱高效的杀灭作用。与传统的化学消毒剂相比，紫外消毒具有无二次污染、操

作安全可靠、微生物灭活效率高等优点，可在本次疫情控制上获得重要应用。 

对于饮用水和污水的紫外消毒，建议目前通过降低单一模块流量、开启备

用模块等方式获得足够保守的消毒剂量，或增加其他消毒剂（如氯）的投加量，

形成多屏障消毒。 

对于空气中的紫外消毒，建议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使用。在家用且缺乏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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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意见的情况下：1）选用低压汞灯（波长 254 nm），A 和 B 波段紫外灯（用

于医疗康复、治疗皮肤病、黄疸等）无消毒效果；2）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

并考虑病毒在环境中因遮挡而不能被紫外线杀灭的问题，需让被消毒物品各表

面轮流暴露在紫外线下；3）通常采用 30 min 辐照时间；4）注意安全防护，

避免紫外线直接照射到眼睛和裸露皮肤，使用有臭氧型紫外灯时需注意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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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期，水厂生产运行可以这样做！ 

来源：给水排水公众号 

文章要点：为促进各项目有效应对疫情，加强疫情期间的生产调控及职业健康

防护，本文主要针对疫情期间的生产运行指导意见，供各项目参考。 

1. 取样及化验检测注意事项 

疫情期间，来水水质水量稳定的项目，进水指标可以在线监测设备自动检

测为主，出水指标采用人工检测，见图 1。 

人工取样化验时，应注意： 

（1） 取样前应正确佩戴防护用品，包括口罩、护目镜、工作服（有条件建

议医用防护服）、防水手套（或者医用橡胶手套）； 

（2） 预处理单元应该保持良好的通风和除臭，污水渠道和相关设备，保持

密闭，防止臭气和病菌散发至有限空间； 

（3） 取样时应避免身体部位与污水直接接触； 

（4） 检测期间，应打开通风系统，且禁止未采取防护措施人员进入； 

（5） 检测完成后，要对取样器材、化验室进行消毒； 

如果条件允许，可采用蠕动泵取样，参考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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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取样及化验检测设备 

2. 消毒注意事项 

建议采用氯消毒剂（次钠、液氯）对出水进行消毒，建议投加浓度为 3～

5 mg/L 有效氯，保持出水余氯在 0.1～0.2 mg/L 即可。 

对于采用紫外线消毒的项目，建议增加临时管道投加氯消毒剂，投加浓度

1～2 mg/L 有效氯。 

3. 加强生化系统监控 

进水中如存在过量余氯，将会降低或抑制活性污泥的活性，影响生物处理

单元的正常运行，故需对活性污泥形状进行密切观察。 

（1） 对于规模较大、医院污水占比较小的项目，可监测活性污泥比耗氧速

率（SOUR）、污泥沉降性、混合液过滤性，相关判断指标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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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水量较少、医院污水占比较高的项目，应对进水余氯进行监测

（可采用余氯仪或余氯试纸），余氯较高时可采取回流部分剩余污泥、严重时投

加还原剂的措施降低进入生化系统余氯。 

（3） 污泥活性降低时，需减少剩余污泥排放量，提高污泥浓度，适当增大

曝气量，必要时补充新鲜污泥，确保污水处理效果。 

（4） 疫情期间，应密切观察进水、出水水质水量变化，提前预判并及时调

整工艺参数，确保系统稳定。 

4. 水质异常对策 

当前北方正处冬季，进水温度较低，污泥活性较低，易出现 TN、氨氮、

TP 超标问题，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处理。 

4.1 氨氮超标 

表 1  氨氮超标具体解决方法 

序号 问题 具体方法 

1 进水超标 

1）若进水氨氮超设计值，应汇报甲方，排查上游排污企业。是

否工厂偷排，导致废水超标排放、产生了高浓度氨氮。 

2）若发现出水氨氮接近排放标准上限时，应加大进水及生化单

元出水氨氮的检测频次，并应加强现场巡视，尤其是当污水收集

系统中含有大量工业废水时，需加强夜间对提升泵房的巡视。 

2 
生化池溶氧

不足 

直观判断：看好氧末端 DO，一般 DO 不低于 1 mg/L，如果好氧

池末端 DO 小于 1，则说明气量不足。需根据进水水质（COD、

NH4-N）核算所需供气量，适当提升 DO，改善硝化效果。 

3 

污泥量不

足，污泥浓

负荷高 

根据进水 NH4-N 核算氨氮负荷（硝化速率），减少排泥或者补

充新鲜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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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问题 具体方法 

4 
水温低，硝

化速率低 

水温低于 15℃尤其 12℃，硝化速率锐减为常温的速率的 40%。

冬季时，应适当增加污泥浓度，降低有机物负荷，确保满足相应

水温下的氨氮负荷。 

5 污泥活性差 
若出现污泥解体或污泥膨胀现象，应采取调整 DO、投加絮凝剂、

补充碳源或者更新污泥等措施 

6 碱度不足 

关注 PH 情况，尽量保证系统处于弱碱性环境，PH＞6.5，出水

剩余碱度＞70 mg/L（以碳酸钙计），必要时向系统中投加适量的

Na2C03以补充硝化所需的碱度。在 PH 为 8～9 的范围内，其生

物活性最强，当 PH＜6.0 或＞9.6 时，硝化菌的生物活性将受到

抑制并趋于停止。因此，应尽量控制生物硝化系统的混合液 PH

大于 7.0. 

7 

排泥量过

多，导致 

SRT 短 

污泥停留时间 SRT 应保持在 15 d 以上，防止硝化世代长的硝化

菌被淘汰。 

4.2 TN 超标 

表 2  TN 超标具体解决方法 

序号 问题 具体方法 

1 进水超标 

1）若进水氨氮超设计值，应汇报甲方，排查上游排污企业。是

否工厂偷排，导致废水超标排放、产生了高浓度氨氮。 

2）若发现出水氨氮接近排放标准上限时，应加大进水及生化单

元出水氨氮的检测频次，并应加强现场巡视。 

2 
进水 C/N

比不足 
C/N 比：COD/（进水 TN-出水设计 TN）＜5，应考虑投加碳源。 

3 
进水 C/N

充足 

看缺氧池是否满足缺氧状态（DO＜0.2 mg/L，ORP＜100 mv），

若不满足，则应降低回流比。原则上氨氮达标条件下，好氧池溶

氧末端 DO 越低越好（MBR 工艺）。 

4 回流比小 若实际进水水质与设计水质相符，参考设计回流比。建议根据 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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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问题 具体方法 

去除率，计算回流比，看是否回流不足。e=r/（1+r），e：TN 去

除率，r—回流比。 

5 污泥活性差 

应随时观察污泥性状，是否老化、膨胀，失活，发黑。若有，应

增加排泥，接种新鲜活性污泥。水温低，应增加污泥浓度，降低

污泥负荷，确保满足相应水温下的硝态氮负荷。 

6 
污泥浓度低

负荷高 
减水排泥，增加污泥量。确保满足相应水温下的硝态氮负荷。 

4.3 TP 超标 

表 3  TP 超标具体解决方法 

序号 问题 具体方法 

1 进水超标 

1）若进水 TP 超设计值，应汇报业主，排查上游排污企业。是否

工厂偷排，导致废水超标排放、产生了高浓度总磷。 

2）进水 TP 超标严重时，可在预处理段水利混合较好处增加除磷

药剂投加，降低进入生化系统的 TP 浓度。 

2 
强化生物 

除磷 
排泥不及时，及时排泥，且保证排泥量。 

3 
强化化学 

除磷 

取好氧池末端混合液，试验补充投加除磷药剂的浓度，并按照生

化池总池容投入。 

优化除磷药剂投加点，至于好氧池中前段。 

5. 膜污染解决措施 

药剂采购充足的项目，需严格按照每周 500～1 000 mg/L 次钠进行规范洗

膜，维持适当的污泥浓度（6～10 g/L）及良好的过滤性（25 mL/50 mL·5 min），

并保证足够强度和均匀的曝气是保持膜系统可持续的基本条件。 

对于因疫情导致次氯酸钠供应量不足的项目，为延缓膜污染，可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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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当提高曝气强度（曝气量）； 

（2） 除 7～10 d 次氯酸钠洗膜外，考虑 2～3 d 清水反冲洗一次（即在线

洗膜不加药）。 

（3） 跨膜压差＞25 kPa，要引起注意（干预），防止膜污染过快造成产水

量不足。 

（4） 若产水水量满足要求，建议每个廊道每天进行 1～2 h 的空曝气。 

在受水质冲击，污泥过滤性变差时，可适当投加药剂进行调控，主要是 PAC

或多核类絮凝剂，投加量在 20～50 mg/L。 

6. 人员安全防护要点 

6.1 常规人员防护措施 

工作期间始终佩戴好防护用品，勤洗手，注意个人卫生，出行要戴口

罩，不要近距离接触有咳嗽、发烧等症状的病人； 

由生产区到办公区，必须先要洗手、消毒后，才能进入办公区，避免

携带病菌，病毒到办公区； 

格栅、砂水分离器、脱水机等易发生污水飞溅的设备，必须佩带口罩、

防水手套、护目镜和安全帽； 

增大除臭风机功率，形成负压； 

办公区域应每天通风至少 3 次，每次 20～30 min，在办公区，避免人

员聚集，沟通时，保持距离，佩戴口罩，不身体接触，不握手； 

地下区域或各工艺设备间内应 24 h 开启强制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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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对门厅、楼道、会议室、楼梯、卫生间等公共部位进行消毒，尽

量使用喷雾消毒。每个区域使用的保洁用具要分开，避免混用； 

餐厅每日消毒，餐桌椅使用后进行消毒。餐具用品须高温消毒。操作

间保持清洁干燥，严禁生食和熟食用品混用，避免肉类生食。 

工作结束后，应全面清洗后离厂，不要把污水厂内的病源性微生物带

出厂外，阻断扩散途径，避免生物伤害的大范围传播。 

会议注意事项，疫情期间，除特殊情况外，只采用视频会议。若必须

采用座谈会议，与会人员要佩戴口罩，进入会议室前洗手消毒，人与

人之间保持 1 米以上距离。控制会议时间，会议时间过长时，开窗通

风 1 次。会议结束后场地、家具须进行消毒。茶具用品建议开水浸泡

消毒。 

6.2 一线操作者及检测人员 

除上述常规防护措施外，一线操作者及检测人员还应当做到以下四点。 

进入工作场所，需要穿戴防护用品，如一次性手套、口罩、防护镜、

安全帽、一次性脚套等，尽量做到有效的与污水 0 接触，有条件的工

作场所，还可以穿戴防护面罩、防护服等。 

离开工作场所，需要将一次性手套、脚套等反面折叠，将外侧与污水

或污泥直接接触的部分包在内部，定点集中处理。 

离开与污水直接接触工作场所前，需要使用肥皂、香皂、洗手液等清

洁用品，采用流动水冲洗不少于 20 s。 

然后在离开工作场所前，再次采用上述方法洗手，并摘除口罩、防护

镜等集中消毒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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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疫情对排水及污水处理系统影响及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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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和水环境风

险防范的若干建议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 

转载：中国给水排水公众号 

文章要点：针对公众和业界对城镇污水与水环境系统中新型冠状病毒传输与暴

露风险的疑虑和担忧，以及如何加强防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专项办特邀有

关专家进行研讨，并提出若干应对措施和防范建议，供公众了解相关情况，为

城镇水务相关专业人员提供参考和借鉴。 

1. 准确把控城镇污水与水环境系统新型冠状病毒暴露风险防范的

关键环节 

新型冠状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为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而城镇污水

的收集、输送与处理过程，相对封闭与独立，公众不直接接触污水、污泥；并

且在疫情期间公众防控意识显著增强，社区和公共区域加强了消毒措施，在居

住区、公共建筑以及市政公用排水系统符合设计与运维标准，再生水利用管理

规范的情况下，通过城镇污水与水环境系统发生公众新型冠状病毒暴露与感染

的可能性很小。而城镇污水与水环境系统的运行操作过程中，从业人员存在直

接接触、飞沫及气溶胶吸入等途径的暴露风险。因此，疫情期间，有必要全面

提升安全防护级别，重点加强市政管网、污泥处理间、输送泵站、污水处理厂

进水泵房、格栅间、曝气沉砂池、脱水机房等风险点的防控和运行操作人员的

暴露风险防范。 



政策解读 

- 246 - 

 

2. 我国现行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与再生水水质标准，满足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的卫生学风险控制要求 

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 规定了卫生学指

标要求，即代表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控制程度的粪大肠菌群指标值。其中，

一级 A 标准为再生水的基本水质要求，指标值 1 000 个/L，适合排入国家和省

确定的重点流域及湖泊、水库等封闭、半封闭水域；一级标准 B 标准，指标值

10 000 个/L，适合排入 GB 3838 地表水 III 类功能水域（划定的饮用水源保护

区和游泳区除外）、GB 3097 海水二类功能水域。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按照该

标准要求，均设置了相应的出水消毒及药剂储备设施。实际运行中，通过浊度

或悬浮固体浓度的控制，消毒剂量的调整，该指标的平均值会远低于排放标准

限值，在污水生物处理及深度处理工段，目前普遍采用的较长泥龄的活性污泥

本身具有多个数量级（log 数）的病原体消除（灭活）效果，能够满足病毒等

病原微生物的灭活程度控制要求。另外，新型冠状病毒属于有包膜病毒，在污

水系统中的存活能力低于无包膜的肠道病毒，且更易于消毒灭活。因此，经过

消毒处理达标的出水排入接纳水体，出水的卫生学风险控制能得到保障，不会

增加水体环境中的病毒暴露风险。 

在再生水利用方面，《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

2019 规定的粪大肠菌群限值为 1 000 个/L，其中水景类为 3 个/L。该标准还对

与消毒效果密切相关的浊度和色度指标有严格要求。《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

杂用水水质》GB/T 18920-2002 中规定的总大肠菌群为 3 个/L。再生水净化处

理工程中，通常还有多重的消毒技术保障，如加氯、紫外、臭氧等措施的联用。

因此，确保再生处理与消毒工艺正常运行，能保障再生水利用的卫生学风险控

制。但从更高的安全防范要求以及公众心理接受角度考虑，对于再生水用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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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河道用水的，应当设置警示牌；在疫情严重地区，建议暂停可能与人群密切

接触的再生水利用方式，并制定严格的再生水误饮、误用和错接的防范措施。 

3. 水专项城镇水污染控制与水环境综合整治技术成果可全面支撑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的污水处理需要 

水专项“城镇水污染控制与水环境综合整治”主题，重点围绕国家水污染

防治重大战略的科技需求，通过持续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和应用示范，在城镇排

水管网优化与改造、城镇污水高标准处理与利用、城镇污泥安全处理与处置、

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城镇降雨径流污染控制、海绵城市建设与管理、城镇水体

修复与生态恢复等方面形成了一批成套技术和可行工程方案，在长江流域、京

津冀、粤港澳等重点区域开展了示范应用，已在全国推广应用于 1 000 余座工

程，运行效果完全满足国家及更严格的地方相关标准要求。疫情期间，水专项

提供的成套技术方法、工程技术方案和示范应用工程，可为城镇污水处理和水

环境治理提供重要的技术保障。 

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加强城镇污水与水环境系统病毒

暴露风险防范工作的注意事项与对策措施 

4.1 高度重视城镇污水处理系统安全运行保障和从业人员病毒暴露风险防控 

疫情期间，相关部门应加强和完善信息沟通机制，确保信息公开，保证城

镇污水收集与处理企业能够及时准确获取定点救治点、集中隔离区、医疗废水

处理等相关信息。要加强药剂、器材器具等生产物资的保供，开辟设备维修、

供货、现场维修的绿色通道，保持污水处理生产运营物资、药剂、污泥运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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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并纳入非常时期重要物资运输保障管理体系，确保污水收集管网和处理设

施正常运行。要高度重视城镇污水与水环境系统从业人员的病毒暴露风险防范

工作，将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防护物质纳入重要防疫物资的供应保障体系。 

4.2 切实做好运行管理风险点和操作人员的病毒暴露风险防范工作 

要重点加强市政管网维护、城镇污水处理和水环境设施运行管理过程中从

业人员的病毒暴露风险防控。办公区要加强自然通风，相对密闭的工作空间要

加强人工强制通风，所有废弃物要喷洒消毒剂后妥善处理处置。运行管理和操

作人员有可能接触到污水、污泥的生产区域（场所），加强卫生清扫的同时，

还要对作业区、垃圾暂存区及周围环境进行喷洒消毒。运行管理人员应始终佩

戴口罩和手套等防护用品，做到勤洗手、勤消毒、少触摸。市政管网维护人员

非特殊情况避免下井作业，必须井下作业时，须穿戴全身式防护服、佩戴隔绝

式呼吸防护用品、乳胶手套等；井上养护、设施检测、泵站与污泥车间的作业，

须佩戴防护口罩、乳胶手套、护目镜等。巡查人员应佩戴防护口罩，涉及开井

盖的还应佩戴护目镜和乳胶手套等。污水处理运行操作人员尽量做到不与污

水、污泥、栅渣、沙砾直接接触，在进水泵房、预处理工段、污泥脱水工段，

以及采样、操作与巡检过程中，须全程佩带口罩、防水手套、护目镜和安全帽

等防护用品，有条件的穿戴防护面罩、防护服。各类作业完成后，运行操作人

员应及时清洗和消毒。 

4.3 务必强化城镇市政管网污水冒溢的防控与排除 

疫情期间，必须确保市政管网系统管道畅通，特别是居住小区、定点救治

点、集中隔离区和医疗机构周边的管道要保持通畅做到不冒溢。市政管网管理

单位和医院、小区等物业公司要全力做好管网、泵站等排水设施的日常运行，

加强排水设施和排河口巡查，及时发现和排除污水冒溢或直排入河，及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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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设施应急抢险，高效处置好热线及巡查发现的排水事件。采取有效措施，

加大执法力度，杜绝污水和垃圾废弃物等倾倒、排入雨水口中，对从管道养护

排出的清理物及泥渣要密闭运输并做到妥善处理处置；教育公众及相关从业人

员切勿将垃圾废弃物（尤其是使用过的口罩、卫生巾、面巾纸等）扔入马桶或

扫入下水道。城市污水（排水）管理部门要加强市政管网系统的运行调度，严

格控制污水管道运行水位，尽量保持低水位运行，降低冒溢风险。同时，要充

分发挥现有合流制溢流污染控制和地表雨水径流控制设施的效能，建有合流制

溢流快速净化处理设施的，加强调控，强化对渣砂和悬浮物的去除、消毒及处

置；加强合流溢流口的管控，设立警示标识，避免公众直接接触；适当降低河

湖水位，疫情期间不建议进行雨水收集利用。 

4.4 提倡采用自动采样在线检测，视频监控替代人工巡检 

城镇污水处理厂的进水泵房及预处理工段是最有可能造成病毒等病原体

暴露并引发操作人员感染的潜在风险点。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 2018 年发布的

《污水收集和处理系统中高致病病原体的暴露接触途径》报告，进水泵房和预

处理工段气溶胶中病毒及细菌浓度最高，与深度处理工段相差约 3 个数量级。

针对暴露风险，部分发达国家对污水处理厂运行操作人员提出了严格的卫生学

安全防范要求及日常防控措施。因此，疫情期间，必须加强防范，减少污水原

水的人工采样检测、预处理工段的现场巡检，尽可能采用自动采样器、在线检

测和视频监控巡检，操作人员尽量不在相对密闭的空间内停留，排出的栅渣和

沙砾要及时喷洒消毒剂。确需人工采样及巡检的，操作人员应采取严格防护措

施，确保万无一失。上述措施同样适用于合流制溢流调蓄池和一体化污水处理

设施。 

4.5 保障处理系统正常运行，避免过度投加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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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污水处理厂应严格执行国家、行业相关规程和标准，结合现场实际情

况，做好运行管理工作。加强消毒工艺前序工艺单元的管理控制，确保消毒工

艺发挥效能，有效控制出水或再生水的卫生学风险。为避免过度消毒造成对水

环境生态的不利影响，非极特殊情况，不必要过量投加消毒药剂。在疫情严重

地域，条件允许时，执行一级 B 标准的污水处理厂，可考虑适当提高消毒剂

量，尽量达到一级 A 标准限值的消毒程度。要关注疫情防控期间因大量使用

强氧化性消毒剂加剧进水碳源不足的问题，加强出水 TN、TP 指标的监控，必

要时投加外部碳源或相应提高药剂投加量，保障生物处理系统的脱氮除磷能

力。 

4.6 优化调整工艺运行模式与参数，确保污泥妥善处理处置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是相对薄弱的环节，疫情期间的污泥妥善处

理处置尤为重要。初沉污泥直接来自污水的沉淀过程，其病原体浓度相对较高，

疫情期间，初沉池宜超越方式运行。可适度提高生物池活性污泥浓度，延长实

际运行泥龄，以进一步提高病毒等病原体的去除率。对运行维护和巡检人员要

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并加强污泥脱水间的通风与消毒。脱水污泥要日产日清，

确保妥善处理，有条件的污水处理厂尽量采用热干化或者石灰碱法稳定化等方

式进一步处理。污泥的存储及运输过程应密闭，必要时适当喷洒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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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兴灿：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城镇污水处理 

和水环境风险防控 

来源：给水排水公众号 

作者：郑兴灿 

文章要点：2020 年 2 月 14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编写

并发布《水专项技术成果专报第 3 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和

水环境风险防范的若干建议》由中国建设科技集团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

总院有限公司郑兴灿总工程师作为主笔人，与业内数位专家共同起草，可为疫

情期间城镇水务企业相关专业人员提供参考。为进一步深入解读《建议》相关

内容，国内水行业权威期刊《给水排水》《中国给水排水》杂志对郑兴灿总工

进行了联合采访，访谈实录如下。 

1.《建议》编制的背景和主要考虑 

早在春节期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就已经开始考虑

编制一期专报，探讨疫情期间城镇污水和水环境系统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及防范

工作要点。疫情初期，官方报道已经明确了新型冠状病毒属于呼吸道传播病毒，

感染的靶细胞位于肺部，主要传播途径为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但对于

引发公众和业界所担忧的，国外期刊和国内新闻关于气溶胶和“粪-口”传播

途径的报道，一直未得到官方确认。因此，在起草过程中编制专家组对于如何

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未能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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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 13 日，国内若干权威研究团队明确宣布，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患者的粪便样本中分离出活的新型冠状病毒，这提示了新型冠状病毒可能

存在从马桶到市政管网、再到污水处理厂、最终进入城镇水环境的潜在传输

与暴露路径。为此，住建部水专项办聚焦关键环节，扩大编制组成员，广泛

吸纳一线人员意见，经充分讨论与修改，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形成《建议》

文稿。 

在《建议》文稿形成过程中，编制专家组达成的基本共识和主要考虑为：

在城镇污水与水环境系统中，不能完全排除发生“粪-口”“粪-呼吸”（气溶

胶）传播的可能性，考虑到从业人员在运行管理和操作过程中还是存在直接

接触、飞沫与气溶胶吸入的可能性，非常有必要采取严格的防范与保护措施；

但对于公众来说，通过正常的运行维护保障，暴露风险还是挺低的，没有必

要恐慌。 

2. 对于公众，城镇污水与水环境可能导致的暴露风险 

考虑到城镇污水与水环境系统中新型冠状病毒“粪-口”“粪-呼吸”传播的

可能性不能排除，在公众风险的防控方面，物业公司要注意检查居住区和公共

建筑的室内排水系统是否符合现行的设计与运维标准；居民家庭和公共卫生间

应加强自然通风，并检查地漏的水封保护，避免通过下水道传播；要高度重视

家庭和个人的卫生清洁与防护，做到少触摸，勤洗手。 

其次是，按《建议》中所述，在疫情期间，一定要确保市政管网系统的管

道畅通，特别是居住小区、定点救治点、集中隔离区和医疗机构周边的管道要

保持通畅做到不冒溢，一旦冒溢，要及时发现、及时排除。另外，非常重要的

一点是，切勿将垃圾废弃物（尤其是使用过的口罩、卫生巾、面巾纸等）扔入

马桶或扫入下水道中，但产品质量合格的卫生纸是可以进入马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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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疫情期间，公众尽量不要到有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排入的河道湖

库（包括湿地公园）及沿岸休闲娱乐，不要在降雨期间及雨后前往城市河湖

周边休闲娱乐，尤其那些可能导致全身密切接触的活动类型；运行管理机构

也要加强降雨期间的合流制溢流口管控，适当设立隔离区间，避免公众的直

接接触。 

3. 对于运行操作人员，城镇污水与水环境可能导致的暴露风险 

对于城镇污水与水环境系统的运行管理与操作人员而言，直接接触污水、

污泥和水体环境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无法完全避免直接接触、飞沫及气溶胶

吸入的暴露风险，为此，《建议》中特别强调，疫情期间，要全面提升运行管

理与操作人员的安全防护级别，要重点关注市政管网、污泥处理间、输送泵站、

污水处理厂进水泵房、格栅间、曝气沉砂池、脱水机房等风险点。 

除了常规的注意事项和防护措施，在疫情期间，如无特殊情况需要，市政

管网维护人员还应该避免下井作业，污水处理厂运行操作与管理人员还应该减

少污水原水的人工采样检测、预处理工段及污泥工段的现场巡检，如果确需开

展这类作业，那就必须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确保万无一失。 

为此，《建议》中给出了若干对策措施建议。例如，井下作业须穿戴全身

式防护服、佩戴隔绝式呼吸防护用品、乳胶手套；井上养护、设施检测、泵站

与污泥车间的作业，须佩戴防护口罩、乳胶手套、护目镜、安全帽；各类作业

完成后，运行操作人员应及时清洗和消毒；要加强办公区自然通风，密闭工作

空间强制通风，废弃物要喷洒消毒剂并妥善处理处置，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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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疫情期间运行操作人员作业时注意事项 

4. 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工艺对病毒的去除效果 

由于病毒（检测）实验室的设立和日常活动有非常严格的生物安全性管控

措施要求，再加上城镇污水处理厂进水和污泥中的实际病毒浓度通常很低，现

行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和再生水水质标准中没有设置病毒指标，而是采

用国际上比较通用的卫生学指标进行风险控制，例如，粪大肠菌群数值。因此，

城市排水和环境监测部门通常不具备病毒检测能力，多数情况下也无法对污水

处理工艺全过程的病毒去除效果进行监测和评价。 

各种标准中规定的粪大肠菌群指标限值，主要是基于过去几十年的相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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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尤其是肠道病原微生物的研究结果。污水处理过程中肠道病毒的去除研究

结果表明，长泥龄的活性污泥系统中病原微生物会有 2～3 个数量级的去除。

城镇污水处理厂通过生物处理和深度处理工艺单元的管理控制，在浊度或悬浮

物指标得到很好控制的情况下，消毒工艺技术单元，特别是紫外、加氯、臭氧

技术联用的情况下，是可以确保达到很好的病原微生物灭活效果的，除非极特

殊的情况，不必过度加大消毒剂量。 

另外，城镇污水处理系统中的常见病毒为无包膜的肠道病毒，而新型冠状

病毒属于呼吸道病毒且有包膜，这类有包膜的冠状病毒，在污水处理系统中的

存活能力要明显低于无包膜的肠道病毒，再加上在污水处理系统中的浓度远远

低于呼吸道飞沫及排出物，更易于消毒灭活。经过消毒处理达标的出水或再生

水，排入接纳水体或补水水体，不会增加水体环境的病毒暴露风险。 

5. 疫情期间，污水处理厂如何做好日常运行 

疫情期间，要严格按照国家及地方排放标准的要求，依据《城镇污水处理

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60-2011）、《城镇再生水厂运行、维护及安

全技术规程》（CJJ252-2016）等技术规程，切实做好污水处理和再生水设施的

日常运行管理，保障污水处理厂处理出水的稳定达标、再生水符合规定用途的

水质标准。 

在污水源头（尤其医疗机构、公共区域）不存在盲目性过度投加消毒剂的

情况下，通常不需要特别关注潜在残余消毒剂对污水生物处理系统活性污泥活

性的影响，这是因为消毒剂都是氧化剂，排入污水管网中会与污水中的还原性

有机物和无机物反应而消耗掉。但要关注因污水源头投加大量消毒剂可能导致

的消毒副产物增加、形成溶解性难生物降解有机物，影响出水 COD 稳定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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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接纳水体生态安全性的问题。 

另外，应加强污水处理工艺过程的全流程控制，特别是影响过水能力的

工艺单元和管线，处理构筑物之间的衔接与超越，避免因调控不当影响污水

处理厂效能。某些地域还要关注因污水源头大量使用强氧化性消毒剂加剧污

水处理厂进水碳源不足的问题，为切实保障生物系统脱氮除磷能力，应加强

出水 TN、TP 指标的监控，必要时投加外部碳源或相应提高（碳源）药剂投

加量。 

6. 相关研究 

SARS 冠状病毒疫情 17 年之后，再次暴发 COVID-1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痛定思痛，此次疫情过后，

必将推动我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深刻反思和相应变革，城镇污水与水环境系统如

何进一步加强预防与应对也必在其中。新冠肺炎的主要传播途径为呼吸道飞沫

传播和接触传播，从当前情况看，城镇污水与水环境系统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

但“粪-口” “粪-呼吸”传播的可能性还有待研究与确认。 

到目前为止，对于城镇污水与水环境系统中可能存在的病毒种类以及不同

病毒的存活特性、过程去除（灭活）效果、潜在传输传播途径等方面情况，在

时间和地域维度上均缺乏系统全面的调查与研究，尤其多专业协同研究。不同

消毒技术及其联用对不同类型病原体的灭活效果及剂量关系也有待进一步开

展量化研究。疫情期间消毒剂大量使用，对后续再生水利用、污泥处理产物土

地利用和受纳水体环境的潜在生态影响也有待深入研究。 

另外，由于病毒能够在不同类型宿主间转移遗传物质并具有较强进化

（变异）能力，加上气候和生态环境重大变化可能带来远古病毒的复活或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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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以及高级别生物实验室因超大自然灾害等因素发生高危病毒泄露，未来

发生国际性重大疫情输入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尤其“粪-口”“粪-呼吸”为主

要传播途径的新型病毒万一出现，城镇污水与水环境系统必将面临巨大的风

险与压力。 

因此，非常有必要未雨绸缪，以安全、高效、低碳、生态、智慧的发展理

念，研究开发新一代智能化的城镇污水与水环境设施建设及运行维护技术，全

面加强城镇污水与水环境系统应对未来可能事件的预防能力与技术储备，做好

相应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智能化的软件措施准备，确保城镇污水与水环境系

统的安全，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和生命健康提供更好、更强的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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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建国：对做好近期排水管道养护工作的建议 

来源：中国水网 

作者：唐建国 

文章要点：疫情期间，生态环境部等有关部门也对医院污水处理、污水处理厂

消毒等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各地结合各自实际采取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唐建

国专家就目前排水管道运维管理发表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成为打赢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狙击战的坚实基础，有效保证了排水系统的正常运行。 

1. 加强宣传教育和维护管理，确保污水管道畅通 

首先，我想从一张常州市排水管理处作为他们“排水管道运维管理标准”

的图片说起，如图 1 所示。污水井水流畅，就意味着污水不会冒溢。污水不冒

溢是污水管道运维管理的最基本要求，在当今特殊时期更要确保污水管不冒

溢。特别是做到居住小区污水管、医院污水管不冒溢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对稳

定响应政府号召居家居民的人心更有特别的意义。除了物业、排水管道运维单

位要加强巡视、检查和维护外，要加强宣传教育，号召居民从自身做起，切勿

把口罩、卫生巾、塑料袋等易导致排水道堵塞的物品扔到马桶内。污水管畅通

了，污水就可以有效输送到污水处理厂处理。从自身做起，确保污水管道畅通，

就是直接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做贡献。政府有关部门也更要工作前移，主动关

心居住小区、医院和企事业单位，及时实帮助排水户解决排水的实际问题。坚

决杜绝在这一特殊时期，排水户内部及市政道路发生污水冒溢。 

http://www.h2o-china.com/news/field?fid=83
http://www.h2o-china.com/news/search?stype=title&schv=%E6%B1%A1%E6%B0%B4%E5%A4%84%E7%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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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确保污水井水流畅 

2. 加强对雨水收集口监督管理，杜绝污水向雨水收集口倾倒 

杜绝污水直排作为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的重要措施，各地结合污水处理提质

增效工作已经做了大量和切实有效的工作。但是这一工作仍然需要强化，一定

要把消除污水管网空白区、消除污水混接雨水管道、消除污水直排作为实现“污

水管网全覆盖、污水全收集、全处理”目标的重要工作常抓不懈。这里需要重

点强调的是，各地一定要加强监督管理，严厉打击向雨水收集口排放、倾倒污

水的行为，如图 2 所示。向雨水收集口排放和倾倒的餐饮污水、洗车污水、垃

圾桶污水等等都会直接排放到水体，或者（因旱天排水口关闭）存在管道里，

在雨天还是排放的水体里。向雨水收集口排放、倾倒污水就是污水直排，就是

违法，就该严打。借坚决打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狙击战，把向雨水收集口排放、

倾倒污水的恶习管住和摒弃，除符合目前形势要求外，对提升水环境治理成效

也有重要意义。这里也顺便提一下，排水管道维护部门要与环境维护部门，做

好协调，进一步加强雨水收集口垃圾的清捞。 

http://www.h2o-china.com/news/field?fid=72
http://www.h2o-china.com/news/field?fid=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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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向雨水收集口倾倒污水属违法 

3. 加强雨水管道清通养护，减少雨天污染 

再看一张常州排水处作为“雨水管道养护标准的照片”——雨水井晴天静

止无水流，见图 3。旱天、晴天雨水管当然就应该没有水流，但是它同时显示

的是雨水井是干净的，没有污泥的。与“污水水流畅”要求不同的是，污水管

中的污泥是不清出来的，是与污水一起送到污水处理厂处理的，这就是“通”；

相反雨水管道内的污泥（合流管道必要时），在旱天、晴天是要及时清出来的，

这就是“清”。雨水管道中的污泥不清出来，雨天就进到水体里。这些污泥不

但包括降雨过程中的径流污染，还包括混接污水和从雨水口倾倒的污水中的污

染物。非常时期，更要加强雨水管道养护，及时将雨水管道的污泥清出来，减

少对水体的污染。 

 

图 3  雨水井晴天静止无水流 

http://www.h2o-china.com/news/field?fi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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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第一，在目前这一特殊时期，从对养护人员保护出

发，应尽可能采用机械化方式养护，减少人工方式养护。第二，我国很多城

市，特别是南方能够做到图片中“雨水井晴天静止无水流”的城市不多，很

多城市雨水管在不下雨的旱天、晴天都是满管流，这直接影响着雨水管道中

污泥有效清出；对此，各地排水管理部门要想办法，结合实际，在旱天、晴

天尽可能将雨水管道中的积水抽排到污水管道中去。抽排一段，及时养护一

段。第三，清出的管道污泥要及时喷洒消毒剂，进行消毒后，进行处理和妥

善处置。 

4. 加强养护人员培训和教育，确保养护人员自身安全 

在疫情目前，我们排水设施运行维护人员没有退却，坚守岗位，可敬可佩。

相关单位一定要竭尽全力给他们提供必要的防护用品，加强对他们正确使用防

护用品的培训和教育，确保他们自身的安全。他们不被病毒感染，自身安全了，

城市排水设施才能够正常运行，我们大家的安全才有保证。 

2019 年 8 月 16 日，在由 E20 环境平台主办的 2019（第十一届）上海水

业热点论坛上，唐建国出席并做主题演讲。他指出，城镇排水系统的提质增效，

重点聚焦雨水排水口出流污染的辨析和治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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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杨：严防死守，管控好每一处潜在传染源——关于提升

污水消毒标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的建议 

来源：中国给水排水公众号 

作者：熊杨 

文章要点：鉴于新冠患者粪便检出病毒，以及 2003 年“非典”时期发生在香

港淘大花园的下水道病毒传播教训，本文结合国内城市排水系统、污水处理、

再生水回用现实情况，针对新型冠状病毒可能的传染新路径提出切实有效的防

范措施。 

近日，相关部门先后报道“美国首例新冠患者粪便检出病毒，提示新潜在

感染路经。”及“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发现：在某些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的粪便中检测出 2019-nCoV 核酸阳性，很可能提示粪便

中有活性病毒存在”。这些信息对防控新冠病毒发出了警示。 

虽然目前国内针对包括医疗废水处理、城市污水处理、再生水处理均有相

应的消毒标准，但城市污水处理设施设计、建设所依据的《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中消毒标准均低于《医疗机构污水排放标

准》，由于现行国家标准污水处理及再生水回用水质监测指标中尚无针对病毒

的检测指标，而市政污水厂出水（包括再生水）消毒剂量、接触消毒时间均低

于 2003 年北京小汤山 SARS 定点医院污水处理消毒标准，可见，现有条件难

以有效应对新冠病毒传染路径改变可能带来的影响，必须采取更全面更严格的

应对措施。 

鉴于上述信息和分析，以及 2003 年“非典”时期发生在香港淘大花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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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病毒传播教训，结合国内城市排水系统、污水处理、再生水回用现实情

况，建议各级政府“未雨绸缪”，针对新型冠状病毒可能的传染新路径制定紧

急应对方案，采取切实有效的防范措施，即时发现和堵住“新潜在感染路径。” 

具体建议如下： 

（1） 全面检查各地医疗废水消毒处理设施配置情况，紧急完善市、区医

院、社康中心及农村医疗点污水排水口消毒管理措施。由于《医疗机构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中并不包含病毒指标，建议参照“非典”

时期北京小汤山 SARS 定点医院针对污水中病毒灭活消毒剂投加量和接触消

毒时间的经验数据，针对病毒灭活要求，提升新型冠状病毒定点医院污水消毒

标准。 

（2） 由于现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并无病毒控制指标，

建议全面提升市政污水处理设施及再生水处理设施（含商业运营污水厂、分散

式应急污水处理设施、承担污水处理的人工湿地）的消毒标准（按照病毒灭活

剂量和接触消毒时间确定标准值）。 

（3） 建议专业部门组织人员对“城中村”和居民小区内分散建设和分散管

理的化粪池、隔油池等小型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拉网排查和全面消毒，并在可能

的污水溢流点配置应急消毒设施，同时安排专人管控。 

（4） 建议暂停污水厂再生水的使用，由于在再生水中增加消毒药剂剂量

可能对河道水生态造成破坏，因此，不宜简单提高生态补水消毒剂量，而目前

再生水消毒投药量及接触时间均不能满足新型冠状病毒灭活要求，为防止新型

冠状病毒传染路径转移到排水系统，建议暂停向病毒流行城市的河道、人工湖、

以及人口密集的海湾排放再生水。 

（5） 建议对主要依靠污水厂再生水补充河流的城市，在防疫期间采取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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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措施，禁止市民、游客接近人工补水及可能存在混合污水溢流的河道和湖泊

（南方部分城市如深圳市的主要河流为“雨原型”河流，旱季主要依靠人工补

充景观水，而补充水源以污水厂再生水为主，雨季仍然存在混合污水溢流入河

现象，存在水体传播病毒的风险）。 

（6） 建议暂停城市道路环卫保洁高压水冲洗作业，避免粘附在地面尘土

中的病毒因高压水冲洗喷溅和通过气溶胶传播，同时减少面源污染物经过排水

系统向地表水体转移。 

（7） 建议组织专家编写和发布居民住宅排水卫生器具（洗手盆、污水盆、

洗涤盆、浴盆、大便器、小便器、净身盆等）及附件（地漏）的防病毒指引，

应特别针对近年来住宅“正本清源”排水管道改造中将阳台原雨水管改为污水

管后阳台排水地漏水封保持和洗衣机地漏的密封提出指导。 

（8） 应加强对正在进行的排水系统（尤其是污水接管点）施工工地防病毒

管控。 

（9） 应加强对餐饮街、菜市场等场所倾倒、泼洒污水等面源污染违法行为

的执法，避免致病菌和病毒传播，配套制定现场消毒规定。 

（10）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流行地区的公共厕所防疫管控，暂时关

闭相关城市地铁、地下商场等密闭空间内的公共厕所。 

提高污水处理消毒标准，扩大消毒范围，管控好每一处潜在传染源，最大

限度减少春季流行疾病爆发，为抵抗新型冠状病毒赢得时间和空间！  



专家观点 

- 265 - 

 

黄晓家：新冠病毒污水消毒工艺及参数选择难？ 

大师这样说！ 

来源：给水排水公众号 

作者：黄晓家等 

文章要点：本文通过对病毒性肝炎、肺结核病细菌等传统传染病病原体以及的

环境和消毒剂的抵抗能力分析，以及新型冠状病毒与 SARS-CoV 的比较分析，

提供了与 SARS-CoV 同类型的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的污水二级强化消

毒工艺和工程技术参数，以满足我国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治工作

的需求。 

1. 传统传染病与新冠病毒传染病 

建国以来我国根治了大多数流行性传染病，现我国国家年鉴每年统计的传

染病有 28 种。根据国家年鉴，2018 年有 306.3 万人感染传染病，年感染人数

超过 1 万人的传染病有 11 种，其中排前三位的是病毒性肝炎、肺结核和梅毒，

占比分别为 41.8%、26.9%、16.2%，排第 7 位的艾滋病占比为 2.1%；2018 年

传染病死亡人数约为 2.3 万人，其中前 3 位分别为艾滋病、肺结核和肝炎，分

别占比 82.5%，13.8%和 2.3%。从感染人数和死亡率看，我国现传染病医院接

收患者最多的是病毒性肝炎患者和结核病患者，因此通常讲的传染病多指病毒

性肝炎和细菌性肺结核。 

肝炎病毒是指引起病毒性肝炎的病原体，1972 年肝炎病毒在患者的大便

中发现。人类肝炎病毒有甲型（HAV）、乙型（HBV）、丙型（HCV）、丁型（H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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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戊型（HEV）。除了甲型和戊型病毒通过肠道感染外，其他类型病毒均通过

密切接触、血液和注射方式传播。其病毒通常由病人粪便排出体外，通过被污

染的手、水、食物、食具等传染，通常肝炎病的传播能力不是很强，但严重时

会引起甲型肝炎流行。如 1988 年 1 月，上海市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流行性甲型

肝炎，主要原因是人们食用了被甲肝病毒污染的毛蚶。乙型肝炎主要通过注射、

输血等方式传播。 

结核分枝杆菌（M.tuberculosis），俗称结核杆菌，是引起结核病的病原菌，

1882 年 Robert Koch 发现了结核分枝杆菌，结核杆菌分为人型、牛型和非洲

型，我国 95%以上的感染者为人型。结核病为全身疾病，肺结核占 90%。分为

原发性肺结核、血行播散型肺结核、继发型肺结核、结核性胸膜炎、其他肺外

结核等，也可按部位及脏器命名。结核病的传染源主要是痰，传播源为咳嗽、

咳痰症状，通过咳嗽或打喷嚏等把含有结核菌的飞沫散播于空气中，健康人吸

入含有结核菌的飞沫可受到感染。感染程度主要受结核病人排菌量、咳嗽症状

以及接触的密切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健康人受到结核菌感染后，不一定发生结

核病，这主要取决于感染结核菌毒力的大小和感染者抵抗力高低，结核病较难

形成流行性传染病。2000 年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结核菌感染者为 4 亿多

人，占全球 20%，结核病患者 500 万人，每年新发患者 130 万人，占全球的

25%，其中耐药肺结核高达 46%，被 WHO 列为特别引起警示的国家和地区，

近年随着国家的高度重视，2018 年我国结核病新发人数为 82 万人，结核病新

发大幅下降。 

2003 年 SARS 来临后，我国有了流行性的空气感染传染病，理论上空气

传播的病毒主要在人的呼吸系统中，其排出物主要是飞沫或痰，而在人体消化

系统中存在的几率较低。后来有实验人员在粪便中也检测到 SARS 冠状病毒，

病毒可通过洗手、粪便等途径进入污水，然而目前尚未在文献中查到在粪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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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中病毒浓度的相关数据。 

2019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自 2019 年 12 月以来，我国从湖北

开始流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而被发现，最早定义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后改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其病毒 2020 年 2 月 11 日被

世界卫生组织命名，其中“Co”代表“冠状病毒”，“Vi”为“病毒”，“D”

为“疾病”，早期定义为 2019-nCoV、2019 Novel Coronavirus。这种新型冠

状病毒（COVID-19）与 2003 的 SARS 冠状病毒（SARS-CoV））相似度在

85%左右，根据目前测试，该病毒主要通过呼吸系统传播，在粪便和尿中也

已经检测到。 

关于传染病医院的污水处理消毒，我国过去多以灭活肝炎病毒和结核杆菌

为主，然而 SARS 冠状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的病原学特征与其有明显不同，污

水处理消毒应根据不同病毒的特性来确定。 

2. 新冠病毒与其他传染病病毒或细菌生物特性研究 

2.1 肝炎病毒 

肝炎病毒直径为 27 nm，有空心和实心两种。甲型肝炎病毒呈球形，无包

膜，核酸为单链 RNA；乙型肝炎病毒呈球形，具有双层外壳结构，外层相当

于一般病毒的包膜，核酸为双链 DNA；对丙型肝炎病毒、丁型肝炎病毒和戊

型肝炎病毒目前尚在研究之中。 

甲型肝炎病毒 100℃、5 min 或紫外线 1 h 杀死，当采用消毒剂消毒时，1 

mg/L 的 Cl2 可以杀死；乙型肝炎病毒 100℃、20 min 杀死，一般浓度的消毒剂

不能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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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炎病毒在污水中的存活时间为 70 d。 

2.2 结核分枝杆菌 

结核分枝杆菌为细长略带弯曲的杆菌，大小 1～4×0.4 μm。菌无芽孢、无

鞭毛，在细胞壁外尚有一层荚膜，对结核分枝杆菌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结核分枝杆菌细胞壁中含有脂质，故对乙醇敏感，在 70%乙醇中 2 min 死

亡。此外，脂质可防止菌体水分丢失，故对干燥的抵抗力特别强。粘附在尘埃

上保持传染性 8～10 d，在干燥痰内可存活 6～8 个月。结核分枝杆菌对湿热和

紫外线敏感，在液体中加热 62～63℃、15 min 或煮沸即被杀死，直接日光照

射数小时可被杀死，可用于结核患者衣服、书籍等的消毒。 

结核杆菌在污水中的存活时间为 330～420 d。 

2.3 大肠杆菌 

由于污水中往往存在多种致病菌或病毒，因此，在研究消毒剂杀灭污水中

致病微生物时常采用某些非致病的微生物作为指示微生物，大肠杆菌是最常用

的指示微生物。目前我国医院污水消毒常用的次氯酸钠、氯气、二氧化氯、臭

氧等常规水处理消毒剂，均能有效杀灭污水中的粪大肠菌群，灭活能力方面，

臭氧、二氧化氯和次氯酸钠依次降低。如试验样品中大肠杆菌的浓度为 4.2×106 

CFU/mL，次氯酸钠消毒剂投加 10 mg/L，消毒时间 20 min，二氧化氯投加 8 

mg/L，消毒时间 20 min，大肠杆菌全灭活率 100%。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运行实

践中也证明大肠菌群的灭活率在 98.94%～100%之间。 

2.4 噬菌体 

由于水中的一些动物性病毒（主要是肠道病毒）比大肠杆菌具有更强的稳

定性，仅以大肠杆菌作为水质安全性指标不能很好地评价水的病毒学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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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开始寻找更合适的病毒指示微生物。噬菌体作为细菌病毒，在污水中普遍

存在，其数量高于肠道病毒，具有病毒的共同特性，有严格的宿主特异性，对

人类和动物不具有感染性，可保证试验的安全性，而且噬菌体的灭活试验和人

类致病性病毒的灭活试验相比，大部分的试验原理是一样的。美国 EPA 已提

出采用大肠杆菌噬菌体作为病毒指示生物。目前，噬菌体作为模式病毒，已被

用于评价水和污水的处理效率、阐明病毒灭活机理以及改进病毒监测方法等领

域的研究。 

大肠杆菌 f2 噬菌体属于无包膜单链 RNA 病毒，其生物学特性与甲型肝炎

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相似，对消毒剂的抵抗力与致病性肠道病毒相似。研究

表明大肠杆菌 f2 噬菌体经 56℃、20min 或 70℃、10 min，灭活对数值为 5，即

灭活效率为 0.99999。有效氯 250 mg/L，作用时间 20 min，灭活对数值为 4.18，

而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灭活对数值大于 5；当有效氯 500 mg/L，作用时间 5min，

f2 噬菌体和脊髓灰质炎病毒灭活对数值均大于 5。 

2.5 SARS 冠状病毒 

2003 年 5 月 3 日，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了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病毒实

验室、香港大学 Queen Mary 医院、日本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德国 Marburg 大

学实验室的研究结果：塑料表面的 SARS 病毒在室温下至少能够生存 2 d，在

有腹泻病人的粪便中至少能够生存 4 d，SARS 病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怕热不

怕冷，-80℃和 4℃至少生存 4 d，甚至 21 d，在 37℃条件下，SARS 病毒存活

不到 4 d，在 56℃时，病毒的生存时间不超过 30 min。这些结果表明 SARS 病

毒的生存能力比人们想象的要顽强得多。 

2004 年，军事医学科学院王新为等通过实验研究了氯和二氧化氯灭活

SARS 冠状病毒的效果。采用 SARS 冠状病毒加标方法观察病毒在粪便、尿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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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同水体中的存活情况，采用次氯酸钠和二氧化氯消毒污水中的 SARS 冠

状病毒，观察灭活病毒效果。结果表明，加标的 SARS 冠状病毒在体外环境中

的存活情况随温度而异，20℃避光条件下在医院污水、生活污水和脱氯自来水

中只能存活 2 d，在粪便中可以存活 3 d，在生理盐水中可以存活 14 d，在尿液

中可以存活 17 d；4℃情况下，SARS 冠状病毒在上述各种水体中均可以存活

14 d 以上，在粪尿中可以存活 17 d 以上。SARS 冠状病毒在污水中对消毒剂的

抵抗力比大肠杆菌及 f2 噬菌体都低，在相同加氯量或余氯量情况下，氯制剂对

SARS 冠状病毒的灭活效果优于二氧化氯。当污水中游离余氯量保持在 0.5 

mg/L（氯制剂）或 2.19 mg/L（二氧化氯）以上时可以保证完全灭活污水中的

SARS 冠状病毒，但对大肠杆菌和 f2 噬菌体则不能完全灭活。从而得出结论

SARS 冠状病毒在体外环境中存活时间短，对氯和二氧化氯敏感。 

研究表明 SARS 冠状病毒不论对环境因素还是消毒剂都很敏感，在环境

中 SARS 冠状病毒很容易失去感染性。在进行医院污水 SARS 冠状病毒浓集

加标试验时发现，加入的 f2 噬菌体可以平均回收 127.1%，而加入的 SARS 冠

状病毒却只能回收 1.05%。此前该团队已证实采用病毒浓集方法对多种肠道病

毒均具有较好的回收效果：f2 噬菌体的平均回收率为 97.3%，脊髓灰质炎病毒

回收率 88.7%，甲型肝炎病毒为 98.2%，埃可病毒为 92.1%，柯萨奇病毒为

94.9%。试验认为该结果可能是由于 SARS 冠状病毒的抵抗力低，对环境因素

敏感，在浓集过程中由于病毒表面受到损伤而使其失去了感染性。这说明与肝

炎病毒、大肠杆菌、f2 噬菌体相比，SARS 冠状病毒对环境和常用消毒剂的抵

抗能力更低。 

2.6 新冠病毒 

2019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因 2019 年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而被发现。国家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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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 5 日发布）中指出，新型冠状病毒属于 β 属的新型冠状病毒，有

包膜，颗粒呈圆形或椭圆形，常为多形性，直径 60～140 nm。根据最新研究

显示，2019 新型冠状病毒与 SARS 病毒的 7 个基因片段的同源性高于 90%，

根据这一标准，新型冠状病毒与 SARS 病毒属于同一个"种"。 

目前对 COVID-19 理化特性的认识多来自对 SARS-CoV 和 MERS-CoV 的

研究。COVID-19 病毒物理特性与 SARS 病毒类似，对紫外线和热敏感，56℃，

30 min、乙醚、75%乙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和氯仿等脂溶剂均可有效灭

活病毒，氯己定不能有效灭活病毒。 

2.7 对比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文献研究分析认为，鉴于新冠病毒与 SARS 冠状病毒理化特性

的相似性，新冠病毒对消毒剂的抵抗力远低于我国目前常见传染病肝炎病毒、

结核菌、大肠杆菌和 f2 噬菌体指示微生物，采用消毒工艺处理医院污水，其所

含的新冠病毒完全能够得到有效的灭活。 

3. 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污水处理工艺研究 

3.1 工艺选择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要求，我国现行国家规范《综合医院建筑设计

规范》（GB 51039-2014）对污水处理做出如下规定：当医疗污水排入有城市污

水处理厂的城市排水管道时，应采用消毒处理工艺；当医疗污水直接或间接排

入自然水体时，应采用二级生化污水处理工艺。其出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医疗机构污水排放要求》GB 18466 的有关规定。 

2017 年我国城市污水处理总量为 465.5 亿 m³，污水处理率 9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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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已经完成了城市全覆盖，综合经济、环保、安全等多方面因素考虑，

当医院污水有条件排入城市污水处理厂时，无需进行二级生化污水处理工

艺，可根据《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GB 51039-2014）的规定，采用消

毒处理工艺。 

我国现行国家标准《传染病医院建筑设计规范》（GB 50849-2014）规定的

传染病污水处理要求采用二级生化处理工艺，这是继承了《医院污水处理设计

规范》（CECS07-88）我国传统的传染病病毒性肝炎和肺结核病而言。但对于

应急医院，其建设周期短，若考虑生化处理工艺，调试运行周期过长，通常至

少是 1 个月左右，尽管现代微生物技术大幅提高，可以接种自城市污水处理

厂，但效果很难保证，因此，考虑到实际应用与二级生化污水处理的初期运行

特性，以及消毒完全可以控制 SARS 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对水体的影响，综合

考虑应急医院的高效运行，推荐采用消毒工艺处理新型冠状病毒应急医疗设施

生活污水。 

3.2 小汤山非典医院等污水处理运行案例 

总结了 2003 年小汤山非典医院污水处理建设的过程和工艺流程，采用消

毒处理，消毒剂采用了电解法次氯酸钠，预消毒有效氯投加量为 10 mg/L 左

右，接触消毒池的有效氯投加量为 50 mg/L 左右。小汤山非典医院从 2003 年

5 月 1 日起开始接收病人，收治 680 名 SARS 患者，全部治愈出院，小汤山医

院二部附近 1 km 范围内的 2 个村庄无一人感染，小汤山镇全镇 24 个村 3.5 万

人无一人感染，小汤山医院院区内约有 3 000 人医务和后勤工作者，无一人感

染，实践证明，小汤山 ASRS 定点医院建设的医院污水处理措施是客观有效

的。因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病应急医疗设施的污水处理采用消毒处理可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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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1979 年 1 季度对北京几家主要医院的污水中的大肠杆菌进行了测

试，大肠杆菌在 5.5×106～2.0×109 个/L 之间，其中 1.0×107 个/L 以上的占

95.84%，其中 1.0×107～1.0×108 个/L 之间占比为 46.8%，甘肃省 1977 年对于

27 个医院测试未经处理的医院污水中大肠杆菌的数量为 2.38×108 个/L，国家

标准《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中规定，传染病医院污

水排放标准中大肠杆菌的数量不能大于 100 MPN/L，实际上按大肠杆菌在污

水中的最低浓度计算，大肠杆菌的灭活效率应为 99.98%，实际是 4Log。我国

目前没有发生因为医院污水处理不合格导致的传染病流行，说明日常处理能有

效杀灭病毒和细菌。 

研究证明，指示显示大肠杆菌灭活率大于 23%时，SARS 病毒可全灭活，

因此当大肠杆菌的灭活效率达到 99.98%时，SARS 病毒完全能够被灭活，以大

肠杆菌作为新冠病毒指示微生物。 

3.3 消毒工艺与工程参数 

根据研究分析，提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病应急医疗设施的污水处

理工艺流程为“预消毒+化粪池+消毒池”的二级强化消毒工艺，工艺流程

见图 1。 

 

图 1  新冠肺炎应急医疗设施污水处理流程 

该工艺不仅流程简单、建造快速、投资少，而且还具有启动快速，运行稳

定、管理方便等优点。 

污水处理在化粪池前设置预消毒工艺，预消毒池的水力停留时间不宜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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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污水处理站的二级消毒池水力停留时间不应小于 2 h；污水处理从预消毒

池至二级消毒池的水力停留总时间不应小于 48 h；化粪池和污水处理后的污

泥回流至化粪池后总的清掏周期不应小于 360 d；消毒剂的投加应根据具体情

况确定，但 pH 不应大于 6.5。 

预消毒的目的是使污水处理站后续运行安全，同时也是提高和确保新型冠

状病毒灭活效果。有研究表明，悬浮固体和有机物质的存在增加了肠病毒在水

性环境中的生存能力，故认为在化粪池前进行预消毒，可以大大降低附着在粪

便上的病毒活性，使后续运行更安全。 

国家标准《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中规定，传染

病和结核病医疗机构污水当采用含氯消毒剂时，消毒接触池的消毒时间不低于

1.5 h，考虑到该新型冠状病毒的未知性，确定污水处理站的二级消毒池水力停

留时间不应小于 2 h。 

依据最新研究，新型冠状病毒室温下在粪便和尿液中至少可存活 2 d，腹

泻患者粪便 pH 升高，通常腹泻粪便的 pH 值为 6.7～7.7，新型冠状病毒的存

活时间延长至 4 d。污水处理从预消毒池至二级消毒池的水力停留总时间不应

小于 48 h，一则满足化粪池的自然沉淀效果，提高消毒效率，减少消毒剂用

量，减少消毒副产物对环境的影响，二则提高效果保证率，即使误操作，新型

冠状病毒在污水处理系统中的自然死亡率也能保证对环境水体的影响降至最

低。消毒环境要求在弱酸环境，pH 不应大于 6.5 的要求是为了有效限制新型

冠状病毒在水体环境中的生存能力，提高灭活率。 

4. 结语 

距离 2003 年的 SARS-CoV 病毒爆发已经过去 17 年，国内对该病毒的环

境和消毒剂的抵抗能力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为含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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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提供了大量技术支撑，通过对病毒性肝炎、肺结核病细菌等传统传染

病病原体以及的环境和消毒剂的抵抗能力分析，以及新型冠状病毒与 SARS-

CoV 的比较分析，提供了与 SARS-CoV 同类型的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的

污水二级强化消毒工艺和工程技术参数，以满足我国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治工作的需求，该研究成果已列入国家卫健委、住建部发布的《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应急救治设施设计导则（试行）》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颁布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传染病应急医疗设施设计标准》（T/CECS 661-2020）

中，并在全国实施，以确保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保护水体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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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臣：谈污水处理厂疫期应急对策 

来源：中国水网 

作者：王洪臣 

文章要点：针对疫情，本文介绍了王洪臣教授关于城镇污水处理厂两大应急对

策：一是确保处理厂正常稳定运行，二是做好运行操作人员的安全防护。 

1. 把握水量水质变化规律，及时调整工艺参数，确保正常运行 

疫情期间，正值假期，人员流动大且没规律，污水量也会随之无序波动。

大城市污水量会明显降低，但随着开始返程又会增大，小城镇污水量变化会更

大。污水处理厂应密切关注水量变化，及时投入与水量相匹配的设施设备，确

保运行稳定。应注意，“小马拉大车”或“大马拉小车”都不利于稳定运行。 

当前公共场所和家庭为防控疫情多采用含氯消毒剂进行消毒，污水中如存

在过量余氯，将可能降低或抑制活性污泥的活性，影响生物处理单元的正常运

行。对于接纳较多医疗污水的小型城镇污水处理厂，尤其应予以高度关注。好

氧生物处理，既是去除黑臭污染物质的核心单元，也是去除、杀灭或抑制病原

微生物的最重要环节，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优先保证好氧生物处理的运行稳定。

首先，应加大水质监测和运行巡查项目及频次，及时发现并排除运行异常状况。

北京排水集团对各再生水厂进出水紧急增加了余氯监测，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要

求所属 150 多座污水处理厂把运行巡查周期由 4 小时缩短为 2 小时，提升运

行保障等级。其次，应开展污泥活性监测或观测，跟踪把握余氯对污泥活性的

影响，视情及时采取相应对策。生物相观测是监测污泥活性状态的方法之一，

http://www.h2o-china.com/news/field?fid=5
http://www.h2o-china.com/news/field?fi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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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物相观测发现原生和后生动物死亡或减少，即说明活性污泥已经中毒或活

性被抑制，建议有条件的污水处理厂通过测定活性污泥的比耗氧速率（SOUR）

提前预警污泥活性的变化。国际上有比耗氧速率（SOUR）标准测定方法（Test 

for inhibition of oxygen consumption by activated sludge for carbonaceous and 

ammonium oxidation，ISO8192：2007），可准确测定污泥活性，少部分污水处

理厂安装了在线 SOUR 测定仪，可动态实时监测污泥活性的变化。紧急状态

下，可临时采用简易方法测定污泥活性（见附件），粗略把握污泥活性状况。

当发现污泥活性降低时，可减少剩余活性污泥排放量，提高污泥浓度，同时适

当增大曝气量，确保污水处理效果。提高污泥浓度时，应注意核算二沉池固体

表面负荷，监测泥水界面，防止污泥流失。在污水生物处理单元运行稳定的前

提下，消毒单元应保持正常运行，出水水质严格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中卫生学指标的要求，没有特殊情况不需要过量

投加消毒药剂。 

2. 严格做好污水处理厂运行操作人员的安全防护 

2019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传播途径及归趋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清

晰，但绝大多数病原体通常都可在下水道传播，并存在通过气溶胶在一定空间

内传播的可能。因此，加强污水处理厂现场运行操作人员的安全防护就成为重

中之重。全厂各岗位的操作人员均应按基本要求佩戴口罩和手套等防护用品，

作业完毕后及时全面清洗。应特别注意：污水提升泵站以及格栅间和沉砂池（尤

其是曝气沉砂池）等预处理单元是污水处理厂高风险场所，在这些场所巡视或

操作时应提高防护等级，除口罩和手套以外还必须佩戴护目镜，进入封闭的预

处理车间进行较长时间操作时，建议着防护服并佩戴呼吸器。大疫当前，按要

求佩戴防护用品进行安全操作应该成为当前污水处理厂全体职工的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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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城市没有把污水处理厂纳入防疫物资重点供应体系，一些污水

处理厂存在药剂及防护用品购买困难，呼吁防疫指挥部门务必关注污水处理

厂物资和用品供应，使之纳入保障供应体系，确保污水处理厂发挥应有的防

疫功能。 

附：污泥活性（SOUR）简易测定方法及判断 

（1） 装置准备：DO 测定仪、温度计、300ml 容量 BOD 培养瓶、磁力搅

拌器、计时器 

（2） 测定程序：a. 从曝气池取适量混合液固体（MLSS），在实验室内连

续曝气 5～10 分钟，测定混合液的温度 T（℃），之后注入 300ml 容量 BOD 培

养瓶，插入 DO 探头并将瓶口密封；b. 将 BOD 培养瓶置于磁力搅拌器上开始

搅拌；c. 记录瓶中 DO 随时间的变化，每隔 30 秒钟记录一次，持续大约 10-

15 分钟，使 DO 降低超过 1 mg/L，否则继续延长记录时间；d. 测定混合液挥

发性悬浮固体（MLVSS，g/L）。 

（3） 计算方法：将测得的 DO 随时间变化绘制成曲线，截取曲线中的线性

部分求其斜率，该斜率即为耗氧速率（OUR），单位为（mgO2/L）/min。SOUR

计算公式为： 

 

当 T≥20℃时，θ=1.05 ；当 T＜20℃时，θ=1.07 

（4） 污泥活性判断 

从曝气池不同位置取样，测定的 SOUR 也不一样。从曝气池好氧段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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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测得的用 SOURfed 表示，从曝气池末端取样测得的用 SOURend 表示，

SOURfed 通常高于 SOURend。SOUR 受很多具体因素影响，各污水处理厂应

以自行比较为主，当 SOUR 比以往数据降低，说明活性污泥受到某些因素影

响导致活性降低。当缺乏本厂历史数据时，可用依据下表 1 判断污泥活性是否正

常，当实测 SOURend 低于对应的参考值，说明污泥活性由于某种因素被抑制： 

表 1  不同污泥龄条件下，末端比好氧速率正常范围 

污泥齿（SRT） 末端比耗氧速率正常范围 

SRT＜5 d SOURend＞12（mgO2/gvss）/hr 

5d≤SRT＜10 d 12≥SOURend＞7（mgO2/gvss）/hr 

10d≤SRT＜15 d 7≥SOURend＞5（mgO2/gvss）/hr 

SRT＞15 d SOURend＜5（mgO2/gVSS）/hr 

可依据 SOURfed 和 SOURend 的比值判断污泥活性是否抑制，具体见下

表 2。 

表 2  依据 SOURfed 和 SOURend 的比值判断污泥活性 

SOURfed/SOURend 污泥活性状况 

＞1.5 活性良好 

1.5～1.3 活性一般 

1.3～1.0 活性被抑制 

＜1.0 活性被严重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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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军：新型冠状病毒污染医疗污水应急处理技术方案解读 

来源：中国水网 

作者：王凯军 

文章要点：E20 平台邀请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王凯军教授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污

染的医疗污水应急处理技术方案》（以下简称“技术方案”）传达的最新动态进

行解读。此技术方案主要体现了三大特点：编制依据更加完善，法规体系健全；

方案设计更加全面，重视以人为本的人员保护；重视源头消毒，切断污染源。

其背后也体现出近二十年来我国医院污水法规、标准建设、医院污水处理厂建

设和市政污水处理厂建设巨大成绩的支撑。 

 

王凯军在 2019 水业战略论坛上进行主题演讲 

2020 年 2 月 1 日，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透露，在某些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确诊患者的粪便中检测出 2019-nCoV（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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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钟南山院士在采访中提醒，要高度警惕新型冠状病毒粪口传播的问题。

城镇污水处理厂作为水环境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此次疫情肆虐之时，也打

起十二分精神。 

针对当前公众所关注的我国污水处理系统是否能够有效防控疫情传播等

问题，王凯军教授在回答 E20 研究院的采访中表示：我们国家针对传染病通

过污水传播已经建立了三级防护体系：（1）病房内病人的排泄物进行消毒处理

与其他废物一起，进入医院危险废物处理体系；（2）在各级医院，特别是传染

病医院均建立了医院污水处理系统；（3）医院污水进入城市下水道进入城市污

水处理厂，在城市污水处理厂根据标准均设置了不同类型的消毒设施。 

发达国家对医院污水的管理十分严格，不仅建立了医院内的卫生安全管理

体系，而且对不同条件下医院污水的处理方法也有明确规定。在对污水水质进

行处理的同时，还进行了消毒处理。世界卫生组织（WHO）也要求是对医院

污水产生、处理、排放的全过程进行监管，监管范围不仅包括下游城市污水处

理厂，也包括对污泥处理的要求。同时，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的城市污水处理

厂都设有污泥消化和无害化甚至焚烧装置，经过无害化处理之后的污泥可以达

到 WHO 的相关规定的。 

2020 年 2 月 1 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适时发布了环办水体函〔2020〕52

号《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污水和城镇污水监管工作的通

知》。通知中除强调“加强分类管理，严防污染扩散” “强化消毒灭菌，控制

病毒扩散”的总体要求外，还公开了《新型冠状病毒污染的医疗污水应急处理

技术方案》。这也是生态环境部继 2003 年《“SARS”病毒污染的污水应急处理

技术方案》之后，针对病毒疫情发布的又一重量级医疗污水处理技术方案。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凯军表示：对比《“SARS”病毒污染的污水应急

http://www.solidwaste.com.cn/news/field?fid=20
http://www.h2o-china.com/news/field?fi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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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技术方案》（以下简称“SARS 技术方案”），《新型冠状病毒污染的医疗污

水应急处理技术方案》（以下简称“新型冠状病毒技术方案”）主要体现了三大

特点：一、编制依据更加完善，体现了我国法规标准建设的成绩。“新型冠状

病毒技术方案”的编制过程、方案设计、处置要求等环节均依据大量现有的排

放标准、技术规范。这些标准、规范大部分都是 2003 年以后正式发布实施的。

相比较“SARS 技术方案”而言更加成熟、完善，也体现了我国近十几年来法

规标准建设的成绩；二、方案设计更加全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从业人员保护。

“新型冠状病毒技术方案”除了强调“分类管理、强化消毒”的原则外，还明

确了加强废气、污泥的排放控制及管理，避免病原体在不同介质中的转移扩散。

同时首次强调为工作人员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体现了对从业人员的保护；三、

更加重视源头消毒，切断污染源。“新型冠状病毒技术方案”强调消毒灭菌，

同时要求城市污水处理厂加强消毒工作，但并未做其他具体规定，其原因在于

近二十年来，我国污水处理厂建设成绩显著，均配置了基本消毒的设施，加强

运行管理的监督，执行相关规定即可满足当前要求。此外，新型冠状病毒技术

方案”抓住了医院源头消毒环节这一主要矛盾环节，针对目前我国已建立了大

量的医院污水处理，形成了我国医院污水处理的基础设施体系，可做好源头消

毒，切断污染源。明确了强调了消毒剂投加的技术要求，高强度投加消灭病毒，

毕其功于一役。 

那么对比“SARS 技术方案” “新型冠状病毒技术方案”究竟在哪些地方

进行了完善?这三大特点又如何体现在“新型冠状病毒技术方案”中的呢?我们

逐点进行详细分析。 

1. 编制依据更加完善 

2003 年“非典”疫情发生后，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积极响应，于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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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2 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大对医疗废水和医疗垃圾监管力度的紧急通知》

以及《关于做好防治非典型肺炎和有关环保工作的紧急通知》，采取果断措施

加强医疗废水和医疗垃圾的监管工作，防止二次污染，切断传播途径；随后在

4 月 24 日发布《关于“非典”疫情防范时期加强医院废水和医疗废物处理处

置的通知》，号召各地医院采取杀菌灭毒措施避免二次污染，同时加强医院废

水处理能力建设、加快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建立医疗废物监督管理机

制；4 月 27 日发布《关于在防治“非典”期间加大对医疗废水和医疗废物监

管力度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强调了“非典”确诊及疑似病例的医疗单位

在内部处理医疗废物。4 月 30 日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印发《“SARS”病毒污

染的污水应急处理技术方案》和《“SARS”病毒污染的废弃物应急处理处置技

术方案》（环明传〔2003〕3 号），以公开方式在各省环保局（厅）、监测站、监

察机构内部传阅。 

“SARS 技术方案”明确了污水污染控制的两条原则：（1）加强污染源管

理，严防污染扩散；（2）尽快消毒灭菌，控制病毒繁殖扩散。并对消毒剂的种

类、投药技术、投药量等技术指标进行了详细规定。从“SARS 技术方案”中

可以看出，当时的技术方案相对比较独立，没有对其他排放标准以及技术规范

的引用。 

分析主要是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我国当时的排放标准和技术规范还没有

形成完善的体系，部分领域还缺乏行之有效的标准规范。在非典爆发的时间点，

我国当时实行的与医疗废物有关的排放标准有：GB 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中有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部分、GB 18466-2001《医疗机构污

水排放要求》以及《医院污水处理设计规范》CECS07：88，其中《医院污水

处理设计规范》是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委员会批准发布的针对工程建设行业使

用的行业标准。因此在编制“SARS 技术方案”时是处在环保标准规范缺失的

http://www.solidwaste.com.cn/news/field?fid=85
http://www.h2o-china.com/news/search?stype=title&schv=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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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环境下的，很难参照当时实行的标准规范体系进行技术方案的编制。二是我

国环保行业在医院污水处理和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首次面对

大规模病毒疫情爆发，在“尽快消毒”“严防扩散”等思想指导下，倾向于使

用更加严格的技术指标。对比当时实行的《医疗机构污水排放要求》，“SARS

技术方案”不仅采取了最严格的针对传染病医疗机构的排放标准，还将氯化消

毒的粪大肠菌群排放标准由 900 MPN/L 提高到 500 MPN/L，并统一了接触时

间为 1.5 h，余氯量大于 6.5 mg/L，同时增加了臭氧消毒的技术要求和排放标

准。因此在最终定稿的“SARS 技术方案”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排放标准

还是技术方案，在部分参考当时实行的标准规范的情况下，采取了更加严格的

控制措施。 

当然，这种情况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技术方案”得到了很大的改善。2003

年以后，我国系统发布了一系列针对医疗废物的排放标准和技术规范，对各个

环节都进行了系统的规定。这其中既包括代替 2003 年之前标准的 GB 18466-

2005《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也包括了后续首次发布的《医院污水处

理技术指南》（环发〔2003〕197 号，2003 年 12 月 10 日发布）、《氯气安全规

程》（GB 11984-2008）、《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9-2013）、《疫源

地消毒总则》（GB 19193-2015，代替 2003 年 6 月 13 日发布的 GB 19193-2003）。

可以说，在“新型冠状病毒技术方案”编制的时间点上，我国相关的环保标准

规范已经相对较为健全，可参照的标准体系得到了很大的完善。不仅如此，随

着我国环境保护基础设施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已经建立了大量的医院

污水处理系统，形成了基本的医院污水处理基础设施体系，在日常医疗污水处

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外，在“SARS 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我国已经积累了对于病毒引起疫

情的处置经验，相关的技术指标也经历了实践和长时间的实验检验，具备较高



专家观点 

- 285 - 

 

的参考价值。“新型冠状病毒技术方案”中几个重要的技术指标，如采用氯消

毒剂消毒的接触时间（1.5 h 以上）、余氯量（6.5 mg/L）、臭氧消毒的污水悬浮

物浓度（小于 20 mg/L）等指标均未超出《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

《疫源地消毒总则》中相关要求。技术方案中粪大肠菌群数<100 个/L 的要求虽

严于《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医疗污水的粪大肠菌群数排放要求（500

个/L），但与《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污泥控制标准中粪大肠菌群数

的排放要求相同，也并非无据可依。可见，“新型冠状病毒技术方案”的完善

性和科学性都较“SARS 技术方案”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2. 方案设计更加全面 

“新型冠状病毒技术方案”在编制时很明显参考了“SARS 技术方案”的

框架，然而在完善了医疗污水处理相关技术标准的同时，“新型冠状病毒技术

方案”增加了专门的章节对污泥处理以及其他技术环节进行明确要求，使得“新

型冠状病毒技术方案”在防止病毒二次扩散方面更加全面。 

“新型冠状病毒技术方案”第五节明确了污泥处理处置要求。规定污泥需

在贮泥池中进行消毒，并按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要求进行集中处置；提出应尽可

能采用离心脱水装置进行处理，避免可能的人体暴露，降低病毒扩散风险；明

确在污泥清掏前应按照《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相关规定进行监测。在

第六节提出污水应急处理中要加强污水处理站废气、污泥排放的控制和管理，

防止病原体在不同介质中转移。通过这些措施，降低病毒在污泥处置环节、废

气排放环节二次扩散的风险。 

另外，由于我国高铁民航等运输系统的快速发展，加之春运期间人口迁徙

等效应，可以看到此次疫情不止传播速度快，传播的范围也更广，因此方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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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强调了加大农村医疗污水处置的监管力度，从更广的空间范围内遏制病毒的

传播。 

“新型冠状病毒技术方案”更加注重对工作人员的保护，在第六节中，明

确要求位于室内的污水处理工程必须设有强制通风设备，并为工作人员配备工

作服、手套、面罩、护目镜、应急防护用品。而“SARS 技术方案”中仅要求

在配制和使用消毒药物时，需要穿戴工作服、戴口罩、戴橡胶手套，以防止消

毒剂对操作人员的危害。在工作人员的安全防护、避免工作人员意外感染的风

险等方面，“新型冠状病毒技术方案”考虑的更加周到，要求更加严格。 

3. 更加重视源头消毒，切断污染源 

“SARS 技术方案”采用“加强污染源管理”的控制原则，对“非典”病人

产生的排泄物必须采用专用的容器收集，进行单独的消毒处理，不得排入污水

处理系统；收纳“非典”病人的医院产生的污水应加强消毒处理。对于已设有

污水处理设施的医院应加强管理，对于未设有污水处理设施的医院，应增设污

水处理设施，进行消毒处理，禁止随意排入环境。“新型冠状病毒技术方案”

中明确要求接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或疑似患者诊疗的定点医疗机

构（医院、卫生院等）、相关临时隔离场所以及研究机构参照方案，按照传染

病医疗机构污水进行管控，强化杀菌消毒。相较“SARS 技术方案”而言，“新

型冠状病毒技术方案”更加重视源头消毒，杜绝病毒的扩散，主要体现在如下

两点：强调污染源分类管理，严禁直接排放及非达标排放；提高消毒的相关技

术指标及排放标准，确保源头杀灭病毒。 

而对于城市污水处理厂除了提出加强消毒工作外，技术方案中并未做其他

的具体规定，是因为近二十年来，我国污水处理厂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绩，同



专家观点 

- 287 - 

 

时均配置了基本消毒设施，已有的相关规定已经足以应对此次疫情。“新型冠

状病毒技术方案”同时提高了消毒处理的技术指标及排放标准：采用氯消毒剂

消毒的粪大肠菌群数排放标准由 500 个/L 提高到 100 个/L；采用臭氧消毒的

粪大肠菌群数排放标准由 500 个/L 提高到 100 个/L，同时新增污水悬浮物浓

度应小于 20mg/L、大肠菌群去除率不小于 99.99%。通过更加严格的指标控制，

确保在源头杀灭病毒。 

当然，粪便污水作为第三传染源，尤其是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

发现的在某些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的粪便中检测出新型冠状核

酸阳性，城镇污水处理厂消毒依然仍尤为重要。目前，据 E20 水业研究中心调

研了解，各大污水处理企业均严阵以待，严格监控疫情期间污水水质变化，以便

及时调整运营参数和提高消毒水平，以切断病毒通过污水进行传播的可能性。 

通过以上解读可以发现，“SARS”的洗礼过后，我国污水处理法规编制建

设，尤其是医用污水法规和标准体系、国家针对病毒疫情的控制体系无论从控

制环节的全面性，还是从技术指标的科学性，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完善；另外，

我国污水处理基础设施体系也日臻成熟完善，医院的污水处理厂设施建设和应

用也取得了瞩目的成绩，这也是相关机构顺利实现病毒源头控制、杜绝病毒二

次扩散的信心来源。相信在国家的领导下，一定能够顺利完成这次病毒疫情的

攻坚战。  



专家观点 

- 288 - 

 

李激：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城镇污水处理厂 

消毒设施运行调研与优化策略 

来源：中国给水排水公众号 

作者：李激，王燕，熊红松，谈振娇，吕贞，郑凯凯，邹吕熙，罗国兵，叶亮，

张正豪，王慕 

摘要：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将病原微

生物指标粪大肠菌群数列为出水基本控制指标之一，要求污水处理过程中必须

进行消毒处理，以降低病原微生物对人畜产生健康风险。为了解污水处理消毒

设施运行的效果，对全国 56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进行了调研，总结了消毒单元

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调研结果表明，超过 80%的城镇污水处

理厂采用次氯酸钠和二氧化氯作为消毒剂。次氯酸钠和二氧化氯消毒的优势在

于消毒的持久性效果较好以及运行管理相对简单。不过，在调研中发现由于各

种原因，29.4%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有效氯投加量超过 4 mg/L，部分污水处理厂

因为消毒接触时间不足，因此通过采取增大氯投加量实现水中粪大肠菌群的去

除；此外，50%的污水处理厂未对消毒后的总余氯进行过测试，在已检测该指

标的污水处理厂中，总余氯浓度在 0.20 mg/L 以上的占比达到 70%。针对调研

中发现的问题，结合文献报道以及试验数据，提出了污水处理厂消毒设施优化

运行建议，并展望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以期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更合理地设计、

运行消毒设施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指导。 

 



专家观点 

- 289 - 

 

1. 引言 

未经消毒灭菌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中含有大量的病原微生物，这些病原微

生物随出水排入自然水体后，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可存活很长时间，存活的病原

体可通过直接接触、飞沫或气溶胶等途径传播给人畜而产生健康风险[1]。因此，

我国在 2000 年 6 月由原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和科技部联合发布的《城市污水

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文件中明确规定“为保证公共卫生安全，防止传染性

疾病传播，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应设置消毒设施”[2]。2002 年 12 月发布的《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首次将病原微生物指标粪大肠菌

群数列为出水基本控制指标之一，要求污水处理过程中必须进行消毒处理[3]。 

目前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采用的消毒方式主要有：紫外、次氯酸钠、二氧

化氯和臭氧等，常单一应用或组合联用。紫外消毒是利用紫外线对微生物的核

酸产生光化学危害，从而产生消毒作用[4]，但紫外线没有持续消毒作用，存在光

复活现象[5]；次氯酸钠为中性小分子，极易扩散到带着负电的细菌表面，穿透细

菌细胞壁，氧化并破坏细菌的酶系统达到消毒目的[6]。次氯酸钠消毒过程中会产

生余氯，余氯依然具有持续消毒能力，能有效抑制残余细菌的复活和繁殖，但

余氯对水生生物和鱼类也会造成一定的毒性影响，不同鱼类对氯的敏感性也不

一样，一般在 0.1～0.001 mg/L 之间[7]；二氧化氯消毒是利用其强氧化性来破坏

微生物的酶系统，从而导致反应产物的分解破坏，使细菌死亡[6]。相对于次氯酸

钠消毒，二氧化氯消毒在抑制消毒副产物三卤甲烷形成以及降低总有机卤的生

成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越性[8]，但二氧化氯制备成本较高；臭氧消毒的机理是利

用其强氧化性来破坏微生物的细胞膜结构继而达到灭菌的效果。臭氧在水中半

衰期大约 30 min[6]，由于其消毒持久性相对较差，一般需和氯消毒配合使用。 

上述每种消毒方式均具有各自的优缺点，并且消毒效果易受消毒药剂投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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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接触时间、进水水质水量等因素影响。目前国内对污水消毒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这些消毒方式在不同条件下的消毒效果评价上，如郑晓英等对次氯酸钠、

臭氧及其组合技术进行再生水消毒研究，结果表明：在次氯酸钠消毒过程中，

有效氯投加量为 5 mg/L 时，总大肠菌群和粪大肠菌群数去除率分别为 99.91%

和 99.99%；在次氯酸钠和臭氧的组合工艺中，当臭氧剂量为 2 mg/L、有效氯

投加量为 0.5 mg/L 时，出水总大肠菌群和粪大肠菌群数去除率分别为 99.94%

和 99.87%[9]。何敏等[10]研究了次氯酸钠对污水处理厂二级出水消毒效果的影

响因素如氨氮浓度、pH 值、水温和接触时间等，结果表明：当氨氮浓度≤0.2 

mg/L 时，次氯酸钠最佳投加量为 15 mg/L；氨氮浓度为 0.2～0.4 mg/L 时，次

氯酸钠最佳投加量为 8 mg/L；氨氮浓度约 0.6 mg/L 时，次氯酸钠最佳投加量

为 6 mg/L；氨氮浓度为 0.8～1.2 mg/L 时，次氯酸钠最佳投加量为 5 mg/L。一

般消毒接触时间为 15～30 min 时消毒效果最佳。从上述不同研究结果可以看

出，不同文献研究条件不同次氯酸钠的适宜投加量相差较大。赵琳等[6]对次氯

酸钠消毒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氨氮含量＜15mg/L，次氯酸钠含量＜6 mg/L 时，

随着氨氮浓度升高，次氯酸钠消毒效果降低。该研究结论与何敏等人的研究结

果不一致。另在对组合消毒工艺研究中，郭美婷等[11]研究发现先次氯酸钠消毒

后紫外消毒协同效果优于先紫外后次氯酸钠消毒，张永吉等研究认为先紫外后

次氯酸钠消毒协同效果优于先次氯酸钠后紫外消毒[12，13，3]。由此可见不同的应

用条件研究结果相差较大。 

2020 年 1 月传染性强的新型冠状病毒在全国爆发蔓延，为了严防冠状病

毒通过污水传播扩散，2 月 1 日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医疗污水和城镇污水监管工作的通知》（环办水体函[2020]），其

中特别指出“地方生态环境部门要督促城镇污水处理厂切实加强消毒工作，结

合实际，采取投加消毒剂或臭氧、紫外线消毒等措施，确保出水粪大肠菌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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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要求。”目前

各地城镇污水处理厂均在积极落实该通知要求，为了确保出水粪大肠菌群数指

标稳定达标，一些原设计为紫外消毒的污水处理厂临时增设次氯酸钠投加设

施，将两种消毒方式串联使用；部分污水处理厂由于缺少接触消毒池，采取加

药消毒后直接通过管道混合处理出水；部分主要以次氯酸钠作为消毒剂的污水

处理厂则将原来的有效氯投加量从 1.5 mg/L 增大至 4～5 mg/L。这些消毒方式

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尚缺乏实际数据支撑。 

由于目前我国尚缺乏对城镇污水处理厂消毒的工艺参数和运行效果的统

一认识，因此有必要开展污水消毒运行效果调研和研究工作，掌握目前国内城

镇污水处理厂消毒设施运行现状，分析主要存在问题，提出针对性优化策略，

为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消毒设施运行提供技术指导。 

2. 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消毒设施运行调研与优化策略分析 

2.1 消毒设施调研概况分析 

污水的消毒处理可使排放污水或再生水的微生物学指标满足防止水体污染

或进行安全利用的要求，而消毒工艺的选择会影响到污水处理厂出水的消毒效

果、运行管理以及运行成本等，因此选择合适的消毒工艺对于出水的达标排放及

运行管理至关重要。针对消毒设施的运行情况，2020 年 2 月对江苏、浙江、上海和

福建等省市的 56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进行了调研，调研概况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① 消毒方式多种，各种消毒方式均能有效杀菌：56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中

有 41 座采用单独消毒方式，主要为次氯酸钠、二氧化氯、紫外和臭氧，数量

分别为 31、5、4 和 1 座；有 18 座采用组合消毒方式，其中 14 座采用紫外+次

氯酸钠的组合工艺，2 座采用二氧化氯+次氯酸钠，2 座采用芬顿氧化+次氯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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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的组合工艺，从调研出水的粪大肠菌群数值来看，各种消毒方式均能有效杀菌

（其中仅 1 座紫外消毒的污水厂提供了粪大肠菌群数据，结果可能稍有偏差）； 

② 目前多数污水处理厂存在消毒接触时间不足现象：调研的污水处理厂

消毒接触时间范围为 1～90 min，我国《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

明确规定“为了提高和保证消毒效果，规定二氧化氯或氯消毒的接触时间不应

小于 30 min”，但调研数据显示消毒接触时间≥30 min 的污水处理厂仅占 43%，

消毒接触时间≤10 min 和≤2 min 的污水处理厂分别占 28%和 17%； 

③ 实际运行中消毒药剂加药量和消毒接触时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消毒

接触时间≥30 min 的污水处理厂次氯酸钠平均有效氯投加量为 3.25 mg/L，消

毒接触时间＜30 min 的污水处理厂平均有效氯投加量为 3.86 mg/L，消毒接触

时间≤5 min 的污水处理厂平均有效氯投加量为 4.27 mg/L，说明实际的污水处

理厂的加药量和消毒接触时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停留时间越长，加药量越低； 

④ 次氯酸钠和其他消毒方式的组合消毒加药量低于单纯次氯酸钠消毒，

其中采用深度处理末端采用芬顿等高级氧化对消毒具有显著效果：单独次氯酸

钠消毒的平均有效氯投加量为 3.69 mg/L，采用组合工艺的次氯酸钠消毒的平

均有效氯投加量为 2.93 mg/L，其中采用芬顿高级氧化+次氯酸钠工艺平均有效

氯投加量为 0.88 mg/L，采用二氧化氯+次氯酸钠工艺平均有效氯投加量为 2.50 

mg/L，采用紫外+次氯酸钠工艺的平均有效氯投加量为 3.34 mg/L，说明次氯

酸钠和其他消毒方式的组合消毒加药量低于单纯次氯酸钠消毒。 

⑤ 污水处理厂均存在余氯过高现象：56 座污水处理厂中有 24 座有出水

余氯的测试数据，出水总余氯在 0.09～8.5 mg/L 之间，平均值为 1.12 mg/L，

总余氯浓度在 0.20 mg/L 以上的占比达到 70%。 

另实际调研中有数据的 43座污水处理厂的出水粪大肠菌群数均低于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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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N/L，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 A

的排放限值要求，低于方法检出限 20 MPN/L（《水质 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多管

发酵法》（HJ 347.2-2018）15 管法）的有 17 座，虽然均无超标，但表中数据均

为各厂 2019 年平均瞬时样数据，在实际采样中仍存在个别厂出现粪大肠菌群

数偶然超标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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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56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消毒设施运行概况调研汇总表 

厂名 出水标准 
设计规模/

（104m3·d-1） 

运行规模/

（104m3·d-1） 
消毒方式 

10%次氯酸

钠加药量

（有效氯投

加量）/

（mg·L-1） 

接触 

时间/ 

min 

粪大肠菌群数/

（个·L-1） 
出水总余氯/

（mg·L-1） 

氨氮/（mg·L-1） 

消毒前 消毒后 消毒前 消毒后 

W1 一级 A 6 3.5 臭氧 / / / ＜20 / / 0.197 

W2 一级 A 3 1.75 次氯酸钠 30（3） 90 / / / 0.2285 0.203 

W3 
DB32/ 

1072-2018 
3 2 次氯酸钠 70（7） 15 / ＜20 0.1 / 0.2 

W4 一级 A 2 1.2 次氯酸钠 60（6） / / 20 0.35 / 0.38 

W5 一级 A 22 22 次氯酸钠 
17.5

（1.75） 
20 / ＜10 0.21 / 2.21 

W6 一级 A 15 15 

次氯酸钠 
12.5

（1.25） 
1 / / / / 0.49 

紫外+次

氯酸钠 

12.5

（1.25） 
1 / / / / 0.49 

W7 一级 A 0.5 0.5 次氯酸钠 60（6） 60 106 100 / 19.8 0.095 

W8 一级 A 16 12.5 次氯酸钠 20（2） 30 >24 196 / 1.5 / / 

W9 一级 A 5 6 紫外+次 83（8.3） / / ＜1000 /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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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名 出水标准 
设计规模/

（104m3·d-1） 

运行规模/

（104m3·d-1） 
消毒方式 

10%次氯酸

钠加药量

（有效氯投

加量）/

（mg·L-1） 

接触 

时间/ 

min 

粪大肠菌群数/

（个·L-1） 
出水总余氯/

（mg·L-1） 

氨氮/（mg·L-1） 

消毒前 消毒后 消毒前 消毒后 

氯酸钠 

W10 一级 A 10 10 二氧化氯 / 30 5×107 ＜200 / 0.102 0.102 

W11 一级 A 3 3 次氯酸钠 50（5.0） 5 /  / / / 

W12 一级 A 7.5 6.5 次氯酸钠 15（1.5） 60 / 100 / / 0.138 

W13 
DB32/1072-

2018 
0.5 0.5 

芬顿高级

氯化+次

氯酸钠 

7.5（0.75） 2 / / 5 ＜0.5 ＜0.5 

W14 一级 A 1.5 1.7 次氯酸钠 11（1.1） 5 / ＜20 1.5 / 0.4 

W15 一级 A 1 0.4 次氯酸钠 22（2.2） 10 / ＜100 / / 0.11 

W16 一级 A 9 7.85 次氯酸钠 113（11.3） / 
/5.33×

107 
27 / 19.9 0.447 

W17 一级 A 1.75 1.2 次氯酸钠 40（4） 60 / / 0.28 / 0.202 

W18 一级 A 9.5 7.2 次氯酸钠 14（1.4） 20 / ＜20 0.45 0.26 0.045 

W19 一级 A 11 8.5 
次氯酸钠 27（2.7） 20 / ＜20 0.35 0.65 0.87 

紫外 / 20 / ＜20 / 0.94 0.87 

W20 一级 A 10 8.2 次氯酸钠 30（3） 30 / 80 0.3 /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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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名 出水标准 
设计规模/

（104m3·d-1） 

运行规模/

（104m3·d-1） 
消毒方式 

10%次氯酸

钠加药量

（有效氯投

加量）/

（mg·L-1） 

接触 

时间/ 

min 

粪大肠菌群数/

（个·L-1） 
出水总余氯/

（mg·L-1） 

氨氮/（mg·L-1） 

消毒前 消毒后 消毒前 消毒后 

W21 一级 A 1 0.7 

芬顿高级

氧化+次

氯酸钠 

10（1） 5 / / 8.5 1.05 0.62 

W22 
DB32/1072-

2018 
3 1.6 次氯酸钠 40（4） 4 / / 1 / 0.33 

W23 一级 A 2 2 次氯酸钠 35（3.5） 30 / 157 / / 0.317 

W24 一级 A 0.5 0.5 次氯酸钠 60（6） 60 106 100 / 19.8 0.095 

W25 一级 A 3 3 次氯酸钠 
22.5

（2.25） 
30 / ＜200 0.15 / ＜0.2 

W26 一级 A 8 6 次氯酸钠 35（3.5） 45 / ＜1000 0.2 ＜0.5 ＜0.2 

W27 一级 A 20 20 
紫外+次

氯酸钠 
28（2.8） 20 / / 0.18 / 0.598 

W28 一级 A 18 18 次氯酸钠 25（2.5） 30 / / 0.28 / 0.704 

W29 一级 A 0.5 0.4 二氧化氯 / / / / / / / 

W30 一级 A 5 3 次氯酸钠 44（4.4） 25 / ≤300 / /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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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名 出水标准 
设计规模/

（104m3·d-1） 

运行规模/

（104m3·d-1） 
消毒方式 

10%次氯酸

钠加药量

（有效氯投

加量）/

（mg·L-1） 

接触 

时间/ 

min 

粪大肠菌群数/

（个·L-1） 
出水总余氯/

（mg·L-1） 

氨氮/（mg·L-1） 

消毒前 消毒后 消毒前 消毒后 

W31 一级 A 1 0.73 次氯酸钠 / 35 / ≤20 1.9 / 1.1 

W32 一级 A 3 2.6 
紫外+次

氯酸钠 
100（10） 1 / 605 0.09 / 0.15 

W33 一级 A 10 10 次氯酸钠 44（4.4） 30 / ≤20 / / 0.14 

W34 一级 A 1 1 
紫外+次

氯酸钠 
50（5） / / 60 / / 1.1 

W35 一级 A 2 2 
紫外+次

氯酸钠 

34.5

（3.45） 
20 / ≤20 / 4.92 0.141 

W36 一级 A 1 1 次氯酸钠 50（5） / / ≤20 / / 1.53 

W37 一级 A 0.5 0.5 次氯酸钠 51（5.1） 60 / 270 / / 0.11 

W38 一级 A 1 1 
紫外+次

氯酸钠 
20（2） / / ≤20 / / 0.69 

W39 一级 A 1 1 
紫外+次

氯酸钠 
40（4） 15 / ≤20 / / 0.244 

W40 
DB32/1072-

2018 
3 3 次氯酸钠 36（3.6） / / ≤20 / 0.25 0.134 

W41 一级 A 1 1 紫外+次 50（5） / / 4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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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名 出水标准 
设计规模/

（104m3·d-1） 

运行规模/

（104m3·d-1） 
消毒方式 

10%次氯酸

钠加药量

（有效氯投

加量）/

（mg·L-1） 

接触 

时间/ 

min 

粪大肠菌群数/

（个·L-1） 
出水总余氯/

（mg·L-1） 

氨氮/（mg·L-1） 

消毒前 消毒后 消毒前 消毒后 

氯酸钠 

W42 一级 A 30 26 

二氧化氯

+次氯酸

钠 

35（3.5） 1.5 

/ ≤10 0.7 / 0.55 

紫外+次

氯酸钠 
35（3.5） 1.5 

W43 一级 A 9.5 9.5 二氧化氯 （6）2.4* 42 / ≤20 2.8 / 0.174 

W44 一级 A 20 20 二氧化氯 （10）2.4* 30 / ≤200 / / / 

W45 一级 A 15 15 二氧化氯 （6）2.4* 30 / ≤200 / / / 

W46 一级 A 10 10.6 
紫外+次

氯酸钠 
27（2.7） 1 / ≤10 / / 0.258 

W47 一级 A 32 31.7 
紫外+次

氯酸钠 
20（2） 20 / ≤10 0.37 / 0.25 

W48 
类地表水

IV 类 
16 17.8 

紫外+次

氯酸钠 
31（3.1） 20 / ≤10 / / 0.06 

W49 一级 A 20 19.8 

二氧化氯

+次氯酸

钠 

22（2.2） 30 / ≤10 / /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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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名 出水标准 
设计规模/

（104m3·d-1） 

运行规模/

（104m3·d-1） 
消毒方式 

10%次氯酸

钠加药量

（有效氯投

加量）/

（mg·L-1） 

接触 

时间/ 

min 

粪大肠菌群数/

（个·L-1） 
出水总余氯/

（mg·L-1） 

氨氮/（mg·L-1） 

消毒前 消毒后 消毒前 消毒后 

W50 一级 A 8 7.3 次氯酸钠 46（4.6） 60 / ≤10  / 0.225 

W51 一级 A 5.1 4.8 次氯酸钠 21（2.1） 60 / ≤20 0.3 / 0.16 

W52 
类地表水

IV 类 
10 10 次氯酸钠 5（0.5） 30 / ＜1000 0.2 / 0.2 

W53 一级 A 10 9 紫外 / / / / / / / 

W54 一级 A 9 8 紫外 / / / / / / / 

W55 一级 A 5 4 紫外 / / / / / / / 

W56 一级 A 90 83 
紫外+次

氯酸钠 
20（2） 1 / ＜100 0.2 / 0.5 

备注：①“/”表示数据缺失；② 带“*”的数据为二氧化氯实际在污水处理厂可发挥消毒效果的有效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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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调研数据结果，特在消毒接触时间分别为 12 min 和 30 min 的两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开展不同次氯酸钠加药量的生产性验证试验，具体实验数据

分别如表 2、表 3 和图 1 所示。对表 2 数据进行分析，该厂现场无消毒接触

池，次氯酸钠投加后经管道混合，消毒接触时间约 12 min，实验期间水温 14℃，

次氯酸钠有效氯投加量需 5 mg/L，出水粪大肠菌群数才小于 1000 MPN/个。

表 3 为污水处理厂有消毒接触池，接触时间 30 min，实验期间水温 17℃，有

效氯投加量为 4 mg/L，出水粪大肠菌群数小于 1000 MPN/个。验证试验结果

来看，粪大肠菌群数达标所需有效氯投加量需≥ 4 mg/L，与目前调研的次氯酸

钠消毒有效氯投加量平均值 3.7 mg/L 相近。 

此外，氧化还原电位（ORP）可反映水溶液中所有物质表现出来的宏观氧

化还原性，氧化还原电位越高，氧化性越强，故可考虑根据 ORP 数值判断消

毒出水氧化性，从而间接预估消毒情况。由图 1 可知，出水 ORP 和出水粪大

肠菌群数存在较好的相关性，污水处理厂可考虑根据出水 ORP 判断消毒效果。

由表 2 和表 3 实验数据及常州排水管理处运行经验表明执行 GB18918-2002 一

级 A 标准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加氯消毒后出水口 ORP 数值大于 600 mV 时，出

水粪大肠菌群数能够小于 1000 MPN/L。因此，可考虑在加氯消毒后出水口检

测 ORP 数值，辅助判断消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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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城镇污水处理厂不同次氯酸钠加药量消毒前后数据（无接触消毒池，管道混合，接触时间 12 min） 

次氯酸钠 

有效氯投 

加量/ 

（mg·L-1） 

粪大肠 

菌群数/ 

（MPN-L-1） 

游离氯/ 

（mg·L-1） 

总氯/

（mg·L-1） 

ORP/ 

mv 

COD/ 

（mg·L-1） 

氨氮/

（mg·L-1） 

总氮/

（mg·L-1） 

浊度 

/NTU 
PH 

0 ＞24196 / / 225 / 0.75 13.7 0.67 7.23 

1 ＞24196 0.04 0.09 283 24 0.51 12.9 1.90 7.08 

2 ＞24196 0.10 0.17 338 22 0.65 13.1 1.42 7.11 

3 ＞24196 0.13 0.43 380 26 0.89 13.5 1.28 7.09 

4 11010 0.28 0.46 418 21 0.33 12.7 1.25 7.12 

5 421 0.76 1.07 742 28 ＜0.02 11.9 2.50 7.15 

6 149 1.22 2.47 799 23 ＜0.02 11.6 1.12 7.11 

7 87 1.96 2.85 857 29 未检出 11.7 1.85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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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城镇污水处理厂不同次氯酸钠加药量消毒前后数据（消毒接触时间 30 min） 

次氯酸钠 

有效氯投 

加量/

（mg·L-1） 

粪大肠菌 

群数/ 

（MPN-L-1） 

游离氯/

（mg·L-1） 

总氯/

（mg·L-1） 
ORP/mv 

COD/ 

（mg·L-1） 

氨氮/ 

（mg·L-1） 

总氮/

（mg·L-1） 
PH 

0 2.6×105 / / 190 36 0.05 9.8 7.25 

2 ＞24196 0.09 0.35 501 32 未检出 10.2 7.23 

4 110 0.15 0.68 522 34 未检出 9.6 7.29 

6 52 0.44 0.79 768 30 未检出 10.1 7.32 

8 31 0.92 1.29 813 32 未检出 9.9 7.52 

10 10 1.42 1.90 832 35 未检出 9.8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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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粪大肠菌群与游离氯和 ORP 的关系 

（a：接触时间 12 min；b：接触时间 30 min） 

2.2 消毒方式分析 

紫外消毒由于具有光强易衰减、易光复活性等特点，且当尾水悬浮物浓度

较高时，会显著影响紫外消毒效果[14]。因此，随着我国执行一级 A 标准的城

镇污水处理厂逐步增多，以及对于粪大肠菌群数指标的逐渐重视，应用紫外消

毒工艺的城镇污水处理厂逐渐减少[15]。 

 

图 2  消毒方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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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氯酸钠作为消毒剂具有投加成本相对较低、运行管理方便、持久性效果

好等特点，因此应用较为广泛。由图 2 所示，在本次调研中发现，56 座城镇

污水处理厂中的 31 座单独采用次氯酸钠作为消毒剂，有 4 座污水处理厂仍采

用单独紫外作为消毒工艺，另 14 座在紫外的基础上增设了次氯酸钠消毒方式，

另有少部分污水处理厂采用二氧化氯+次氯酸钠或芬顿氧化+次氯酸钠的组合

工艺，前四者之和所占的比例总计高达 83.1%。 

二氧化氯作为一种强氧化剂，具有易爆的特性，因此需采取现场制取的方

式以确保安全。常用的制备方法为盐酸还原法[16]，由于原料为盐酸和氯酸钠，

这两种原料分为为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运输、保存、使用等要求较高，因

此在城镇污水处理厂使用的较少，在本次调研中，仅有 5 座污水处理厂采用单

独二氧化氯进行消毒。另二氧化氯发生器的产物中有消毒作用的主要为二氧化

氯和氯，产物产量常以有效氯计，目前常用测定方法为《二氧化氯消毒剂发生

器安全与卫生标准》（GB 28931-2012）中的五步碘量法[17]，即 Cl2、ClO2、ClO2-、

ClO3-在不同 pH 时与碘离子反应生成 I2，并用硫代硫酸钠溶液滴定游离 I2，测

得各物质含量确定有效氯含量。但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 pH 一般在 6.5～8 之

间，二氧化氯仅转化为亚氯酸盐[18]，按照产物中二氧化氯和氯的比值为 1 估

算，实际能发挥作用的有效氯量仅为发生器产生有效氯量的 42%，因此，在实

际运行中建议以实际能发挥作用的有效氯量来调控加氯和衡量其效果。 

臭氧具有接触时间短、无消毒副产物产生等优点，但也同样存在运行成本

高、无持久性杀菌效果的缺点[19]，因此应用较少，在本次调研中，仅 1 座污水

处理厂采用该方式，且该厂使用臭氧工艺的主要目的是去除难降解 COD，兼

顾消毒功能。 

由于受进水水质、污水处理工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

消毒处理单元情况较为复杂，本文针对以下 4 种常见情况分别给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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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目前仍在单独使用紫外消毒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议进行不同时间的

粪大肠菌群光复活率实验，也可结合当地环境监督部门取样检测方法，判断能

否满足实际要求；并充分考虑已有紫外消毒设施的紫外线剂量范围，确保在水

量出现波动等最不利条件下出水粪大肠菌群数的达标排放。如无法满足上述要

求，需考虑增设其他消毒方式； 

② 目前使用次氯酸钠消毒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议关注药剂投加量，定

期检测粪大肠菌群数等指标，掌握其与相关因素的关系，在确保出水粪大肠菌

群数达标的情况下，尽量降低次氯酸钠的投加量，减少余氯对于受纳水体的影

响；重视次氯酸钠药剂的存储、使用等管理，并关注次氯酸钠药剂中有效氯含

量的变化，以及时调整药剂投加比例，确保消毒效果。 

③ 目前使用二氧化氯消毒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议对比设备厂家给出的

有效氯数据和实际在污水消毒中可发挥作用的有效氯数据的差别（设备效率、

检测时不同 pH 的影响等），加强二氧化氯发生设备的维护保养，并确保有可

正常运行的备件；此外，需加强盐酸、氯酸钠等原料运输、保存、使用的管理，

确保产品合格、使用合规，在确保出水粪大肠菌群数达标的情况下，尽量降低

药剂的投加量，减少余氯对于受纳水体的影响。 

④ 新建及扩建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在深度处理末端已设置了芬顿、臭氧

等高级氧化工艺，且出水粪大肠菌群数稳定达标的情况下，可不另外单独设置

消毒处理单元。 

2.3 加氯消毒药剂投加量分析 

由调研的污水处理厂消毒方式分布情况可知，目前大部分城镇污水处理厂

采用加氯消毒。为确保加氯消毒效果，消毒工艺环节应当保证一定的消毒药剂

投加量和接触时间，一般采用 CT 值（即接触时间 T （min）×接触时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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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消毒剂残留浓度 C （mg/L））确定各污水处理厂相应的氯消毒参数，指导生

产运行。鉴于目前我国尚缺乏针对粪大肠菌群数达标的普适性 CT 值数据，建

议各地污水处理厂根据实际工艺运行摸索和总结适宜的 CT 值，以优化消毒工

艺运行。当前可根据有效氯投加量、接触时间和出水余氯含量等参数调控消毒

效果，同时加强出水悬浮物浓度的控制，确保出水的粪大肠菌群数稳定达标。 

 

图 3  有效氯投加量分布 

首先，含氯消毒药剂的投加量会直接影响尾水的消毒效果与经济成本，因

此有必要对调研污水处理厂的有效氯投加量分布进行分析，掌握目前污水处理

厂药剂投加量现状。由图 3 可知，在调研的城镇污水处理厂中，72%的污水处

理厂有效氯投加量在 1～4 mg/L 的范围内，14%的污水处理厂的有效氯投加量

过高，超过了 6 mg/L，其中有效氯投加量最高的污水处理厂高达 11.3 mg/L。

这可能是因为部分小型污水处理厂存在进水水量波动较大，对药剂投加量计量

不准确等问题，使得有效氯的投加量偏高。王雨等[20]针对次氯酸钠消毒过程中

的消毒副产物进行了研究，发现随着次氯酸钠投加量的增加，消毒副产物三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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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和二氯乙腈的生成量均随之增加。由此可见，过高的加药量容易造成出水

消毒副产物的增加，易对受纳水体的生态环境造成损害[21]。 

国内有很多学者研究了不同有效氯投加量对粪大肠菌群数的影响。李璐瑶

[22]探究了不同浓度次氯酸钠投加量对二级出水消毒效果的影响，当次氯酸钠

与二级出水的接触时间为 30 min，当有效氯的投加量为 3 mg/L，二级出水中

的粪大肠菌群数能够低于 1000 MPN/L，当提高有效氯的投加量为 4 mg/L 时，

粪大肠菌群数可以控制在 200 MPN/L 以内。赵琳等[6]研究了 30 min 内有效氯

投加量对灭活的影响，结果表明，当有效氯投量小于 2.5 mg/L 时，灭活率随着

有效氯投量的增加而升高，在有效氯投加量为 2.5 mg/L 时，已经实现了 100%

的灭活，并建议污水处理厂在处理尾水时控制有效氯的投加量为 2.5～3.0 

mg/L。濮晨熹等[3]探究了接触反应时间为 10 min 时不同有效氯投量对 MSBR

工艺出水的消毒效果，发现当有效氯的投量大于 3.3 mg/L 时，出水的粪大肠

菌群数可以达到一级 A 的标准。由上述文献中有效氯投加量与粪大肠菌群数

的关系可以得知，对尾水中投加有效氯的量在 2～4 mg/L 范围内比较合理，能

够保证粪大肠菌群数可以达到一级 A 的标准。 

本研究团队对 2 座一级 A 排放标准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进行次氯酸钠

消毒实验研究，厂一接触时间 30 min，有效氯投加量为 4 mg/L，实验期间水

温 17℃，出水粪大肠菌群数小于 1000 MPN/L；厂二现场无消毒接触池，次氯

酸钠投加后经管道混合，消毒接触时间约 12 min，实验期间水温 14℃，次氯

酸钠有效氯投加量需 5 mg/L 出水粪大肠菌群小于 1000 MPN/L。 

出水中的氨氮等指标的浓度差异会对污水消毒中次氯酸钠投加量产生的

影响较大。祝明等[23]研究了氨氮浓度对次氯酸钠消毒的影响，结果表明：水中

总余氯的浓度随次氯酸钠投加量的增加呈先升高后降低再逐渐升高的趋势，整

个反应过程符合折点加氯消毒理论；当次氯酸钠投加量与氨氮的比值为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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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氨氮消耗的次氯酸钠量最多，生成的总余氯量最少。何敏等[10]进一步研究

了氨氮变化对次氯酸钠消毒效果的影响，发现随着氨氮浓度的升高，最佳次氯

酸钠的投加量呈降低的趋势。而赵琳等[6]的研究结果却表明，在氨氮含量＜15 

mg/L，有效氯含量＜0.6 mg/L 时，随着氨氮浓度升高，次氯酸钠消毒效果降

低。由此可看出：①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次氯酸钠消毒的工艺参

数和运行效果尚缺乏统一的认识；②出水中氨氮等存在不一定会增加次氯酸钠

的用量；③在不同的氨氮浓度和有效氯的组合下，次氯酸钠的消毒效果也存在

一定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在规范条件下进行次氯酸钠加药量对氨氮、总余氯及

粪大肠菌群数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鉴于当前大部分执行 GB 18918-2002 一

级 A 标准的污水处理厂出水氨氮含量较低，表 1 调研数据中污水处理厂出水

氨氮年平均值为 0.41 mg/L，92%的污水处理厂出水氨氮年平均值小于 1 mg/L，

因此氨氮浓度对次氯酸钠的投加量影响相对较小，一般情况下不需考虑此指标

的影响，只有当污水处理厂进水受有毒有害物质冲击影响，导致生化系统硝化

性能大规模丧失的情况下，氨氮对于次氯酸钠的投加量会产生较大影响。 

由于受进水水质、水量、消毒前粪大肠菌群数、接触时间和水温等因素影

响，消毒药剂投加量会有所差异，各污水处理厂应关注药剂投加量，定期检测

粪大肠菌群数等指标，掌握药剂投加量与相关因素的关系，及时调整加药量。

我国《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2006）规定“无试验资料时，二级处理

出水有效氯投加量可采用 6～15 mg/L。”该数据是依据 2003 年 6 座污水处理

厂的加氯消毒数据确定的，和当时的条件相比，当前的污水处理厂在运行工艺

和出水水质（氨氮、SS、COD 和粪大肠菌群数等）要求上有较大区别，所需

加药量也会有较大差别。对当前大量污水处理厂加氯消毒设施运行调研、相关

文献总结和大量实验室和现场验证的结果表明，执行 GB18918-2002 一级 A 标

准的污水处理厂，消毒接触时间≥30 min时，有效氯投加量控制在 2.0～4.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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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粪大肠菌群数可达到排放标准要求；消毒接触时间＜30 min 时，需适

当增大有效氯投加量。 

2.4 加氯消毒接触时间分析 

消毒接触时间对污水消毒效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由图 4 可知，调研的污

水处理厂消毒工艺的接触时间主要集中分布在 11～30 min 之间，所占的比例

达到 47.7%；同时也存在 2%的污水处理厂消毒接触时间在 60 min 以上。但消

毒接触时间少于 10 min 的污水处理厂仍占有 27%的比例，17%的厂甚至不足

2 min。这可能是由于部分的污水处理厂内并未设置专门的消毒接触池，因此

仅依靠管道混合接触消毒；或设计的消毒接触池容量偏小，而进水水量超过了

设计容量，使得接触时间较短。何敏等[10]探究了反应时间对次氯酸钠消毒效果

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反应时间低于 2 min 时，次氯酸钠消毒的效果较差，当

反应时间在 15～30 min 时，次氯酸钠的消毒作用才可完全发挥，而超过 30 min

后，粪大肠菌群数则基本不出现下降。由此可见，消毒接触时间过短可能会造

成消毒效果的降低，还会使出水总余氯的浓度大大升高，增加产生出水消毒副

产物的风险（调研中发现个别厂，消毒药剂投加量低且消毒接触时间低，但出

水粪大肠菌群数仍合格，是因为取样时氯药剂未反应完全，在采样瓶中仍在继

续反应，所以存在采样的偶然性，不能代表实际消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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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消毒工艺接触时间分布 

朱彩琴等[24]研究了次氯酸钠接触时间与消毒效果的影响，当接触时间

为 5 min 时，有效氯投加量为 3.51 mg/L 时取得较好的消毒，粪大肠菌群数

未检出；而当接触时间为 30 min 时，达到较好的消毒效果只需 1.76 mg/L

的投加量。该研究讨论了采用 A/A/O-SBR 工艺中情况，不过，不同的处理

工艺如 MBR 等次氯酸钠接触时间与消毒效果也不尽相同。由表 1 可以看

出，一些按照规范控制有效氯投加量与接触时间的污水处理厂（如 W10，

W16，W49，W53 等），其出水的总余氯和粪大肠菌群数均能够保持较低的

数值，在确保充足的接触时间条件下这些厂的有效氯投加量并不高；而一些

污水处理厂的有效氯投加量虽然偏高，但出水粪大肠菌群数却高于按照规

范投加有效氯量的污水处理厂（如 W12 等），这可能是因为该厂的加氯消毒

接触时间较短，仅为 1 min，使得次氯酸钠与尾水还未充分接触就排出；另

外，还有一些污水处理厂在相同的接触时间下，有效氯投加量虽然较低，但

出水粪大肠菌群数依能保持较低的水平，如 W13，W32 等，通过调研分析

发现这些污水处理厂在消毒工艺前段增加了如芬顿等高级氧化工艺，能够

预先杀灭一些粪大肠菌群。我国《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规



专家观点 

- 311 - 

 

定二氧化氯或氯消毒的接触时间不应小于 30 min。由图 5 可知，结合文献

中有效氯投加量与消毒接触时间之间存在的相关性：在一定的接触时间范

围内，停留时间越长，所需加药量越低。 

 

图 5  粪大肠菌群数与接触时间和有效氯投加量的关系 

因此，建议执行 GB 18918-2002 一级 A 标准的污水处理厂：①加氯消毒

接触时间控制应≥30 min，条件受限的污水处理厂应尽量控制接触时间≥15 min

（15min 内消毒剂对粪大肠菌群的杀灭效率最快，时间延长后杀灭效率放缓），

在冬季气温较低时可适时延长接触时间；② 对于一些消毒前端采用了高级氧

化或 MBR 等工艺的污水处理厂，可在充足接触时间的条件下根据实际情况适

当的减少次氯酸钠的投加量；③ 对于无法改变接触时间或通过管道混合的污

水处理厂，则需根据实际情况，通过试验来确定具体的投加量，同时关注出水

端余氯。 

2.5 加氯消毒后出水余氯的控制分析 

城镇污水处理厂如采用加氯消毒，消毒后的出水中携带的余氯会一并排入

自然水体，如排入自然水体余氯量过高，会对受纳水体中鱼类和水生生物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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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影响，因此有必要关注消毒后出水余氯数据。 

加氯消毒出水若直接排入水体，会对鱼类或水生生物产生毒害作用，因此

有必须对排入水体的尾水余氯量进行严格控制[25]。美国国家环保局规定尾水

中总余氯应小于 0.011 mg/L[26]，而我国暂无相关标准。柏育材[27]等研究发现，

当余氯浓度为 0.2 mg/L 时，大黄鱼仔鱼的死亡率为 20%左右；江志兵[28]等研

究发现，0.1～0.2 mg/L 的余氯浓度已接近甚至超过海水鱼类的 30 min 半致死

浓度。由表 1 数据可知，调研的 56 座污水处理厂中有 24 座有出水余氯的测试

数据，出水总余氯在 0.09～8.5 mg/L 之间，平均值为 1.12 mg/L，总余氯浓度

在 0.20 mg/L 以上的占比达到 70%。 

因此，建议各污水处理厂：①优先确保出水粪大肠菌群数达标，在此基础

上，尽量降低消毒药剂投加量，从而降低出水余氯浓度，减少对受纳水体生态

环境的影响。 ②对于接触时间充足的，根据自身消毒接触时间进行投加次氯

酸钠后水中总余氯量衰减的实验，确定在不同的接触时间下需控制尾水中总余

氯量为多少能够保证出水粪大肠菌群数的达标；③对于接触消除时间较短或采

用管道加氯消毒的污水处理厂，则需要进行短时间按内或管道模型实验管道中

余氯含量的衰减情况，确定最佳的余氯含量。 

3. 结论 

（1） 紫外消毒具有持久性差的缺点，结合已有设施的紫外线剂量范围，应

进行不同时间、不同水量条件下的粪大肠菌群光复活率实验，确保实现出水的

稳定达标排放；如无法满足实际需求，应考虑设置其他消毒方式作为补充；目

前使用二氧化氯消毒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议对比设备厂家给出的有效氯数据

和实际在污水消毒中可发挥作用的有效氯数据的差别（设备效率、检测时不同

pH 的影响等），加强二氧化氯发生设备的维护保养，并确保有可正常运行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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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在确保出水粪大肠菌群数达标的情况下，尽量降低药剂的投加量，减少余

氯对于受纳水体的影响；新建及扩建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在深度处理末端已设

置了芬顿、臭氧等高级氧化工艺，且出水粪大肠菌群数稳定达标的情况下，可

不另外单独设置消毒处理单元；消毒前端采用膜处理工艺的污水处理厂，因膜

对病原微生物具有截留作用，可根据实验结果相应减少消毒药剂投加量。 

（2） 调研结果表明，加氯消毒（次氯酸钠和二氧化氯）应用最为广泛，当

前我国部分城镇污水处理厂无接触消毒池，消毒剂与污水的接触时间较短，无

法充分发挥消毒作用，是导致药剂投加量偏高的原因之一。研究结果表明，对

出水执行 GB 18918-2002 一级 A 排放标准的污水处理厂，当消毒接触时间≥30 

min 时，有效氯投加量控制在 2～4 mg/L，粪大肠菌群数可达到排放标准要求；

当消毒接触时间＜30 min 时，有效氯投加量需适当增大。由于受进水水质、水

量、粪大肠菌群数、接触时间和水温等因素影响，消毒药剂投加量会有所差异，

各厂应关注药剂投加量，定期检测粪大肠菌群数等指标，掌握药剂投加量与相

关因素的关系，及时调整加药量。 

（3） 建议执行 GB 18918-2002 一级 A 标准的污水处理厂，加氯消毒接触

时间控制应≥30 min，条件受限的污水处理厂应尽量控制接触时间≥15 min

（15min 内消毒剂对粪大肠菌群的杀灭效率最快，时间延长后杀灭效率放缓），

在冬季气温较低时可适时延长接触时间；对于一些消毒前端采用了高级氧化或

MBR 等工艺的污水处理厂，可在充足接触时间的条件下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

减少次氯酸钠的投加量；对于无法改变接触时间或通过管道混合的污水处理

厂，则需根据实际情况，通过试验来确定具体的投加量，同时关注出水端余氯。 

（4） 城镇污水处理厂如采用加氯消毒，消毒后的出水中携带的余氯会一

并排入自然水体，如排入自然水体余氯量过高，会对受纳水体中鱼类和水生生

物造成毒性影响。建议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优先确保出水粪大肠菌群数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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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再尽量减少消毒药剂投加量，从而降低出水余氯浓度，避免对受

纳水体生态环境的影响。 

（5） 城镇污水处理厂应加强游离氯、总余氯及粪大肠菌群数等指标的现

场检测。针对游离氯和总余氯的检测，如现场未安装在线余氯监测仪，可采用

便携式余氯仪快速测定余氯指标指导生产运行。针对粪大肠菌群数指标的检

测，如现场检测到水样中含有余氯时，应及时加入适量硫代硫酸钠试剂脱氯以

消除对粪大肠菌群数指标检测中的干扰，确保粪大肠菌群指标检测的准确可

靠。 

（6） 另因氧化还原电位（ORP）可反映水溶液中所有物质表现出来的宏观

氧化还原性，氧化还原电位越高，氧化性越强，故可根据 ORP 数值判断消毒

出水氧化性，从而间接预估消毒情况。根据常州排水管理处多年运行经验和无

锡市政公用环境检测研究院出水执行 GB 18918-2002 一级 A 排放标准的污水

处理厂加氯消毒后出水口 ORP 数值大于 600 mV 时，出水粪大肠菌群数能够

小于 1000 MPN/L。因此，可考虑在加氯消毒后出水口检测 ORP 数值，辅助判

断消毒效果。 

4. 展望 

结合已有的研究结果和目前城镇污水处理厂实际面临的问题，在以下几个

方面尚需深入的研究： 

（1） 城镇污水处理厂 MBR 工艺与常规工艺对于消毒药剂投加量的影响； 

（2） 进水粪大肠菌群数、pH、氨氮、还原性干扰物等因素对于不同消毒

工艺运行效果的影响，重点研究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加氯消毒适宜的 CT 值，

即加出水余氯和消毒接触时间与粪大肠菌群数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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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镇污水处理厂进水余氯衰减规律及对活性污泥的影响机理，为城

镇污水处理厂应对含消毒剂来水时的运行调控提供技术指导； 

（4） 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不同余氯及消毒副产物浓度对于受纳水体生态

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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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祖信：全流程实测揭露新冠病毒从病房到污水系统的传

播！ 

来源：给水排水公众号 

作者：徐祖信 

文章要点：本文针对城市排水系统的潜在风险开展评估，为协同控制疫情传播

和次生环境风险提供实证数据。 

1. 背景 

新冠病毒环境传播特性成为疫情防控中各方关心的问题。介水环境既是病

毒传播的重要载体，又是疫情防控产生次生环境风险和生态损伤的主要受体。

城市排水管网是否会成为残留病毒的藏身之所和传播途径，以及污水处理厂是

否存在风险隐患，相关科学数据极为缺乏，亟需检测并予以重视。同济大学环

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徐祖信院士负责了 “城市污水收集处理系统潜在传播风险

源控制策略”专题研究任务，本文针对城市排水系统的潜在风险开展评估，以

期为协同控制疫情传播和次生环境风险协提供实证数据。 

2. 采样点位和采样样品 

徐祖信院士团队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等相关单位鼎力支持下，选择上

海市定点隔离酒店、新冠肺炎患者定点医院的排水输送管道以及末端的城市污

水处理厂，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进行了采样，包括病房、消毒设施、市政管

网、污水处理厂四个场景。新冠病人集中救治医院在病房排水口、污水消毒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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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口取样，每个点取 4 个样；疑似病人隔离酒店在污水排入酒店外的集水井

中取样，一共 6 个样品；市政污水管网在沿线检查井中取样，每个点取 6 个

样；污水处理厂在进水和尾水处采样，每个采样点取 6 个样品。一共 44 个样

品，如表 1 和图 1 所示。 

表 1  采样点设置和样品数量 

取样点 
采样点* 

样品数 
取样点和样品 检测项目 备注 

隔离酒店 1*6 
室外排水井底泥

样品 
冠状病毒 

抽水马桶采用氯

片消毒 

新冠病人集中救治

医院 
2*4 

病房排水口污水

站出水 
冠状病毒 污水集中消毒 

受纳救治医院污水

的市政排水管网 
3*6 

2#，44#和 30#

检查井 
冠状病毒 

医院排水到污水

处理厂中途 

以上市政排水管网

末端污水处理厂 
2*6 

污水厂进水 

污水厂出水 
冠状病毒 

污水处理厂常规

尾水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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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 月 11 日取样点检测结果 

3. 分析方法 

采样样品送至上海公卫中心的科研中心实验室进行分析。以中国疾病预防

中心推荐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引物和探针序列，取 1～2ml 环境样品，采

用硕世生物自动化核酸提取仪提取 RNA，采用实时荧光 RT-PCR 技术，测定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4. 检测结果 

44 个样品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分析如下： 

集中收治病人的医院病房排放污水的四个样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均呈阳

性，说明新冠病毒的确可以通过粪便污水进入排水设施。 

医院污水处理消毒站出水至市政排水管网及下游污水处理厂进出水，均未

检出新冠病毒核酸。说明在严格消毒及规范处理情况下，新冠病毒可以有效灭

活。 

采样的某定点隔离酒店由于没有安装污水消毒装置，今年 2 月对其排水

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为弱阳性。此后，对每个居住房间的抽水马桶采用氯片消

毒，此次酒店排水检查井底泥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阴性。说明达到正常消毒

条件，可以实现社区排水管网中新冠病毒有效灭活。 

结论：新冠肺炎病人的粪便污水携带新冠病毒进入城市排水系统，污水正

常消毒方式和消毒剂量可以有效灭活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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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提出以下建议： 

（1） 鉴于新冠病人收治入院之前居住在居民生活小区，应当特别注意生

活小区污水管网的养护，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水冒溢。对于居家隔离人员，发

放消毒氯片置入抽水马桶，可以有效灭活新冠病毒。 

（2） 考虑到城市管网雨污混接问题，集中隔离点必须安装污水消毒装置，

对污水进行合理消毒处理后方可允许排入城市排水管网。 

（3） 由于无症状感染者居家的粪便排泄，城市下水道存在新冠病毒传播

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人员的感染防护工作，污水处理

厂尾水必须经消毒后排放，防止粪-口传播。 

（4） 集中收治新冠病人的医院污水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剂量实行正常消

毒，既可以实现新冠病毒的有效灭活，没有必要过量使用消毒剂，避免次生环

境风险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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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专项成果专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城镇污水处理厂 

加氯消毒设施运行建议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 

转载：中国给水排水公众号 

文章要点：为切实发挥城镇污水处理厂消毒工艺效能，有效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的卫生学风险，降低消毒副产物的环境影响，针对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普遍采

用的加氯（次氯酸钠、二氧化氯）消毒方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专项办特邀

有关专家在总结相关课题研究成果、地方实际运行经验和工程性试验的基础

上，研讨、提出城镇污水处理厂加氯消毒设施的优化运行建议，供城镇污水处

理厂相关专业人员参考和借鉴。 

1. 保障城镇污水处理厂消毒设施正常运行 

未经有效消毒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中可能存留数量不等的病原微生物，

随出水排入自然水体中，可通过直接接触、飞沫或气溶胶等途径传播，对人畜

健康和水生态环境产生风险。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将病原微生物指标粪大肠菌群数列为出水基本控制指标之一，要

求污水处理过程中必须进行消毒处理。调研发现，目前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厂消

毒设施运行主要存在的问题是：部分污水处理厂消毒接触时间不足、消毒剂投

加量过大和出水余氯含量过高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城镇污水处理厂应当严

格执行国家相关标准和规程，结合生产实际，在做好预处理、生物处理、深度



行业报告 

- 323 - 

 

处理等前序工艺单元运行管理的基础上，确保消毒设施正常运行，并加强消毒

工艺运行条件的优化控制，有效灭活处理出水中的病原微生物，确保粪大肠菌

群数稳定达到 GB 18918-2002 标准要求。同时，应严格控制出水余氯含量，降

低对后续受纳水体环境的影响。 

2. 合理确定消毒药剂投加量和接触时间 

为确保城镇污水处理厂消毒效果，消毒工艺环节应当保证一定的消毒药剂

投加量和接触时间，一般采用 CT 值（即接触时间 T（min）×接触时间结束时

消毒剂残留浓度 C（mg/L））确定各污水处理厂相应的氯消毒参数，指导生产

运行。鉴于目前我国尚缺乏针对粪大肠菌群数达标的普适性 CT 值数据，建议

各地污水处理厂根据实际工艺运行摸索和总结适宜的 CT 值数据，以优化消毒

工艺运行。在当前疫情期间，可根据有效氯投加量、接触时间和出水余氯含量

等参数调控消毒效果，同时加强出水悬浮物浓度的控制，确保出水的粪大肠菌

群数稳定达标。 

我国《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2006）提出“无试验资料时，二级

处理出水有效氯投加量可采用 6～15 mg/L”。该项规定是依据 2003 年 6 座污

水处理厂的加氯消毒数据确定的，而我国现有污水处理厂的运行工艺和出水水

质（如氨氮、SS、COD 和粪大肠菌群数等）要求，与当时的条件相比有较大

幅度提升，因此，消毒所需加药量应做适当调整。实际运行中反映出污水处理

厂消毒药剂加药量与消毒接触时间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在一定加氯消毒接

触时间范围内，接触时间越长，所需加药量越低。基于对大量污水处理厂加氯

消毒设施运行工况调研、实地分析检测以及相关文献梳理，发现执行GB 18918-

2002 一级 A 标准的污水处理厂，消毒接触时间≥30 min 时，有效氯投加量控

制在 2.0～4.0 mg/L 范围内，粪大肠菌群数可达到排放标准要求；消毒接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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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30 min 时，需适当增大有效氯投加量。城镇污水处理厂应按照 GB 50014-

2006 规定次氯酸钠和二氧化氯接触时间不小于 30 min。由于目前一些污水处

理厂未设消毒接触池，对于条件受限的污水处理厂，应尽量控制接触时间≥15 

min（15 min 内消毒剂对粪大肠菌群的杀灭效率最快，时间延长后杀灭效率放

缓）；对于无法改变接触时间或通过管道混合的污水处理厂，则需根据实际情

况，结合实验室模拟和生产性实验来确定具体投加量，并关注出水端的余氯含

量。 

由于全国各地情况差别很大，污水消毒工艺受进水水质、水量、消毒前

粪大肠菌群数、接触时间和水温等因素影响，在不同条件下所需消毒药剂投

加量会有所差异。建议各地污水处理厂应定期检测粪大肠菌群数等指标，掌

握粪大肠菌群数与药剂投加量、接触时间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根据本厂消毒

单元进水水质、水量、水温、消毒药剂的实际有效氯含量以及接触时间等因

素，合理确定投加量，在确保粪大肠菌群数达标的前提下，尽量降低出水余

氯含量。 

3. 控制出水余氯对受纳水体的影响 

城镇污水处理厂加氯消毒后，出水中携带的余氯也一并排入到自然水体

中，如排入自然水体的余氯量过高，会对受纳水体中鱼类和水生生物产生毒性

影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建议城镇污水处理厂在优先确保出水粪大肠菌群数

达标的基础上，尽量减少消毒药剂投加量，从而降低出水余氯含量，避免对受

纳水体生态环境的影响。 

4. 加强消毒效果相关指标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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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污水处理厂应根据相关标准或方法加强余氯（游离氯、总余氯）及粪

大肠菌群数等指标的检测。如现场未安装在线余氯监测仪，可采用便携式余氯

测定仪等快速测定游离氯、总余氯指标，据此指导生产运行。有条件的污水处

理厂可连续检测一定时间间隔采集的瞬时样，并对检测结果进行数据分析，以

便对消毒工艺的运行稳定性及剂量的合理调整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专报素材由以下专家提供： 

江南大学  李激 

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杭世珺 

无锡市政公用环境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谈振娇 

常州市排水管理处  吕贞 

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  熊红松 

中国人民大学  王洪臣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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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全国 2109 座定点医院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 

来源：国家长江保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 

转载：净水技术公众号 

文章要点：截至 2 月 24 日，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接收定点医院污水的城镇污水处理厂 2109 座。目前，99.2%的定点医院建

有污水处理设施，剩余 0.8%的定点医院（共计 21 家）采取应急措施处理污水，

污水经消毒达标后通过市政管网或封闭罐车进入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目前这

些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并且严格落实消毒措施。通过排查，累计发现污水处

理能力不足、运行不正常、消毒措施不落实等三大类 342 个问题，已全部整

改完成。 

1. 国家部署 

生态环境部于 2020 年 2 月 1 日印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医疗污水和城镇污水监管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医疗污水和城镇污水

监管工作，严禁未经消毒处理或处理未达标的医疗污水排放，防止新型冠状病

毒通过污水传播扩散。通知明确，已发生疫情的地方，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要指

导督促相关医疗机构对污水和废弃物进行分类收集和处理，做到稳定达标排

放；对没有医疗污水处理设施或污水处理能力达不到要求的，应督促因地制宜

建设临时性污水处理罐（箱）；加强对医疗污水消毒情况的监督检查，严禁未

经消毒处理或处理未达标的医疗污水排放。对城镇污水处理厂，要督促其加强

消毒工作，确保出水粪大肠菌群数指标达到相关排放标准要求。未发生疫情的

地方，要密切关注疫情发展动态，并要求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接纳医疗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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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城镇污水处理机构等提前做好应对准备。通知还要求加大农村医疗污水处

置的监管力度、禁止医疗污水进入农田灌溉渠道、防范医疗污水污染饮用水源、

加大重点场所监督检查力度、做好信息发布共享等。 

通知以附件形式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污染的医疗污水应急处理技术方案

（试行）》。《技术方案》明确规定疫情期间，接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或疑似患者诊疗的定点医疗机构（医院、卫生院等）、相关临时隔离场所以及

研究机构等产生的污水，应作为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进行管控，强化杀菌消毒，

确保出水粪大肠菌群数等各项指标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相关

要求。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组织编制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传染病应

急医疗设施设计标准》于 2020 年 2 月 6 日起发布施行。该标准适用于改扩建

和新建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传染病应急医疗设施工程的设计，提出了传

染病医院新的防控技术体系，对于医疗废水的处理，该标准根据小汤山医院污

水处理经验和全国污水处理统计运行数据，规定了应急医疗设施在无法实施二

级生化污水处理时，指出加强消毒处理工艺，明确了设计参数。 

2. 地方响应：强化医疗废水处置的环境监管 

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污水和城镇

污水监管工作的通知》之后，各地生态环境系统第一时间进行了转发和贯彻落

实，部分省市相应制定了省级规定，进一步强化医疗废水处理和环境监管。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于 2 月 3 日下发《关于认真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医疗废水和城镇污水监管工作的通知》，全面加强对医疗污水及城镇

污水的监管。针对定点医疗机构，《通知》要求，全省生态环境部门要积极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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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卫生健康管理部门，指导督促接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或疑似患者

诊疗的定点医疗机构（医院、卫生院等）、相关临时隔离场所及研究机构，严

格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参照《新型冠状病

毒污染的医疗污水应急处理技术方案（试行）》等有关规范要求，对污水和废

弃物进行分类收集和处理，确保稳定达标排放。对没有医疗污水处理设施或污

水处理能力未达到相关要求的医院和集中隔离场所，应督促其根据要求建设临

时性污水处理罐（箱），采取加氯、过氧乙酸等措施进行杀菌消毒。必要时加

密消毒频次，严禁未经消毒处理或处理未迗标的医疗污水排放；针对城镇污水

处理设施，《通知》要求，积极协调住建（水务）部门，督促各城镇污水处理

厂加强消毒工作，采取投加消毒剂或臭氧、紫外线消毒等措施，确保出水粪大

肠菌群数指标达到标准要求。密切关注设施进水水质余氯指标的变化，对余氯

量偏高等情况，及时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确保出水稳定达标排放；在饮用

水水源地方面，《通知》要求全省按照《湖北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应急监测方案》要求，合理确定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頻次，必要时加密监

測，发现问题及时预警报告。严格按照应急管理要求，抓好城乡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和管理，加强水源地巡查检查，配齐应急处置物资，防范污染风险，

确保水源安全。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于 1 月 29 日，与省卫健委、省住建厅联合制定下发《关

于切实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废水及特殊垃圾管理的紧

急通知》，三部门联合下文的做法极大增强了防控合力。《通知》要求，各类医

疗机构要建立完善污水处理设施运营台账，保障设施正常稳定运行，废水达标

排放，严禁超标排污和偷排偷放。生态环境部门按规定开展污水取样和监测，

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印发《贵州省开展医疗废物和医院污水处理（置）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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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方案》，专项执法检查组进行专项检查，各市级环保部门也

开展了相关检查工作，要求加强医院污水处理系统运营管理，特别是在发热病

区或传染病区产生的污水要先行消毒在进入处理系统，特殊时期要增加消毒药

剂的投药量，确保消毒效果。要注意做好相关医疗废物、医院污水收集、运行

管理人员的安全防护，避免疫情传播。 

3. 武汉市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医院医疗废水处理 

3.1 火神山医院 

2 月 3 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入住武汉市火神山医院。医院

每天产生多少废水？如何处理？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又如何处置？中国环

境报记者连线了高能环境旗下专业水处理公司——嘉源环保的副总经理谭

金。谭金接受中国环境报记者采访时说，2 月 1 日，我们医疗废水处理运营

团队就提前进驻现场，2 月 2 日开始调试。截至 2 月 6 日，已处理废水 1 250 

m3。目前污水处理站处理流量计显示，医院的废水产生量每日 400 m3 左右，

污水处理站的设计日处理量达 800～1 000 m3，完全可以处理医院的全部污

水。 

火神山医院虽然建设任务紧急，但环境保护标准一点没降，污水处理设施

与医院同步设计，严格按照医疗废水处理规范和相关要求建设。鉴于新型冠状

病毒的传染性强，医院的污水处理工艺标准必须高于普通传染病医院。火神山

医院的废水要经过哪些处理程序呢？据了解，这些废水从排出到处理合格要经

过预消毒、化粪池、调节池、生化处理（降解 COD 和氨氮）、沉淀、二次消毒

等多道严格的处理工序，最终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才会排入

市政管网。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经浓缩脱水后集中清运处理，污水处理站的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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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也将经收集消毒后排放。 

而且医院配备了两组污水处理系统，在一组系统发生故障或进行检修

时，仍有一组系统可以运行，实现“双保险”。医院区域的雨水也会单独收

集，进入调蓄池统一消毒合格后，排放至市政污水管网。前期的防渗工程，

已经利用 HDPE 膜为火神山医院 2.5 万 m3 地下基础穿上了“防护服”，加之

医疗废水与雨水得到妥善处理，不会让一滴污水进入地下，污染周围土壤和

水体，见图 1。 

                                 

     埋入地下的污水处理设施                  生化池及二次消毒池 

图 1  火神山医院现场施工图 

谭金说，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强传染性，不仅“滴水不漏”是防止污染扩

散、抑制病毒蔓延的关键，个人防护也是污水处理站安全运营的重中之重。根

据现场情况，高能环境科学制定运营管理方案，将“按要求佩戴防护用品进行

安全操作，严格执行消毒杀菌程序”视为火神山污水处理站的运营铁律，保障

人员健康，确保污水处理站全天候安全运营，守住疫情防控环境安全底线。 

3.2 方舱医院医疗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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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3 日，武汉市计划在江汉区、武昌区、东西湖区建设“方舱医院”，

用于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轻症患者，先期修建的三处“方舱医院”，

位于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洪山体育馆、武汉客厅。简单的说，方舱医院就是由

医疗功能单元、病房单元、技术保障单元三部分构成的模块化野战卫生装备。

截至 2 月 5 日，武汉在建或将建的“方舱医院”达到 13 所。此次武汉“方舱

医院”与解放军野战方舱医院有所不同，场馆多由大型会展中心、体育馆等

改建而成，移动性主要体现在病床和可运输的医疗设施，投用后可提供床位

万余张。 

这种大量患者集中收治的“方舱医院”中，医疗污水、医疗废物如何有效

处置？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方舱医院’将做好隔离分区及医疗废水废物处理。 

对于“方舱医院”的医疗污水和废物问题，湖北省武汉市生态环境部门也

早有准备。目前，武昌区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的污水排口环保自动在线监

测系统已经安装到位。据前方媒体了解，在各家“方舱医院”，对诊疗设备、

医疗废水等均有专门安排。如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医患流线将完全独立，污

物单独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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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在水环境中潜在传播途径 

与风险控制关键节点 

来源：环境保护期刊 

作者：郑祥、张巍、石磊、程荣 

摘要：环境中许多病毒以空气或水为媒介产生感染，导致疾病的大规模流行。

通过现有研究可初步判定：新型冠状病毒可以通过消化道传播、接触传播和呼

吸道传播三种途径感染人群。通过新型冠状病毒在水环境系统中的迁移轨迹研

究发现：病毒在迁移过程中存在 10 个风险控制的关键节点。病毒携带者生活

空间、污水处理系统的上游（管网系统）/ 中游（水处理系统）/ 下游（污泥

处理系统）、污水再生利用过程、饮用水环节的风险管控是最为关键的 4 个环

节。在此特殊时期，必须对“患者生活/ 治疗区域—污水管网系统—污水处理

系统—受纳水体—给水系统”进行全流程管控，从而实现预防病毒污染扩散的

全过程风险管理。 

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水环境；粪口途径；传播途径；风险管控 

1. 新型冠状病毒传播途径分析 

病毒感染性疾病的传播途径多种多样，但在许多病毒性疾病发生和流行过

程中，水是病毒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介。许多病毒可以长期存活于水/污水中，并

随水流动四处传播，既可以通过污染饮用水或食物而被人体摄入（消化道传

播）、接触黏膜或伤口进入人体（接触传播），也可以借助飞沫或气溶胶被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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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呼吸道传播）导致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和 SARS 的致病病毒均属于冠状病毒，但新型冠状病毒比

SARS 病毒更具传染性。就传播途径而言，SARS 主要通过面对面近距离接触

了病人打喷嚏或咳嗽时喷出的含有病毒的飞沫而传播的。已有确诊病例表明，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主要通过咳嗽或打喷嚏的飞沫传播。1 月 27 日，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

提出新型冠状病毒传播途径：经呼吸道飞沫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亦可通过

接触传播[1]。1 月 31 日发表的 First Case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theUnited 

States 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患者粪便中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2]。随后，武汉大

学人民医院和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联合研究也发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患者的粪便和肛拭子中发现病毒核酸。与此同时，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也

在某些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粪便中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这意味在飞沫传播与接触传播的基础上，新型病毒还存在一定的粪—口

传播途径的可能性。粪—口途径也被称为消化道传播，即一些传染性疾病的

病原体能够在粪便中存活，可以通过消化道排出的粪便进行传播。2 月 8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 修

正版）》将第四版的病毒传播途径修改为“经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是主要

的传播途径，气溶胶与消化道等传播途径尚待明确” [3]。这一修改也表明：

新型冠状病毒有很大可能可以通过消化道传播、接触传播和呼吸道传播三

种途径感染人群。 

在近年间发现的各种“新兴”病毒几乎都可以通过水进行传播。而在以往

的病毒性疾病发生与流行过程中，“水”也都成为病毒传播的重要媒介[4]。目前

已发现的介水传播病毒有 700 余种，其中大约有 140 余种可以通过粪便进入

水体。由于感染者所排泄的粪便中含有大量的病毒，所以生活污水是水体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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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污染的重要来源。病毒在离开宿主的条件下，能以无生命的生物大分子状态

稳定存在并长期保持其感染活力。图 1 是整个水循环链条中病毒的迁移轨迹，

也就是病毒暴露及人类接触的可能的风险点[5]。携带病毒的粪便从市政排水管

网直排/通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进入受纳水体。病毒在这一迁移过程中，共有

A—J 这 10 个风险控制的关键节点。在这些关键节点中，共有 7 个过程/空间

存在病毒传染的风险： 

（1） 患者生活/治疗区域，其密切接触者有很高的被感染风险；（2）市政

排水管网区 B 的工作人员；（3）污水处理厂 D（包含市政污水处理厂与医院污

水处理设施）的工作人员；（4）污泥处置设施 F 的工作人员；（5）市政给水厂

I 未能灭活受污染源水中的病毒，不合格的自来水导致用户感染的风险；（6）

城市污水管 B 泄漏导致地下水系统 H 受病毒污染；（7）公众与受病毒污染的

环境水体 G 密切接触导致感染的风险。 

 

A 粪便 B 市政排水管网 C 污水直排口 D 污水处理厂 E 尾水排放口 

F 污泥处置 G 受纳水体 H 污水管泄漏 I 自来水厂 J 用户 

图 1  新型冠状病毒在水环境系统中的迁移轨迹及人暴露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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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关键节点控制 

2.1 患者生活/治疗区域的病毒污染管控 

虽然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及归趋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清晰，但绝大多数

病原体通常可在下水道传播，并存在通过气溶胶在一定空间内传播的可能。病

毒携带者便后冲水，含有病毒的粪便挥发到空气中，在通风效果不佳的状况下，

人可能通过呼吸被感染。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做好对感染患者使用过的厕所彻

底消毒，保证厕所的通风外，还要排查受疫情扩散污染社区的下水道系统。2003

年香港淘大花园发生的污水管道泄漏导致 SARS 病毒蔓延和集体感染的事件

[6]，提醒排污管道系统要进行足够的保养维修。因此，已受到疫情扩散污染的

社区、场所的污水再生利用设施，应暂时停止向市政、绿化等公共场所供水。 

接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或疑似患者诊疗的定点医疗机构作为受病

毒感染的人群聚集地，是疫情防控关键的区域之一。医院污水处理设施收集医

疗污水，并将处理后的污水排放到邻近的水体。因此，医院污水处理既是新型

冠状病毒的“汇”，又是生物性污染的“点源”。定点医疗机构必须做好医疗污

水收集、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污染物排放等监督管理；规范医疗污水应急处理、

杀菌消毒要求，防止新型冠状病毒通过粪便和污水扩散传播。 

2.2 职业暴露风险的管控——市政排水管网/污水处理系统（包含市政污水处

理厂与医院污水处理设施）/污泥处置设施的工作人员 

未经处理的城市废水中含有的病毒数目在 7×103～105 PFU/L 以上[7]，污

水经过二级处理后，病毒的数量虽然有所减少，但出水中病原微生物的数量与

病毒的检出率仍然很高[4]。与细菌相比，病毒对空气的氧化、温度的变化、紫

外线等作用有更强的抵抗能力，在环境中能存活更长的时间。由于病毒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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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并且安全性差，因此长期以来病毒一直没有纳入污水的监测指标体系。而

在污水处理过程中，任何一种有助于污水气溶胶化的机械设备，都会导致病毒

气溶胶的产生。在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过程中，由于曝气设施的使用，导致大量

的气溶胶产生并进入大气，病毒气溶胶一旦产生就按三维空间规律播散到一切

空气可到达的环境中去，通过皮肤损伤、消化及呼吸道侵入机体。同时，各种

机械作用都可使已经沉积在物体表面的微生物气溶胶粒子再次扬起，这种再生

性导致微生物气溶胶感染具有长久性。有研究表明，生活污水处理厂产生的病

毒气溶胶可播散到 1000～1500m 远，并可能对附近的居民产生影响[8]。因此，

必须提高疫区现有污水生物处理系统的病毒去除效率、降低病毒经气溶胶传播

的风险、提高城市污水处理系统在保障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能力。 

污水处理过程主要通过分离与灭活两种方式降低病毒的浓度：分离是指病

毒附着在颗粒物或絮体（如沙砾、污泥、混凝剂形成的絮体等）上，通过过滤

或沉淀等方式减少污水中的病毒量；灭活是指病毒受环境因素影响或者消毒剂

作用后，丧失感染性，失去繁殖和致病能力。污水处理过程中通过分离导致的

病毒减少并不等价于灭活，病毒很大程度上仅是从液相转移到固相，即病毒从

污水转移到污泥中。因此，污泥中病毒的灭活不可忽视，在污泥处置过程要充

分考虑到相关病毒学安全性问题。 

市政排水管网/污水处理系统/污泥处置设施的现场工作人员接触污水、微

生物气溶胶的密切性与频繁性，导致感染风险的大幅度上升。在此特殊时期，

必须加强市政排水管网/污水处理系统/污泥处置设施这三类现场操作人员的

安全防护意识：在排水管网、污水提升泵站、沉砂池和曝气池等高风险处理单

元操作时应提高防护等级，佩戴口罩和手套与护目镜；进入封闭空间进行较长

时间操作时，建议穿着防护服并佩戴呼吸器。 

2.3 污水再生利用过程的风险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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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北方地区，以污水处理厂出水等非常规水源补给为主的河/湖逐渐

成为城市群下游河流的主导类型；而随着“海绵城市”建设的推进，以污水处

理厂尾水为补给水源的城市湿地公园近年来亦大量涌现。然而，再生水的水源

一般为城市污水处理厂的二级出水，含有种类繁多的病原微生物[9]。如果污水

中存在的病毒没有得到有效地去除，当再生水用于景观水体的补给时，其中的

病毒可在气水界面处扩散直接进入大气，也可在水滴飞散时/气泡上浮至水面

而破裂时产生微生物气溶胶，大幅度增加人群的暴露风险。有研究表明，因喷

灌用水雾化程度较高，当用含病毒的再生水进行喷灌时极易形成病毒气溶胶，

而当气溶胶中的病毒附着于其他物质而处于结合状态时，可免受生物学和理化

因素的灭活作用，从而长期保持其感染力。因此，严格控制再生水的微生物特

别是病毒浓度，对保障人群健康、降低环境风险至关重要。 

2.4 饮用水环节的风险管控 

在降雨天气下，未经处理的污水可能排放到地表水中。易受病毒污染的饮

用水来源包括地表水体（如水库、池塘、湖泊和河流）、地下水含水层和雨水

收集系统。病毒的传播过程可能包括水源地的污染，未处理（包括未消毒）水

的分配；以及可能通过口服受污染的水或通过用受污染的水洗漱引起感染性接

触。基于此，生态环境与市政部门要加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预警监测，疫情防

控期间，在饮用水水源地常规监测的基础上，增加余氯和生物毒性等疫情防控

特征指标的监测，防范医疗污水污染饮用水水源；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采取措施、

查明原因、控制风险、消除影响，切实保障饮水安全。 

特殊时期，建议停止未处理过沉淀池排泥水和滤池反冲洗水回收，并经过

消毒等安全处理后排放[10]。考虑病毒等微生物在滤池和反冲洗水中的富集以

及某些病毒通过空气飞沫、密切接触的传播途径特性，建议操作人员在滤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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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反冲洗和其他曝气工段中佩戴口罩和勤洗手进行个人预防。 

3. 结论 

在疫情发生期，生态环境、市政管理与公共卫生管理部门必须密切配合，

对“患者生活/治疗区域—污水管网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受纳水体—给水系

统”进行全流程管控，从而实现预防病毒随水环境系统扩散的全过程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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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疫情下，关于污水处理厂尾水消毒技术的思考和展望 

来源：中国给水排水公众号 

作者：郑群 

文章要点：本文介绍了氯消毒、二氧化氯消毒、次氯酸钠消毒等消毒工艺的消

毒效果与发展趋势，并指出消毒副产物，运输、存储空间等问题迫切需要新型

消毒工艺技术的研究和发展。 

1. 传统消毒方式的局限 

在过去的 100 年里，全世界水处理采用加药消毒，是保护人民身体健康的

重要手段，氯消毒、二氧化氯消毒、次氯酸钠消毒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

域受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 

消毒副产物问题，运输、存储空间问题，传统的加药消毒方面面临严峻的

挑战，迫切需要新型消毒工艺技术的研究和发展。 

2. 新型消毒工艺 

（1） 紫外线技术由于其消毒效率高，广谱性，对隐孢子虫、贾第鞭毛虫有

较好的灭活效果。在常规消毒 CT 值范围内不产生副产物，占地面积小，运行

费用低，对环境友好而受到广泛关注。 

（2） 当前紫外线消毒技术也存在一些困扰问题：没有持续性消毒效果，设

备厂家参差不齐，进口设备价格高，维护费用较高；国产设备套管清洗技术不

成熟，节能降耗技术不够先进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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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B 排放标准达标率还算可以，提标升级改造至一级 A 标准时，由于

前处理工艺里投加了大量絮凝剂，污水中生成了大量的螯合物，附着在紫外线

套管上，透光率明显降低，消毒达标风险较大，紫外线消毒技术受到空前的怀

疑。很多污水处理厂负责人受伤害了，纷纷选择加药消毒。 

3. 联合的、协同的、多级屏障消毒会不会成为发展趋势？ 

（1） 过去的两年，把紫外线做为主消毒，辅助投加少量次氯酸钠的联合消

毒方式受到了越来越多净水厂的最佳选择。 

（2） 投资少、占地小、运行费用最低、运行更安全，削减了 95%以上的二

次污染排放量，对环境友好，验收确保达标。 

（3） 以某污水处理厂每天处理十万吨规模做对比，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十万吨污水处理厂尾水消毒工艺对比分析说明 

工艺类型 次氯酸钠投加设备工艺 紫外 C 消毒设备工艺 

1 
土建投 

资成本 
  

 1.1 接触池 180 万元 60 万元 

 1.2 设备间 80 万元 0 

2 设备成本 130 万元 130 万元 

3 
设备运 

行成本 
0.05～0.08 元/吨 

0.008 元/吨 

（电费） 

0.007 元/吨 

（灯管更换费用） 

4 
一年运 

行成本 
182～292 万元 54.7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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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类型 次氯酸钠投加设备工艺 紫外 C 消毒设备工艺 

5 特点说明 

优势：a、为持续性消毒； 

劣势：对水质有污染，水

体的残余氯与水中有机

物发生取代反应，生成

有机氯化合物，具有三

致危害（致癌、致畸性、

致基因突变）；并导致人

体消化和泌尿系统癌症

危险增加。 

特点： 

a、占地面积小； 

b、使用无安全隐患； 

c、对环境无二次污染； 

d、运营成本低（紫外线消毒约

合 1.5 分钱/吨；次氯酸钠消毒

约合 8 分钱--1 毛钱/吨）。 

注：为确保出水环保验收达标，建议备用一套小型次氯酸钠现场投加装置，特殊时期

可以少量投加次氯酸钠为辅。 

说明：（1）污水处理厂投加次氯酸钠有效浓度为 5-10mg/L；（2）1000 吨污水需要投

加 100 公斤 10%浓度的次氯酸钠；（3）1000 公斤 10%浓度的次氯酸钠消毒液市场价为 800

元；（4）10 万吨/天污水处理厂紫外线消毒需要配置 240W 功率的紫外线灯管 288 支；（5）

每支紫外灯的价格为 1200 元，寿命为 12000 小时，电费为 0.5 元/度；（6）一级 A 排放标

准的污水，需要投加絮凝剂，紫外线套管上容易形成螯合物。机械＋化学自动清洗装置对

确保消毒达标很关键。 

总结：单一消毒方式都是不完美的。采用紫外线为主消毒+次氯酸钠辅助

消毒的联合消毒方式科学实用。既节约了百万元以上运行成本，最大限度的降

低二次污染，对环境友好。 

根据中水回用标准，可投加次氯酸钠浓度为 0.5mg/L。每吨污水投加成本

为 0.004 元/t。一般不需要建专用的接触池。二沉池出水处投加，自然混匀即

可。 

（4） 近期北京卫视新闻频道报道了北京排水集团高碑店 100 万 t/天再生

水厂，采用了紫外线+次氯酸钠消毒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消毒效果 



研究分析 

- 343 - 

 

广州日报报道了广州水投集团采用的紫外线+次氯酸钠消毒工艺，自 1 月

24 日至 2 月 2 日，集团累积污水量 3 400 万 t，出水水质全部达标排放。 

首创股份在湖北的污水处理厂； 

北控水务在湖南下河线 20 万吨/天污水处理厂； 

宁波排水集团新周 16 万吨/天污水处理厂； 

...... 

以上众多污水处理厂已取得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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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关于污泥杀菌消毒的思考 

来源：中国给水排水公众号 

作者：颜莹莹，等 

文章要点：本文在此次 NCP 疫情中，污泥是重要的人暴露风险点，应给予充

分重视，主要梳理了污泥杀菌消毒的相关要求和污泥中病原体控制方法，并对

标国际，提出集中开展相应的市政污泥中病毒灭活的试验和研究，在现有指标

的基础上补充一些危险性较大的典型病毒的限值和检测方式等建议。 

1. 前言 

2019 年 12 月，武汉市发生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病例，随着疫情在全国蔓

延，2020 年 1 月 26 日起全国多个省份已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

级响应。2 月 8 日，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英

文简称为“NCP”。2020 年 2 月 1 日，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透露，在某些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的粪便中检测出 NCP 病毒核酸阳性；2 月 2 日，

钟南山院士也在采访中提醒，要高度警惕新型冠状病毒粪口传播的问题。这就

说明，病毒存活于感染者的排泄物，通过排水系统进入污水处理厂后，可能会

转移到污泥中进行传播。 根据资料显示，与 NCP 病毒相似的 SARS 病毒可以

在尿液、粪便中长时间存活。根据 2004 年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学环境医学研

究所发表在《环境与健康杂志》的论文“SARS 冠状病毒的抵抗力研究”，在温

度为 20℃的条件下，SARS 冠状病毒在粪便中可以存活 3 d，在尿液中可以存

活 17 d。在更低的温度下，病毒的存活时间更长，例如在 4℃的温度下，SARS

病毒在粪尿中可以存活 17 d 以上。NCP 病毒与 SARS 病毒同属于呼吸道病毒，



研究分析 

- 345 - 

 

特性相似，因此，可以借鉴这些数据。 

2. 国内污泥杀菌消毒的相关要求梳理 

2.1 污泥杀菌消毒的必要性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是污水处理的产物，主要来源于初次沉淀池、二次沉

淀池等工艺环节。未经处理的污泥中含有较多的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卵。在污

泥的处理处置过程中，它们可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如污染土壤、空气、水源），

并通过皮肤接触、呼吸和食物链危及人畜健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植物病

害的传播。 

通常用卫生学指标来衡量污泥中病原体的数量。根据住建部和发改委于

2011 年联合发布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技术指南》（试行），污泥的

卫生学指标主要包括细菌总数、粪大肠菌群数、寄生虫卵含量等。 初沉污泥、

活性污泥及消化污泥中细菌、粪大肠菌群及寄生虫卵的一般数量见表 1。 

表 1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细菌与寄生虫卵均值（以干污泥计） 

污泥 

类型 

细菌总数 

（105个/g） 

粪大肠菌群数 

（105个/g） 

寄生虫卵 

（10 个/g） 

初沉污泥 471.7 158.0 23.3（活卵率为 78.3%） 

活性污泥 738.0 12.1 17.0（活卵率为 67.8%） 

消化污泥 38.3 1.2 13.9（活卵率为 60%） 

2.2 泥质标准中关于病原体的要求 

污泥中存在大量的病原体，被检出的病毒超过 100 种，但病毒和其他病原

菌的培养检验十分复杂和困难，因此目前执行的泥质标准中，均无明确的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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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指标要求，而以较易检验的粪大肠菌群数和细菌总数来表征。 ①粪大肠菌

群数粪大肠菌群和病原菌都存在于人类肠道系统内，每人每日排泄的粪便中含

有粪大肠菌群数约（1～4）×1 011 个，数量远远高于病原菌，但对人体无害；

由于粪大肠菌的数量多且容易培养检验，因此，常采用粪大肠菌群数作为卫生

指标。污泥中存在粪大肠菌就表明受到粪便的污染，并可能存在病原菌。 ②细

菌总数细菌总数是粪大肠菌群数、病原菌和其他细菌的总和，以 1 kg 干污泥

中的细菌总数表示。污泥中细菌总数反映了污泥受细菌污染的程度。细菌总数

愈多，表示病原菌和病毒存在的可能性愈大。细菌总数不能说明污染的来源，

必须结合大肠菌群数来综合判断。 表 2 是目前国内执行的污泥相关泥质标准

中对卫生学指标的要求限值，其中最严格的泥质标准是《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

处置 土地改良用泥质》（GB/T 24600-2009），粪大肠菌群菌值要求大于 0.01，

细菌总数要求小于 108 MPN/kg 干污泥，但仍无关于病原体，如病毒数量的限

值要求。 

表 2  污泥泥质指标中关于卫生学指标的要求限值 

标准名称 

限值 

粪大肠菌群 
细菌总数 

（MPN/kg 干污泥） 

蠕虫卵死亡

率（%） 

《城镇污水处理污泥泥质》

（GB 24188-2009） 
>0.01（菌值） <108 —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GB 18918-2002） 

103个/L 

（菌群数，一级

A 标准） 

— —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混

合填埋用泥质》（GB/T 23485-

2009） 

>0.01（菌值） — >95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土

地改良用泥质》（GB/T 24600-
>0.01（菌值） <108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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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限值 

粪大肠菌群 
细菌总数 

（MPN/kg 干污泥） 

蠕虫卵死亡

率（%） 

2009）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园

林绿化用泥质》（GB/T 23486-

2009） 

>0.01（菌值） — >95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林

地用泥质》（CJ/T 362-2011） 
≥0.01（菌值） — ≥95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单

独焚烧用泥质》（GB/T 24602-

2009） 

— — —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制

砖用泥质》（GB/T 25031-

2010） 

>0.01（菌值） — >95 

《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

（GB 4284-2018） 
≥0.01（菌值） — ≥95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水

泥熟料生产用泥质》（CJ/T 

314-2009） 

—— — — 

2.3 污泥处理处置过程中的病原体控制方法 

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处理处置全流程包括以下三个环节：①污泥预处理（污

泥贮存、浓缩、脱水等）；②污泥处理（深度脱水、热干化、消化、好氧发酵

等）；③污泥处置（土地利用、焚烧、建材利用、填埋等）。为了保证病毒在污

泥处理处置环节得到最大程度的控制，在全流程中都应考虑病原体的控制。 

①污泥预处理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的研究，冠状病毒是包膜病毒，这意味着它

们是最容易被消毒剂产品杀死的病毒之一。冠状病毒的结构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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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冠状病毒的结构 

仍以与 NCP 病毒极为相似的 SARS 冠状病毒为例，根据 2004 年军事医学

科学院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发表在《环境与健康杂志》的论文“SARS 冠状

病毒的抵抗力研究”，SARS 冠状病毒对常用消毒剂的抵抗力明显低于其他微

生物，污水中加氯量在 10 mg/L 以上时，冠状病毒就可完全杀灭；二氧化氯加

入量达到 40 mg/L 以上时，冠状病毒也可完全杀灭（见表 3）。 

表 3  氯和二氧化氯对污水中 SARS 冠状病毒、 

f2噬菌体、大肠杆菌的灭活率 

消毒剂 
加入量/ 

（mg·L-1） 

游离余氯/

（mg·L-

1） 

SARS 冠状病毒

灭活率/% 

f2 噬菌体

灭活率/% 

大肠杆菌 8099

灭活率/% 

氯 

5 0.11 68.38 30.91 0 

10 0.40 100 27.27 0 

20 0.50 100 79.09 100 

40 0.82 100 100 100 

二氧 

化氯 

5 0.00 0 0 0 

10 0.00 94.38 32.73 0 

20 0.00 82.22 42.7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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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19 100 60.00 99.46 

注：微生物加标量 SARS 冠状病毒为 101.75TCID50/mL、f2噬菌体为 1.1×105PFU/L、

大肠杆菌为 1.3×106CFU/L；水温为 20℃；消毒时间 30 min。 

因此，作为源头控制，在污泥含水率较高且仍处于液体状态的预处理阶段

投加消毒剂，是重要且有效的控制病原体扩散的措施。 

国家环保总局 2004 年发布的《医院污水处理技术指南》第六章“污泥、

废气处理”中提到的具体要求如表 4 所示。 

表 4 《医院污水处理技术指南》中关于污泥处理的要求 

项目 说明 

工艺流程 

污泥处理工艺以污泥消毒和污泥脱水为主。在污泥消毒池内投加石灰或漂

白粉作为消毒剂进行消毒。若污泥量很小，则消毒污泥可排入化粪池进行贮

存；污泥量大，则消毒污泥需经脱水后封装外运处置 

污泥消毒 

①污泥首先在消毒池或储泥池中进行消毒，消毒池或储泥池池容不小于处

理系统 24 h 产泥量，但不宜小于 1 m3。储泥池内需采取搅拌措施，以利于

污泥加药消毒。 

②污泥消毒的最主要目的是杀灭致病菌，避免二次污染，可以通过化学消毒

的方式实现。化学消毒法常使用石灰和漂白粉。 

a.石灰投量约为 15 g/L 污泥，使污泥 pH 值达 11～12，充分搅拌均匀后保持

接触 30～60 min，并存放 7 d 以上。 

b.漂白粉投加量约为泥量的 10%～15%。 

c.有条件的地区可采用紫外线辐照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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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说明 

污泥脱水 

①污泥脱水的目的是降低污泥含水率，脱水过程必须考虑密封和气体处理。 

②污泥脱水宜采用离心脱水机，在离心分离前一般采用有机或无机药剂进

行化学调质。 

③脱水后的污泥应密闭封装、运输 

以上技术指南虽是为医院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制定的，但在 NCP 疫情期

间，建议市政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可参照上述要求适当放宽执行。 作为疫情期

间的市政污水处理厂污泥应急消毒处理方式，可参照医院污水污泥的处理方

式，将污泥贮池作为污泥消毒池，通过投加石灰或漂白粉作为消毒剂进行强化

杀菌消毒。 

②污泥处理 

污泥脱水后一般尚不能满足污泥处置的泥质要求，需要进一步处理，以实

现污泥的稳定化、减量化和无害化，这个环节称为“污泥处理”。 依据住建部

2017 年发布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稳定标准》（CJ/T 510-2017），污泥

稳定是指“污泥通过生物、化学或物化处理，使处理产物达到不易腐败发臭、

控制病原体等要求”。污泥稳定生物处理工艺包括厌氧消化、好氧发酵和好氧

消化等；污泥稳定化学或物化处理方式包括热碱分解、石灰稳定、热干化和焚

烧等。表 5 是其中部分工艺的污泥病原体控制指标及限值，包括厌氧消化、好

氧发酵、好氧消化、热碱分解和石灰稳定。 

表 5  污泥稳定化后的病原体控制指标及限值 

污泥处理工艺 病原体控制指标 限值 

厌氧消化 粪大肠菌群菌值 >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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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氧发酵 粪大肠菌群菌值 >1.0×10-2 

好氧消化 粪大肠菌群菌值 >1.0×10-3 

热碱分解 粪大肠菌群菌值 >1.0×10-3 

石灰稳定 粪大肠菌群菌值 >0.5×10-6 

以上工艺均可实现脱水污泥中的病原体控制与减量，需根据污泥处置方式

进行选择和工艺设计。 对于仅有污泥脱水设施的污水处理厂，在疫情期间，可

将石灰稳定法作为污泥的应急消毒处理方式。石灰稳定法的投产速度快，通过

在脱水污泥中投加石灰，使温度和 pH 值升高，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尤其在

pH 值≥12 的情况下效果更为明显，从而保证污泥在后续运输和处置过程中的

卫生安全性。 

③污泥处置 

根据《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分类》（GB/T23484-2009）的规定，污泥

的处置方式包括：土地利用、污泥填埋、建材利用和污泥焚烧。 参考国家环保

总局 2004 年发布的《医院污水处理技术指南》第六章“污泥、废气处理”中

提到的“医院污泥必须按照医疗废物处理要求进行集中（焚烧）处置”，考虑

到最大程度杀灭病原体，避免病媒的接触和病毒的传播，对于具备条件的城市，

NCP 疫情期间的市政污泥处置应尽量选择焚烧，建议采用污泥单独焚烧、燃

煤电厂掺烧、水泥厂掺烧和垃圾电厂掺烧的方式。疫情期间污泥土地利用的，

应避免污泥施用土地的作物进入食物链，并在污泥施用的土地上设立醒目标

识，减少人的接触带来的暴露风险。 

3. 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 

3.1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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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曾于 2003 年组织编写了一份基于 503 法案的关

于污泥中病原体和病媒控制的研究报告“Control of Pathogens and Vector 

Attraction in Sewage Sludge”，现将报告中的要点摘录如下： 

①污泥中的病原体病原体是一种有机体或物质，能够引起疾病。病原体通

过几种不同的途径感染人类，途径包括摄入、吸入和皮肤接触。人类四大病原

体（细菌、病毒、原生动物和蠕虫）都可能存在于污水和污泥中，不同的污水

和污泥中的病原体种类的数量有很大的不同。 

②病原体通过污泥进行传播的途径 a.直接接触：接触污水污泥；穿过一片

刚施用污水污泥后不久的区域，比如田地、森林或填海区；处理来自于已施用

污水污泥的田地的泥土；大风、犁地或者耕作土壤，使污水污泥通过气溶胶或

灰尘扩散，并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b. 间接接触：食用在污水污泥改良土壤上

种植的受病原体污染的作物；食用受病原体污染的牛奶或其他食物，这些食物

来自于受污水污泥改良田种植的饲料污染的动物；摄入受污染的饮用水或娱乐

用水，污染原因是从施用污水污泥的土地中渗透到地下水含水层，或者通过流

过的地表径流转移；生吃或者食用未煮熟且受污泥施用场地污染的水体中获取

的鱼类；通过啮齿动物、昆虫或者其他媒介接触到污泥中的病原体。 

③污泥中病原体的控制 

控制污泥中的病原体和病媒的常用方式如表 6 所示。 

表 6  控制污水污泥中病原体和病媒的常用方法 

方法 效果 对应工艺 

高温（通过化学、生

物或者物理过程产

生高温） 

取决于温度和时间。足够长的

时间保持足够的温度可以将细

菌、病毒、原生动物和蠕虫卵减

①堆肥（利用生物过程产生热

量）；②热干化（利用物理过程生

成热量，如热气直接加热或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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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效果 对应工艺 

少到可检测水平以下。其中蠕

虫卵对高温的抵抗力最强 

加热）；③巴氏杀菌（物理热）；

④好氧消化（生物热）；⑤厌氧消

化（物理热） 

辐射 

取决于剂量。足够的剂量将细

菌、病毒、原生动物和蠕虫卵减

少到可检测水平以下。病毒对

辐射的抵抗力最强 

伽马射线或者高能电子束辐射 

化学消毒剂 

大大减少细菌和病毒，以及病

媒的接触可能。可能会减少原

生动物，但不能有效减少蠕虫

卵，除非与热法共同作用 

石灰稳定 

降低污泥中的挥发

性有机物含量（微

生物食物来源） 

减少细菌，以及对病媒的吸引 好氧消化、厌氧消化、好氧堆肥 

去除污泥中的水分 

减少病毒和细菌。只要污泥保

持干燥，就能减少对病媒的吸

引。可能对消灭原生动物有效，

需与热法相结合才能有效减少

蠕虫卵 

空气干化或者热干化 

3.2 欧盟 

欧盟在 2001 年发布了一份关于污泥中病原体减量的研究报告“Evaluation 

of sludge treatments for pathogen reduction”，分析了不同来源的污泥中的病原

体，包括市政污泥、化粪池残渣、肉类加工业、制革废水、蔬菜加工和造纸废

水，提出了影响污泥中病原体数量的主要因素有：温度、含水率、pH 值和停

留时间，并总结了降低污泥中病原体数量的主要方式和参数控制，如表 7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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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污水污泥减少病原体的方法概述 

工艺 参数 

条剁式堆肥 

污泥和辅料混合后使温度达到 55℃以上，堆肥至少 4 h 为一

个工作批次，每个批次完成后翻抛一次，完成 3 个批次后，

通过一段熟化期以完成堆肥过程 

槽式堆肥 

每一批污泥应至少在 40℃下堆肥 5 d 以上，这期间至少要使

温度在 55℃的时间超过 4 h，随后通过一段熟化期以完成堆

肥过程 

热干化 
污泥加热到温度超过 80℃后停留 10 min 以上，含水率下降

到 10%以下 

高温消化 

（好氧或者厌氧） 

污泥温度应至少达到 55℃，进料和出料之间的时间间隔至少

要 4 h 

热法处理后接污泥消化 
在 70℃下至少停留 30 min，然后立即在 35℃下进行中温厌

氧消化，平均停留时间为 12 d 

生石灰处理 
污泥和生石灰充分混合后使 pH 值上升到 12 以上，并使温度

达到 55℃以上至少 2 h 

4. 暴露风险防范 

在疫情防控期间，需要降低与病原菌的接触机会，降低感染风险。2020 年

2 月 1 日，生态环境部发出了《新型冠状病毒污染的医疗污水应急处理技术方

案》，其中提及“应尽量避免进行与人体暴露的污泥脱水处理，尽可能采用离

心脱水装置。”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 2004年发布的《医院污水处理技术指南》第六章的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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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污泥消毒中提到的“污泥脱水的目的是降低污泥含水率，脱水过程必

须考虑密封和气体处理。脱水后的污泥应密闭封装、运输。” 

以上标准是针对医疗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在 NCP 疫情期间，建议市政

污泥可参照此标准执行。 

除此以外，对于污泥处理处置的工作人员，需要做好个人防护。根据中国

环境出版社 2020 年出版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露风险防范手册：环保相关

从业人员》，污水和污泥处理工作人员应按照如下规程进行个人防护： 

①工作前。工作人员开始工作前要准备好医用外科口罩、丁腈等材质的防

水手套、工作服、护目镜、安全帽等防护用品，做好体温测量和记录。作业区

及各处理单元的厂房、设备机房配备消毒用品。有需要记录登记内容的工作人

员自备个人办公用品。 

②工作中。使用工具检修、操作时要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手套、护目镜，

必要时带防护面罩，使用前后对工具进行清洁消毒；口罩脏污、变形、损坏、

有异味时需及时更换。当需要检修的部位要求与污泥直接接触时，建议工作人

员可以内层佩戴丁腈手套，外层佩戴厚橡胶手套，检修结束后要立即洗手，对

检修工具及其他防护用具进行消毒。作业结束之后尽量要进行全面清洁，及时

更换被污染的外衣等。 

③工作后。工作完成要测量体温并做好记录，脱下防护用具后放到单独的

收集位置。口罩等一次性防护用具收集后集中处理，重复使用的防护用品必须

做消毒处理并风干后才可再次使用。 

5. 总结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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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城镇污水处理一向是重水轻泥，这也体现在国内研究城镇污泥病原

体控制的学者和文献较少上。此外，与市政供排水消毒相关的政策和标准对污

泥方面的论述和关注也较少，约束较为宽泛。因此，此次疫情是反思污泥处理

处置中的病原体控制的契机。基于以上的论述，提出以下总结和思考： 

①污泥由于富含营养物质，是病原体的良好营养基。在此次 NCP 疫情中，

污泥是重要的人暴露风险点，应给予充分重视，并集中开展相应的市政污泥中

病毒灭活的试验和研究。 

②污泥中存在大量的病原体，但在目前执行的泥质标准中，均无明确的病

原体指标和限值要求。建议在现有指标的基础上，补充一些危险性较大的典型

病毒的限值和检测方式。 

③NCP 病毒是包膜病毒，这意味着它们是最容易被消毒剂产品杀死的病

毒之一。作为源头控制，在污泥含水率较高且仍处于液体状态的污泥贮池中投

加消毒剂并搅拌是重要且有效的杀灭污泥中的 NCP 病毒的措施。 

④考虑到病原体的扩散，污泥的处理处置应减少暴露风险，尽量选用密闭

的输送和处理设施，如离心脱水机等。 

⑤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减少污泥中病原体的处理工艺可选用好氧发酵、厌

氧消化、石灰稳定、热干化、射线辐射等。 

⑥考虑到最大程度杀灭病原体，避免病媒的接触和病毒的传播，对于具备

条件的城市，疫情期间的市政污泥处置应尽量选择焚烧，建议采用污泥单独焚

烧、燃煤电厂掺烧、水泥厂掺烧和垃圾电厂掺烧的方式，对于疫情期间的污泥

土地利用，应避免进入食物链，并在污泥施用的区域设立醒目标识，减少暴露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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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农村生活污水 

设施运维管理思路探讨 

来源：中国给水排水公众号 

作者：童学强、徐东川 

文章要点：本文结合农污设施运维管理工作特点，提出农污设施运维管理防控

应对措施。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污水处理行业提出的新要求，近期国内多

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提出了应急对策，为防止新冠

病毒通过农村生活污水（以下简称“农污”）设施传播，保障了广大村民和维

管人员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1. 新冠病毒在污水中的存活情况分析 

1.1 新冠病毒可以在粪便中存活 

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微博消息[1]，2020 年 2 月 1 日，深圳市第三

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研究发现，在某些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粪便中检

测出 2019-nCoV 核酸（新冠病毒）阳性。2020 年 2 月 14 日，中国给水排水公

众号发布消息[2]，“钟南山团队在患者粪便中检出新冠活病毒，专家提示需注

意下水道通畅！”。因此，新冠病毒可通过粪便途径传播，或者通过含有病毒的

粪便形成的气溶胶传播。目前，相关研究还在深入进行。 

1.2 SARS 冠状病毒在体外环境中的存活规律 

新冠病毒与 SARS 同属冠状病毒，根据已有对 SARS 在体外环境中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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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规律以及氯和二氧化氯灭活 SARS 的研究，可对新冠病毒在污水收集处理

中的防控做参考。根据王新为[3]等人研究成果，SARS 在体外环境中的存活情

况随温度而异，20℃避光条件下在医院污水、生活污水和脱氯自来水中能存活

2 d，在粪便中可存活 3 d，在生理盐水中可存活 14 d，在尿液中可存活 17 d；

4℃时，SARS 在上述各种水体中均可存活 14 d 以上，在粪尿中可存活 17 d 以

上。SARS 在污水中对消毒剂的抵抗力比大肠杆菌及 f2 噬菌体都低，在相同加

氯量或余氯量情况下，氯制剂对 SARS 的灭活效果优于二氧化氯。当污水中游

离余氯量保持在 0.5 mg/L（氯制剂）或 2.19 mg/L（二氧化氯）以上时可以保

证完全灭活污水中的 SARS 冠状病毒，但对大肠杆菌和 f2 噬菌体则不能完全

灭活。 

由此可以得出，一方面，SARS 冠状病毒在体外环境中存活时间和温度有

关，对氯和二氧化氯敏感。另一方面，可以用大肠杆菌作为灭活 SARS 冠状病

毒的指示微生物。 

1.3 防止新冠病毒通过粪便和污水传播 

根据新冠病毒最新研究进展，并结合 SARS 冠状病毒已有研究成果，我们

须防止新冠病毒通过粪便和污水传播。对于污水收集处理系统的运维管理工作

提出更高要求，尤其对于污水收集管网不够完善、处理工艺缺少消毒环节的农

村地区，更应提高警惕，提出具体应对措施。 

2. 农污系统存在的传播风险点 

目前，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系统主要包括室内排水设施、化粪池、污水

管渠（包括检查井）、污水处理设施、污泥处理处置、尾水受纳水体等环节，

见图 1，除此之外，还须重点关注农村卫生所和隔离区，从疫情防控角度分析，

各环节存在以下传播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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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系统 

2.1 室内排水设施 

主要包括卫生器具（马桶等）、存水弯、地漏、水封等。当存水弯失去弯

管水封无法隔气时，病毒会沿污水管道通过地漏等设施扩散到室内形成传播风

险点，见图 2。 

 

图 2  建筑室内 S 形存水弯 

2.2 化粪池 

农村化粪池主要为砖砌为主，有些建成时间较长，年久失修，容易存在渗

漏隐患。同时，考虑到化粪池特殊功能，必将成为最大污染风险点之一。 

2.3 污水管渠（包括检查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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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污水收集管渠存在多种形式，主要包括新建污水管道（检查井）、

改造污水暗渠、未完善合流明渠。空气流动差的污水管渠、检查井内易产生气

溶胶，可能通过呼吸和眼球黏膜接触感染。其中，未完善合流明渠存在很大的

污染源传播风险，新建污水井和改造后污水暗渠因盖板存在缝隙，也存在一定

的污染传播风险。 

2.4 污水处理设施 

目前，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厌氧池，二是厌氧池+人

工湿地，三是一体化处理设施。三者均以生物处理为主，没有消毒措施。部分

设施安装有水泵，提升泵作业时可能溅出污水，飞溅处极易产生气溶胶成为病

毒等微生物的附着载体，存在病毒散播的风险。 

2.5 污泥处理处置 

卫生所或已发生疫情地方的污泥，会残留大量致病微生物，如果此类污泥

不按照规范处理，而是就近倾倒在农田或林地等区域作为肥料，存在病毒散播

的风险。 

2.6 尾水受纳水体 

经过处理的尾水主要排放到就近水体，包括鱼塘、灌溉水渠以及景观水体

等，见图 3。如果未经消毒的尾水排入鱼塘或灌溉水渠，可能存在病毒经由鱼

类、农作物等传播给人类的风险。景观水体附近往往会有本地居民或者游客戏

耍，有些景观水体还设置了曝气设施，容易扬起水雾，形成气溶胶传播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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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尾水灌溉水渠 

2.7 农村卫生所和隔离区 

对于没有医疗污水处理设施或污水处理能力未达到相关要求的卫生所以

及隔离区，其排放污水和粪便等将成为病毒传播风险点。 

3. 运维管理疫情防控措施 

3.1 室内排水设施 

（1） 排查存在冒臭气地漏：家中各处地漏口，在非排水时，需要用盖子遮

挡，如果没有盖子，可以用塑料袋装上水，自制一个地漏盖。每周一次将一杯

清水（ 约 500 mL ）倒进排水口，然后倒入有效氯浓度 2.5 g/L 的含氯消毒液

10 mL（ 一茶匙 ），30 min 后再倒入一杯清水，这样可让地漏弯头处存够水，

起到隔绝作用[2]。对不使用的地漏直接封堵，以免气体和液体倒流，室内地漏

见下图 4。 



研究分析 

- 363 - 

 

 

图 4  室内地漏 

（2） 马桶冲水：须合上马桶盖，并经常使用消毒液清洗消杀，建议 1~2 d

消杀一次。用浸透消毒液的抹布擦拭马桶座侧、厕板和厕盖，再用清水擦拭，

抹干。 

3.2 化粪池 

对需要进入防控范围进行化粪池清掏等维管工作的，维管单位应通过主管

部门与当地疫情防控管理部门申请。进行清掏、开盖封堵作业时，需穿着防护

服，并加强通风和空气流动，做好消杀工作。作业完成后，用水将涉水、涉泥

作业工具冲洗一次，再用含氯消毒剂溶液对作业工具喷洒消毒一次。对于年久

破损的化粪池，尽快维修或更换，并采取消毒措施。 

3.3 污水收集管渠 

①新建污水管道：重点关注检查井，可采用设置隔离障碍以及定期喷洒含

氯消毒剂溶液方式消毒。如无特别紧迫要求，暂时减少下井作业，减少疫情期

间的暴露感染风险。对于须维护清掏的情况，工作人员须配备合格的防护用品。 

②改造污水暗渠：目前改造暗渠主要为现状明渠上面加装盖板，对于有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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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的盖板，采取临时覆盖，特殊情况采取消毒措施。 

③未完善合流明渠：争取尽快进行加装盖板的改造，如果时间不允许，可

采取临时封档，并进行消毒。 

3.4 污水处理设施 

①增加防护罩避免污水飞溅 

在易发生污水飞溅的设备（格栅、水泵、检查井等）前，增加防护罩，

为作业人员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装备，比如防护服、口罩、防水手套和护

目镜等。 

②出水增加消毒处理 

对农污设施出水进行消毒处理。采用次氯酸钠、氯饼等药剂进行消毒

处理。 

③定点处理收割的植物和更换的填料 

人工湿地需定期收割植物或更换填料，各村应划定专门区域堆放收割的植

物和更换的填料，并及时采取加氯、过氧乙酸等措施进行杀菌消毒。 

④加强对处理设施的巡查 

由于在前端收集管渠可能增加了化学消毒剂，残留消毒剂对生物处理工艺

可能产生抑制作用，应加强对处理效果的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告知管理

部门和技术单位商讨修复措施。 

⑤农污设施周边应设置安全警示牌 

对于村民或游客容易靠近的农污设施周边应设置安全警示牌，提醒大家不

要靠近，有感染病毒风险。 



研究分析 

- 365 - 

 

3.5 污泥处理处置要求 

鉴于农污设施规模小，产生污泥量少，清掏污泥周期较长，尽量避免在疫

情防控期间清掏污泥。如必须清掏，维管单位应通过主管部门与当地疫情防控

管理部门申请，按规范操作。卫生所或已发生疫情村庄的污泥，应按医疗废物

处理处置要求，由具有医疗废物收运和处理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集中处置，严

禁将此类污泥倾倒在农田或林地等区域。 

3.6 尾水受纳水体 

①关闭景观水体曝气装置 

关闭受纳尾水的景观水体曝气装置，以防曝气形成气溶胶成为新的病毒传

播源。 

②临时封堵鱼塘、灌溉水渠等受纳水体进水口 

对于尾水排入鱼塘、灌溉水渠等水体的情况，可进行临时封堵，尾水消毒

后采取临时储存或用污水车运至城镇污水厂进行最终处理。严格污水灌溉的环

境管理，禁止向鱼塘、农田灌溉渠道排放医疗污水。 

3.7 卫生所和隔离区 

医疗机构排放污水应严格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

2005）。对没有医疗污水处理设施或污水处理能力未达到相关要求的卫生所，

应参照《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及《医院污水处理技术指南》，因地制

宜建设临时污水处理罐（箱），采取加氯、过氧乙酸等措施进行消杀。严禁未

经消毒处理或处理未达标的医疗污水排放。隔离区的粪便和污水进行必要的杀

菌消毒[4]。 

3.8 消毒处理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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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消毒剂：常采用含氯消毒剂（如次氯酸钠、氯饼等），所有化学药剂的

配制均要求用塑料容器和塑料工具。控制出水余氯不低于 0.3 mg/L（建议范围

0.3～0.5 mg/L）[5]，出水余氯每天检测不少于 2 次。 

②医疗污水消毒：联合卫生防疫部门，按照《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466-2005）和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新冠病毒污染的医疗污水应急处理技

术方案》（试行）做好医疗污水的处理和消杀，增强源头监测。 

③饮用水源地保护：必须确保排放尾水不影响饮用水源地，确保水源不被

污染。 

3.9 日常管理 

①防护工作的培训 

各单位应对农污设施工作人员进行防控工作的培训，提高大家的认识和重

视程度。 

②配备个人防护装备 

运管单位应为个人配备必要的工作服、手套、口罩和护目镜，特殊情况还

应配备防水服或呼吸器等装备，疫情期间带什么口罩有用如下图 5 所示；平时

加强体温测量、个人防护用品的消毒、清洗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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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疫情期间适合口罩 

③就近配备清洁设备 

农污设施之间距离较远，维管人员每完成一处设施巡检和维护，应能够就

近洗手或做身体清洁，不具备条件的设施点应配置酒精免洗液等消毒剂。 

④工作外出交通 

多人乘坐车辆时减少人员数量，每天对车辆进行消毒处理，公务车内部及

门把手建议每日用 75%酒精擦拭 1 次。 

⑤其他常规防控措施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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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对于已发生疫情的村庄，按照污水设施的系统性特点，参照网格化管理，

不留死角，采取上述措施进行疫情防控，其他常规防护措施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鉴于对新冠病毒的各项研究还在不断深入，本文所涉及的农污设施的运维管

理防控措施也需结合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不断完善，以期在特殊时期最

大程度防止病毒通过农污设施传播，保障广大村民和维管人员的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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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广州净水公司应对新冠病毒加强尾水消毒工作方案（2020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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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消毒剂的使用对水环境的影响 

来源：中国给水排水公众号 

作者：杨成明、王汉宇 

1. 前言 

2019 年 12 月，武汉市发生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之后定名为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该病毒可以通过人体直接接触、飞沫接触、人和被污染的物

品（也包括水体、土壤等）接触进行传播。因此，在生活中采取消毒措施，尤

其是医疗污水确应加强杀菌消毒。据新闻报道，自 1 月 29 日武汉市全力开展

排水设施和污水处理设施消杀工作以来，截至 2 月 18 日，全市各区、各单位

累计出动 6 520 人次，累计投放消毒药剂 1963.58 吨。全市 26 座污水处理厂均

采用次氯酸钠 24 小时连续滴加消毒，累计尾水强化。消毒用量共计 1 777.36

吨，污泥消毒用量共计 33.69 吨。 

但消毒剂使用并非多多益善。如疫情期间各大医疗机构采用的含氯消毒

剂，大量排放会导致污水余氯含量过高，其排入城镇污水处理厂可能影响污水

厂生化处理单元的正常运行，排放至地表水体则可能会破坏水体环境，威胁水

生动植物生存与健康。然而，人们对消毒剂的过量使用、危害还缺乏了解，在

此背景下，研究消毒剂的大量使用对水环境及水生态的影响就显得十分关键和

必要。 

2. 主要消毒剂类型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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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环境消毒剂种类繁多，按其化学组成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酚类：常用的有来苏儿、菌毒敌（复合酚） 等，对细菌、病毒均有

较好的杀灭作用，低温仍有效，但有一定的腐蚀性； 

（2） 挥发性烷化剂：常用的有福尔马林（ 40%甲醛）、百疫灭（ 戊二醛 

- 癸甲氯铵溶液）、环氧乙烷，杀菌力强，对细菌、芽孢、病毒、霉菌等均有杀

灭能力，有一定的毒性和刺激性； 

（3） 碱类：有氢氧化钠、生石灰、草木灰水，对病毒、细菌有强大的杀灭

作用； 

（4） 酸类：有乳酸、醋酸，毒性低，杀菌力弱，常以蒸气用作空气的消毒； 

（5） 氧化剂类：主要有过氧乙酸，广谱杀菌，作用快而强，对细菌、病毒、

霉菌和芽孢均有效，但性质不稳定，易分解，作用时间短，易受环境中有机物

影响，对金属具有腐蚀性，可用于皮肤、黏膜创面的消毒； 

（6） 表面活性剂：包括新洁尔灭、洗必泰、百毒杀等季铵盐类消毒剂，有

广谱抑菌、杀菌作用，作用快，毒性和刺激性小，对病毒和芽孢作用弱，其中

百毒杀对病毒和真菌也有杀灭作用。新洁尔灭常用作皮肤和器械的消毒； 

（7） 复合型消毒剂：有卫康 （过硫酸氢钾+双链季铵盐+有机酸+缓释剂

等）、农福（几种酚类+表面活性剂+有机酸），广谱杀菌药，对细菌、病毒、霉

菌和芽孢均有效，刺激性较小，作用时间较长，低温仍有效，不受有机物和水

中金属离子影响，可进入多孔表面的孔隙中； 

（8） 含氯消毒剂：含氯消毒剂是一类毒性低、杀菌效率高、价格低、被广

泛使用的高效杀毒剂，在控制病原微生物污染和传播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例

如 84 消毒液，具有消毒、漂白、驱病虫等作用，但同时也有刺激难闻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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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量使用含氯消毒剂会引起很多负面影响； 

含氯消毒剂溶于水中均能产生次氯酸。次氯酸不仅可与细胞壁作用，且因

分子小，不带电荷，故易侵入细胞内与蛋白质发生氧化作用，或破坏细胞内磷

酸脱氢酶，使醣代谢失调，而致细菌死亡。次氯酸还可分解形成新生态氧，将

菌体蛋白质氧化。Kulikovsky 等通过电镜观察发现，蜡状芽孢杆菌在含氯消毒

剂作用下壳质层与皮质层明显分离而逐层溶解，通透性增加，核心吡啶羧酸漏

出。Jean 等认为较高浓度的次氯酸钠溶液可使肠球菌的蛋白质合成显著减少

而致其死亡。 

作为一种广谱的高效氧化剂，含氯消毒剂具有腐蚀性和漂白作用。含有效

氯＞5%的次氯酸钠溶液、次氯酸钙被纳入国家《危险化学品名录》规定的危

险化学品。次氯酸作为一种化学气体，属于危险品类别中腐蚀品。含氯消毒剂

相对毒性较低，含氯消毒剂的健康危害都是发生在高浓度的条件下。次氯酸可

以通过吸入、食入、经皮吸收等途径危害人体或其他动物，对皮肤、粘膜有较

强的刺激作用。吸入次氯酸气雾可引起呼吸道反应，甚至发生肺水肿。大量口

服会腐蚀消化道，可产生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卫生部制定的《含氯消毒剂卫生

标准》（GB/T 36758-2018）规定，含氯消毒剂对金属和有色织物慎用，避免接

触皮肤和眼睛，不得与易燃物接触。 

余氯是指在水中投加含氯消毒剂后，除了与水中细菌、微生物、有机物、

无机物等作用消耗一部分氯量外，水中所余留的有效氯叫做余氯（具有杀菌效

用）。水中的余氯形态包括游离余氯和化合氯。游离余氯包括的形式有氯气，

次氯酸，次氯酸根离子。化合氯包括一氯胺，二氯胺和三氯胺。 

 

表 1  主要含氯消毒剂的健康危害毒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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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剂种类 健康危害 毒理学资料 生态毒性 

次氯酸钠 

粉尘对眼结膜及呼吸道有

刺激性，可引起牙齿损

害。皮肤接触可引起中至

重度皮肤损害 

LD508910mg/kg（大鼠经

口）；LC50＞10.5 mg/L

（大鼠吸入）；皮肤刺激或

腐蚀：EC505.3 mg/L（ 

兔经皮） 

EC500.005 mg/L

（水蚤，24h ）；

LC505.9 mg/L（黑

呆头鱼，96h） 

次氯酸钙 

粉尘对眼结膜及呼吸道有

刺激性，可引起牙齿损

害。皮肤接触可引起中至

重度皮肤损害 

LD50850 mg/L 

（大鼠经口） 
无 

三氯 

异氰尿酸 

粉末能强烈刺激眼睛、皮

肤和呼吸系统。受热或遇

水能产生含氯或其他毒气

浓厚烟雾 

LD50700～800 mg/kg 

（大鼠经口）；刺激性 

500 mg/24 h（兔经皮）；

500mg，重度刺激 

（兔经眼） 

无 

二氯 

异氰尿酸钠 

粉尘对鼻、喉、眼和皮肤

有刺激性。高浓度吸入引

起支气管痉挛，呼吸困难

和喘息，可引起肺水肿，

甚至死亡。 

LD501420 mg/kg（大鼠经

口）；500 mg，重度刺激

（兔经皮）；10 mg、 

24 h，兔经眼 

无 

当过量的消毒剂泄露到自然环境、尤其是接触到野生动植物的时候，可

能造成急性、慢性毒性。另外，当消毒剂进入自然环境时，需要一定时间才

能降解。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和自然环境，尤其是水体中的有机物等发生反

应，生成具有致癌等潜在生态毒性的含氯消毒副产物，可能会产生长远的生

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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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厂出水保持有一定量的余氯，能够防止细菌、微生物再繁殖，

防止水中残存微生物、细菌的繁殖，从而防止以水为媒介的传染病的传播和

流行。如果医疗污水等出水余氯过高，会导致进入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污水余

氯量偏高，可能对生化处理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出水效果；

同时，水厂出水余氯过高也可导致受纳水体的生态风险，并可能影响地表水、

地下水和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对生态环境和饮用水水源造成影响。因此，监

测水中余氯含量和存在状态，对消毒设施运行状态、环境水质质量和保证饮

用水安全极为重要。特殊时期更应该重视和加更强对水中余氯浓度的监测，

保障水质安全。 

3. 过度使用对水环境的影响 

3.1 消毒剂进入水环境的主要途径 

（1） 通过地表径流。疫情期间，对道路、绿化等进行大面积的室外喷洒消

毒会造成大量消毒剂残留，消毒剂渗透到地下，或直接随地表径流排放至河湖

中，污染水源，并会对水体中微生物和水生生态造成不利影响。例如非典期间，

由于过度消毒，台湾淡水河及支流被倒入大量漂白水，导致含氯量过高，鱼群

大量死亡，直到半年后才恢复正常。 

（2） 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消毒剂高浓度使用、高剂量使用会造成市政污水

进水余氯含量较高，进而影响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运行效果。过量的余

氯会对活性污泥产生抑制作用，影响污水生化处理系统无法正常运行。污水厂

处理能力有限，若污水中消毒剂含量过高，污水厂可能不能完全去除消毒剂。

另外，消毒剂在污水处理过程中也可能发生化学反应生成副产品，其进入水体

后对水生态健康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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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消毒剂对水域环境和生态的影响 

健康的自然水体孕育着各类动物、植物、微生物，这些生物的生命活动驱

动着水、底泥、大气之间的物质循环，形成自我净化能力。健康的流域水生态

系统是保障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水环境中很多微生物是有益微生

物，对促进水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污染物降解起到关键作用。大量消毒剂进

入水中后，对水生生物的生长、发育和繁殖构成危害，破坏水生生态系统平衡，

降低了水体自净能力，尤其是含氯消毒剂和氯酚类消毒剂的危害性最大。 

有学者进行了消毒剂对不同水生生物的毒性试验研究，探究氯间二甲苯酚

（A）和次氯酸钠（B）对浮游藻类、浮游动物、鱼类及底栖动物共计 8 种不同

淡水水生物种的毒性实验。结果表明，随着暴露时间的延长，受试生物的死亡

率或抑制率成增长趋势。根据生物的 EC50（72 h 半数效应浓度）和 LC50（72 

h 半数致死浓度）计算得出两种消毒剂的预测无效应浓度（PNEC）值为 13.16 

mg/L 和 0.71 mg/L。这证明了含氯消毒剂对水生生物的毒性危害很大。 

含氯消毒剂进入水环境中后，水解生成的次氯酸会和水中的各种有机质反

应生成一系列氯代有机物。在很多自然水体中含有的溴离子、碘离子也可以被

次氯酸氧化生成次溴酸和次碘酸，进而生成溴代的、碘代的有机物。在水处理

领域，这些卤代有机物被称为消毒副产物。已有很多研究和流行病学调研发现

多种消毒副产物具有明确的细胞毒性和基因毒性、以及潜在致癌作用等健康危

害。迄今为止约有 600 多种卤代消毒副产物被先后发现，既有小分子的三卤

甲烷和卤代乙酸，也有很多具有更复杂分子结构的卤代芳香族消毒副产物，例

如卤代苯醌、卤代苯甲酸等。对这些卤代有机物的生态危害研究比较少。但有

研究表明，卤代芳香族消毒副产物对海洋藻类、海生沙蚕的生长发育具有明显

的毒性。这些消毒副产物可能进入底泥，在生物体中富集。海产养殖水中含有

较高的卤素离子，其中的消毒副产物的毒性远大于淡水中的消毒副产物，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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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在生物体内富集、放大，通过食物链的传递影响人们的健康。 

3.3 对污水处理稳定运行的影响 

城镇污水设施在削减入河（湖）污染负荷，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发挥着重

要作用。大量消毒剂可能会进入下水道，进入污水处理厂，过高的消毒液可能

对污水厂生化处理段造成不利影响，如对硝化/反硝化细菌和聚磷菌的影响等，

从而影响脱氮除磷效果，进而影响污水厂尾水水质的稳定达标，最终必然会对

受纳水体造成不利影响。 

应急方案的执行下医院等公共场所增加含氯消毒剂的使用量，尤其是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或疑似患者诊疗的定点医疗机构（医院、卫生院等）、

及相关临时隔离场所及研究机构，需执行 6.5 mg/L 以上或 10 mg/L 以上的余

氯浓度控制。随着家庭、企业的消毒意识增强，消毒的频率提高，进入管网的

生活污水氯含量也在增加。最终可能导致城镇污水厂进水余氯偏高，对污水处

理厂的生化系统造成冲击，产生灭菌、抑制等破坏性影响，进而影响出水水质。 

此外，消毒剂可能在水环境中产生次生产物。本课题研究显示，在加氯消

毒前后，用 GC-MS 法所检出的养殖水体水样中主要有机物种类发现，从消毒

前后的水体中共鉴定出 72 种有机物，主要为卤代烃、酮、烷基苯等。对照消

毒前后的有机物，除了卤代烃和氯酚主要存在于消毒后水体中，其他几乎完全

一致。对卤代烃和氯酚进行气相色谱定量分析，发现氯酚含量很低 （质量浓

度<0.1 µg/L，下同） ，而卤代烃中只有三氯甲烷含量较高达 3.45 µg/L，而其

他几种卤代烃加起来也不超过 1 µg/L，因此可以初步确定，含氯消毒剂在水环

境中的次生产物主要为三氯甲烷，这种次生产物具有致突变活性，可引起 TA 

98、 TA100 菌株发生突变。研究显示，含氯消毒剂在养殖水环境中具有一定

的潜在毒性，因此，在生产中必须严格控制使用量和使用条件，尽可能消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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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影响，保证使用的安全性，同时寻求新的无公害消毒剂。 

4. 防治措施建议 

4.1 源头削减 

首先要合理使用消毒剂，加强消毒管理，建立、完善消毒制度。部分地

区室外公共环境无需进行大范围的消毒，如有需要也仅对局部污染处进行

一次性消毒即可，避免无差别化过度消毒。家庭和个人应建立和增强科学防

疫的意识，少出门、戴口罩、勤洗手，防止病毒进入家门是最简单、最有效

的防范方法。在疫情期间，应采取勤通风、多晾晒与局部针对性消毒相结合

的方式，按产品说明剂量配制消毒剂，避免高浓度或高剂量使用。家庭成员

都健康的情况下，可减少或放弃大面积消杀，不应喷洒式使用，如喷雾或在

加湿器中加入含氯消毒剂等，以避免对室内人员造成伤害。小区物业和组织

机构也需合理使用消毒剂。对没有病人或密切接触者出现的场所，通常以清

洁卫生为主，预防性消毒为辅。重点对电梯楼梯、门铃按钮等易接触或较封

闭的区域进行消毒，对于人体很少直接触及的室外场所及物品则不需要大

面积消毒。 

其次，可以筛选对水生态健康影响较小的消毒剂产品，如优先采用酒精类

消毒剂，减少对水环境和水生态的危害。 

4.2 过程控制 

在消毒剂废水产生后，通过地表径流调蓄、拦截和净化，对含消毒剂废水

进行一次处理。通过多级过滤缓冲净化系统，对收集的地表径流雨水进行层层

过滤净化，避免对城市水质的影响；在上游与消毒剂废水交汇处设置多级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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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净化系统（见图 1），对消毒剂面源污染引起的水质问题进行处理，确保

上游入水水质，降低消毒活动对水质的影响。 

 

图 1  多级过滤缓冲净化系统 

进入污水厂后，强化处理流程，要密切关注进水水质余氯指标的变化情况，

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需特别注意余氯的瞬时波动以及活性污泥性

状，在不利情景下可采用增强回流减少冲击以及投加营养物质加快微生物生长

等措施，防止或减轻其对污水生化处理单元的影响，降低消毒剂及副产品随尾

水排入水体，将余氯浓度控制在 0.5 mg/L 以下，确保排放到地表的水不影响

生态系统平衡。 

城镇污水处理厂应确保现有消毒单元稳定运行。对于未建消毒单元的污水

处理厂，因地制宜增加应急消毒装置，如出水可采取投加含氯消毒剂或臭氧消

毒装置等措施，保障充足消毒接触时间；对于采用紫外线消毒的，建议要加大

紫外线辐照强度，或出水端临时增加含氯消毒设施；确保出水粪大肠菌群数指

标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要求。 

4.3 末端治理 

在废水处理排放后，也可以通过水力调控、曝气复氧，并结合水生植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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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构建，强化消毒剂在水体中降解和脱毒，降低其对水体生物健康的影响。

例如，采取超微净化水处理技术，可以把水质中的残留消毒产物、氮磷、藻类、

胶体等污染物质进行清除，对水体中的各个污染指标进行消除和分解。微米级

气泡其本身具有一定的正电荷，应用正负电荷之间的吸附作用，把水体中的胶

体含量降低，其也能把水体中的杂质进行吸附，使浑浊的水体得到有效降低；

水体曝气复氧技术是湖泊、河道污染治理的一项有效技术，通过增强水体自净

能力，改善水环境质量。 

4.4 全过程监管 

增加污水厂进水、出水以及水体中消毒剂及副产物的含量监测，从厂（污

水厂）—网（污水和雨水管网）—河湖（受纳水体）全流程加强消毒剂的监管。

针对相关管理部门，一方面，要关注饮用水取水口等敏感点的消毒剂特征污染

物，有条件的话可以增加相关指标的监测，如有浓度升高的趋势，可在供水厂

深度处理单元强化活性炭吸附，保障自来水出水水质。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城

区内流动性较差的微小湖泊和河涌等受纳水体余氯含量和消毒剂特征有机污

染指标的动态变化，保障城市水体的水质稳定和水生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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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疫情对建筑给排水的影响及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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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建议：建筑水系统也要防病毒！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 

转载：净水技术公众号 

文章要点：部水专项办特邀建筑设计领域专家，以及建筑水系统相关领域的管

理、技术专家，就疫情期间建筑水系统的运行维护提出具体措施和建议，为物

业服务企业和广大业主有效保障建筑水系统正常运行、阻断病毒传播提供参考

和借鉴。 

1. 疫情防控期间建筑排水系统的运行管理建议 

1.1 建筑供水设施机房的管理措施 

建议物业服务企业对二次供水泵房严格执行消毒管理，对可能存在暴露风险

的，加强周边环境消毒，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健康安全排查。对二次供水系统进

行全面检查，检查项目包括：水池（箱）是否有漏损、霉变，检修孔是否密闭；

通气管、溢流及泄水管口处的防虫网是否完好；二次供水消毒设备是否正常运行；

水箱间、生活水泵房的通风、防淹设施是否正常运行。根据建筑用水量和用水规律

实际情况，及时调节二次供水水池（箱）控制水位，确保贮水更新时间小于 48 h。 

应按相关规定要求，进行建筑二次供水系统水质检测，检测项目应至少包

括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和余氯。

发现水质不合格时，应对储水设施、管道系统进行冲洗消毒，并排查原因，消

除隐患。 

1.2 建筑集中生活热水系统的抑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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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军团菌最适宜的生长温度为 35～46℃，而新型冠状病毒在

56℃条件下 30 min 可灭活。采用集中热水供应系统的建筑，如医院、疗养院、

酒店、公寓、宿舍等，建议有效控制热水系统的供回水温度，其中，医院和疗

养院供水温度不低于 60℃、回水温度不低于 50℃；其他建筑供水温度不低于

56℃、回水温度不低于 45℃。 

集中热水供应系统可定期高温消毒，建议系统内最不利点水温不低于

60℃，持续时间不低于 1 h。有条件的建筑，可在系统上增设银离子催化、光

催化氧化消毒器等消毒设备，有效灭活热水系统的潜在细菌与病毒，杜绝病毒

通过水汽的传播。 

1.3 疫情防控期间再生水使用的管控措施 

加强对建筑中水、再生水、回收利用雨水的消毒与管理。如不具备条件对

以上用水实现有效消毒，建议临时关闭建筑中的中水系统、再生水系统，以及

雨水回收利用系统，改用自来水作为水源。 

2. 疫情防控期间建筑排水系统的运行管理建议 

2.1 排查与完善建筑内所有排水点处水封 

室内排水系统主要包括卫生器具（受水器）、水封（存水弯）、排水横支管、

排水立管、排水主干管和排出管、通气管等组成。水封一般设置在卫生器具

与排水支管之间，或卫生器具自带。水封的作用是隔断排水系统与建筑室内

空间之间的连通，避免排水系统中有害气体逸出，从而污染环境。室内排水

系统中的水封，是阻断微生物通过排水管道传播的核心环节，其有效高度应

不小于 50 mm。 

物业服务企业及用户对建筑内所有排水点处水封进行逐一排查，对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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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封或水封不完整的，应及时更换带有完整水封的排水管件或自带水封的卫生

器具；确保水封的有效性，如水封干涸，应采用慢水流匀速的方式及时补水。

用户使用坐便器时，采用原水箱冲水，若冲水后无尾流充满底盘水封，应每次

冲水后人工补水至正常液位。淋浴地漏等容易被杂物堵塞的地漏，使用后及时

清理，减少水封损失。 

对于排水管道有漏水现象的、或密封点有脱开现象的，应及时维修。如缺

乏更换或维修条件，在疫情期间应将该排水点封闭。 

2.2 排查及完善室内排水设施的运行 

建议物业服务企业检查隔油装置、集水井、污水提升设施是否正常运行，

检查设施的密封性，防止臭味逸出。如设施有异味逸出，应立即排查原因，包

括检查设施密封材料是否损坏、通气管排口处是否堵塞或遮挡等。室内污水提

升泵站、隔油间等场所，应确保通风换气设备正常运行。 

2.3 加强对室外排水设施的检查和管理 

建议物业服务企业加强对小区内排水检查井、雨水口的日常巡查，保持排

水管道通畅，及时发现并排除管道堵塞、污水冒溢现象。 

3. 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 

加强建筑给水管网系统的日常维护管理。建议物业服务企业组织排查各类

管道漏损、结露情况，一经发现立即整改，避免管道壁、管井的潮湿环境引起

病菌等微生物孳生。对分质供水的建筑，应分类设置管道标识，加强管道标识

的检查维护，严防误接、误饮、误用。 

加强建筑排水管网系统的日常维护管理。排水管道应分类设置标识，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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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时将粪便污水、病区污水等污染程度较重的排水系统与其他排水系统误

接，导致有害气体扩散逸出进入室内区域。 

疫情防控期间建议关闭小区（建筑）内的公共游泳池、娱乐型水景等涉水

场所。 

疫情防控期间采取的临时措施应记录在案，疫情过后及时根据情况恢复系

统正常运行。 

素材由以下专家提供： 

曾   捷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赵   锂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卫海东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王冠军  军事科学院国防工程研究院  设计大师 

黄晓家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设计大师 

邵益生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研究员 

郑兴灿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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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下水道通畅极为重要，建筑水系统防疫措施要到位 

来源：给水排水公众号 

作者：赵锂 

文章要点：建筑水系统特别是生活排水管道系统的安全，是建筑安全以及住户

健康的重要保障。本文针对疫情期间建筑排水系统、建筑热水系统、建筑中水

系统、建筑雨水系统和建筑生活饮用水系统的运行、维护及安全防护的要求，

提出完善建筑水系统应对突发卫生事件的技术措施，确保各系统的正常维护工

作。 

1. 建筑排水系统 

1.1 建筑排水系统是病毒传播的途径之一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传统途径，目前在医学界取得的共识是呼吸道飞沫传

播和接触传播，虽然已经在粪便中发现新冠病毒，但对于病毒是否通过粪口传

播和气溶胶传播，目前还未有官方的权威的认定。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强调，

防范新冠肺炎，保持下水道畅通极为重要，指出“下水道中的污染物干枯，病

毒又通过空气、气溶胶传播，人们吸入造成感染”，说明医学界也认识到排水

管道系统安全运行对于防止病毒扩散的重要性。在香港、广州等城市，已出现

在高层建筑中同一单元相同位置不同楼层发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例，对于

传播的途径分析，已有工程界包括建筑给水排水方面的专家参与，虽然目前还

没有最终说明，但业界已有“病毒是否通过排水管道系统进行传播而造成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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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担忧。这种担忧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基于 2003 年 SARS 爆发期间对

病毒传播的认知。香港淘大花园某高层住区 2003 年 SARS 疫情爆发的原因，

主要是 SARS 病毒经由污水排放系统传播污染环境，再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

触和使用大厦公用设施（如升降机及楼梯），使住户集中受病毒感染。疫情结

束后，全国建筑给排水专业人员、科研机构、世界卫生组织等从多角度开展了

总结，认定排水系统的水封、存水弯、地漏干枯失效，是污水排放系统传播病

毒污染的核心原因。 

1.2 排水管道系统中水封的阻隔作用 

排水系统中的每个用水器具都通过一个水封装置与下水管道隔开，阻断下

水管道内的污染气体进入室内。若水封失效，那么，室内空气就会与下水道中

的污染气体连通，通过建筑烟囱效应和卫生间排风的抽吸作用，污染气体进入

室内，携带的致病微生物散布在室内物体表面，居民通过皮肤接触受到感染。

通过水封切断下水管道和室内的连接，就可以切断污染源，因此水封是建筑排

水系统的关键点。 

（1） 全文强制的国家规范《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GB 50788-2012）第

4.2.2 条规定：当不自带水封的卫生器具与污水管道或其他可能产生有害气体

的排水管道连接时，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有害气体的泄露。 

（2） 全文强制的国家规范《住宅建筑规范》（GB 50368-2005）中第 8.2.8

规定：构造内无存水弯的卫生器具与生活排水管道连接时，在排水口以下应设

存水弯，其水封深度不得小于 50 mm。 

（3） 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2019）中有关水封（存

水弯、地漏）的条款也均是强制性条文。 

第 4.3.10 条规定：构造内无存水弯的卫生器具或无水封的地漏及其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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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排水口或排水沟的排水口，在与污水管道连接时，必须设置存水弯。 

第 4.3.11 条规定水封装置的水封深度不得小于 50 mm，严禁采用活动机

械活瓣替代水封，严禁采用钟式结构地漏。水封功能能否正常发挥作用，除水

封深度的指标外，还与水封容量、水封比等指标有关系。 

（4） 行业标准《地漏》（CJ/T 186-2018）中对地漏的水封比提出不应小于

1.0，不同直径的地漏给出最小水封容量的要求。 

国家相关标准、规范在污水排水系统通过水封将有毒、有害气体与室内环

境相隔离的条文是最高层级的，但在我国建筑的实际排水系统中，却存在厕所

返臭气的普遍问题。据国家“十二五”水专项课题《建筑水系统微循环重构技

术研究与示范》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的调研，70%以上的卫生间有返

臭气的问题，这已经不是舒适度的问题，而是居民健康的安全问题，特别是在

像 SARS 及本次 COVID-19 病毒的爆发，排水管道系统的安全更加重要。我国

已有城市发生有毒气体（室外排水管道中产生的硫化氢）通过住宅室内的排水

管道进入并聚集在卫生间内而造成人员死亡的案例。 

1.3 室内排水系统应采取的主要防疫措施 

①确保户内排水器具水封有效 

建议用户逐一排查户内洗手盆、卫生间便器、洗衣机、洗涤池、拖布池、

浴缸等各个排水器具排水管的水封状况。对于没有水封或水封不完整的，应尽

快更换排水管件；对于排水管道有漏水现象的，应及时维修漏水部位。如缺乏

维修条件，在不使用该排水器具时，应将该排水口封闭。户内地漏必须配备水

封，如地漏水封高度不够 50 mm 或无水封，建议在不使用该地漏时，将其封闭。 

②加强户内排水器具水封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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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用户每天检查排水器具水封情况，注意及时加水，保持水封有效。 

户内地漏，建议每日注水不少于 2 次，每次注水不少于 350 mL；及时清

理地漏，减少水封损失。 

户内坐便器，每次冲水后若无尾流充满底盘水封，应更换水箱配件，以增

加该功能，或每次冲水后人工加水。坐便器底盘水封如有气泡上冒，建议每次

冲水后加注适量消毒液（约 10 mL）。 

户内洗手盆，尽量不使用盆塞，避免盆塞拔开时形成自虹吸导致水封损失；

如必须采用盆塞，放水后应用细水流把水封充满。 

③核查给水设备机房的排水设施 

建议物业管理部门检查二次供水泵房、水箱间、生活热水换热站等设备机

房排水沟内的地漏，不经常使用的暂时封闭，使用时再打开。注意封闭地下室

非密闭式污水泵井盖板上的检修小孔。 

1.4 室内排水系统设计应强化的内容 

（1） 地漏的设置 

①要设置地漏的区域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2019）第 4.3.5 条对地漏的设置场所

做出的规定，要求卫生间、盥洗室、淋浴间、开水间的地面排水应设置地漏，

洗衣机、直饮水设备、开水器等设备的附近应设置地漏，食堂、餐饮业厨房间

应设置地漏。全文强制性国家规范《住宅建筑规范》（GB 50368-2005）中第 8.2.8

条规定：设有淋浴器和洗衣机的部位应设置地漏。 

卫生间是最量大面广的功能房间，对于住宅的卫生间地面可以不设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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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而住宅卫生间的地漏是问题的核心，不设置，是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不用的

地漏返臭气问题。 

②不用设置地漏的区域 

住宅厨房是可以不设置地漏的。酒店、公寓式办公楼、医院住院部等居住

类建筑的卫生间，英国等国家是不设置地漏的。建议在我国上述居住类建筑也

提倡不设置地漏。 

（2） 排水系统的选择 

①同层排水系统是近年大力发展的技术，标准规范及产品体系均较成熟。

但住宅是否应采用同层排水在相关的规范中没有规定。建议住宅提倡采用同层

排水，且优先选用不降板同层排水。在同层排水中，采用废水共用集成水封，

只要有一个器具排水，共用水封就能得到补水，水封就不会干枯，而洗脸盆的

使用频率是极高的，可实现对水封的补水。 

②生活排水立管应采用设置专用通气立管的方式，做好立管顶部负压及底

部正压形成的防护，可在不同楼层排水横管上及器具排水管上设置吸气阀及正

压缓解器。 

③单立管系统应采用特殊单立管，增大排水立管的排水能力。特殊单立管

排水系统有苏维托特殊单立管系统、AD 型特殊单立管系统、集合管型特殊单

立管系统等，均有相关的协会技术规程，设计可按照相应的规程执行。 

④对于设有通气立管的住宅底层排水系统推荐单独排放，减少由于顶层住

户不正确使用排水管道系统对底层住户的影响。 

⑤伸顶的排水通气帽的位置一定要考虑不同季节的风向影响，杜绝在不同

季节风向对排水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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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排水管道系统标准规范的完善 

建筑排水管道系统在设计及施工质量验收方面有比较完善的国家现行标

准规范，但在排水管道系统运行与维护方面却没有相应的专用国家或行业标

准。在国家标准化体系改革后编制的全文强制性规范《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

用规范》中已对排水管道系统中的水封及地漏有运行与维护条款，但还应有与

之对应的专用标准，全面、系统的规定排水管道系统的运行、维护与管理的内

容。在此次疫情期间，中国建筑学会发布的《办公建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运行管理应急措施指南》（T/ASC 08-2020）及各省建设厅及一些设计研究单位

为应对疫情，编制并发布一些机电系统运行与管理的应急措施，给水排水系统

中最主要的就是排水系统安全运行与维护的内容，其中大部门内容应在平时的

工作中体现。建议住建部应立项编制行业标准《建筑排水系统安全运行与维护

技术规程》，在此规程中将排水系统在发生突发疫情时应采取的强化措施作为

单独的章节予以规定。 

2. 生活热水系统 

酒店、医院住院部、高校等人员使用密集的建筑均设有集中生活热水系统，

部分住宅也设有集中生活热水系统。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015-2019）中对集中生活热水系统水加热设备的出水温度有明确的规定：

系统不设消毒设施时医院、疗养所应为 60～65℃，其他建筑应为 55～60℃；

设有消毒设施时，出水温度可降低 5℃；配水点处的水温不应低于 45℃。根据

“课题组”对 14 个包含住宅小区、高级宾馆、医院及高校的采样点进行样品

采集检测的结果显示，有 85.71%的热水系统末端出水水温低于 45℃。在 22

栋建筑采集样品 47 个，军团菌阳性检出率为 23.40%，检出的嗜肺军团菌血清

型分别为 LP1 型和 LP2-14 型，其中 LP2-14 型占阳性样本总数的 63.64%，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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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导致疾病的 LP1 型占阳性样本总数的 27.27%。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

为预防军团菌的繁殖，应避免水温处于 25～45℃；理想的冷水水温应低于

20℃，理想的热水水温在 50℃以上。多数研究认为预防军团菌的最低温度为

46℃，行业标准《生活热水水质标准》（CJ/T 521）中规定水温不应低于 46℃。

55℃的水温能有效避免军团菌的滋生，60℃的水温可以有效杀灭存活的军团

菌。 

高温消毒缺点是效果不完全，残留少量微生物有可能复活，有严重烫伤危

险。高温灭菌可能影响系统使用。对于设置恒温混水阀的系统，阀后管道不能

冲洗，因此不适合采用。工程中采用热泵热水系统和太阳能（直接利用）出水

温度达到 60℃均存在困难，要达到合理的热水供水温度，会加剧管道、设备

结垢和腐蚀，能耗大大增加。 

因此建议在集中生活热水系统中，优先采用设置银离子消毒器或紫外光催

化二氧化钛灭菌的系统形式，即可降低水加热器的出水温度，系统的运行节能，

还可提高热水系统的卫生安全，消除病毒通过水蒸气或气溶胶的传播。生活热

水系统卫生安全可执行协会标准《集中生活热水水质安全技术规程》（T/CECS 

510-2018）。 

3. 建筑中水系统 

3.1 建筑中水设施设置要求 

对于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水资源四分之一的中国，再生水利用是一项

国策。许多水源性缺水城市对于一定规模的住宅、公共建筑规定应设置中水处

理设置。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2012）中对于建筑面

积大于 3 万 m² 的宾馆、饭店，建筑面积大于 5 万 m² 且可回收水量大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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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³/d 的办公、公寓，建筑面积大于 5 万 m²且可回收水量大于 150 m³/d 的住宅

建筑推荐设置中水处理设置。国务院颁发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规定从

2018 年起，单体建筑面积超过 2 万 m²的新建公共建筑，北京市 2 万 m²、天津

市 5 m²、河北省 10 万 m²以上集中新建的保障性住房，应安装建筑中水设施。 

3.2 在疫情防控期间，建筑中水系统采取的加强措施 

对于使用市政再生水作为建筑中水水源的建筑，应关闭市政再生水来水，

以自来水替代。市政再生水的水质标准为一级 A，或一级 B，作为建筑中水水

源的建筑用于室内的冲洗便器，达不到国家标准《城市再生水利用 城市杂用

水水质》（GB/T 18920-2002）中的冲厕水质标准，无下列要求：嗅：无不快感；

浊度（NTU）：≤5；总溶解固体（mg/L）：≤1 500；溶解氧（mg/L）：≥1.0；铁

（mg/L）：≤0.3；锰（mg/L）：≤0.1；总余氯（mg/L）：30 min ≥1.0，管网末端（mg/L）：

≥0.2。建筑设计院的给水排水设计师认为市政再生水是可以满足冲厕水质标准

的，不再对市政再生水做进一步的水质处理直接用于冲厕。建议更换水源消除

隐患。 

对于自建中水处理站，当本小区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人时，除做好

处理设备消毒保障外，建议联系所在地卫生防疫部门，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

必要时应关闭中水处理系统，以自来水替代。 

3.3 住宅中水利用 

住宅采用市政再生水时，通常市政再生水的管道建设滞后于建筑施工。在

住宅入住后，用市政自来水作为水源，在市政再生水通水后，再转化为再生水

水源。但由于住户在装修时，在本户内已将中水管道与生活饮用水管道连接，

如转换再生水源，势必造成中水污染生活饮用水的问题。据北京晚报等报刊报

道，已有住户私自将中水管道与自来水管道连接引发自来水污染。“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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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表明，已建住宅小区中水站的运行率不到 20%。特别是入住最初一段时

期，受入住率限制，原水水量达不到设计运行水量，导致系统无法运行。物业

公司因无专业人员运维，设备故障率高，出水水质难保证。中水处理成本与中

水水价倒挂，经济效益难以让物业管理公司持续投入。 

住建部与国家发改委 2016 年联合发布的《城镇节水工作指南》中提出“鼓

励居民家庭内部实行排水灰黑分离的一体化户内中水设施，推广中水洁厕”。

户内模块化中水设施就是将卫生间排水横支管集成在整体模块内，与用水器具

同层敷设，能够将洗衣、洗浴、盥洗等废水收集进入模块内，经适当处理用于

冲厕的户内排水及水梯级利用装置。在住宅需采用中水冲厕的地区，推荐优先

采用模块化户内中水集成系统，即可实现中水回用的目标，也可解决中水与自

来水管道混接的问题。户内中水的水质标准、设计及施工应按行业标准《模块

化户内中水集成系统技术规程》JGJ/T 409-2017 的要求执行。北京已发布《北

京市保障性住房模块化户内中水集成系统应用技术导则（2015 年版）》，要求

在保障性住房及共有产权房中推广应用。 

4. 建筑雨水回用系统 

设有雨水收集回用系统的建筑物，如果雨水用于绿化浇洒、道路冲洗、观

赏性水景等非与人接触的用途，雨水处理工艺一般仅采用过滤，并不设置消毒

环节。对于此种回用系统，在疫情防控期间，建议增加消毒环节，投加次氯酸

钠、次氯酸钙、氯片等消毒剂，余氯量按雨水清水池中余氯量不大于 1.0 mg/L

（有效氯计）确定。对于采用喷灌方式浇洒的绿地，在疫情期间应改用自来水

作为水源。 

国家标准《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与利用技术规范》（GB 50400-2016）规定

对于传染病医院的雨水不得采用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对于此类雨水应收集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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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调储池中，经消毒处理后排入城市污水管道。 

5. 建筑生活饮用水系统 

无论是在疫情防控期间还是平时，都要保证建筑生活饮用水系统的水质安

全。终端龙头处的水质保障标准我国是比较完善的。运行与维护管理应执行行

业标准《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CJJ 140-2012）及协会标准《二次供水运行

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T/CECS 509-2018）的规定。在防疫期间，建议进行一

次水质检测，确保供水水质安全。重点加强对水池（箱）的定期清洗消毒，频

次为每半年不少于一次。疫情期间，应进行一次水池（箱）的清洗消毒，消毒

后应对水池（箱）的水质进行检测，检测项目至少应包括：色度、浑浊度、臭

和味、肉眼可见物、pH、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余氯。对出现水质不合格供

水系统，应采用 20～30 mg/L 的游离氯消毒液对管道系统进行冲洗消毒，同时

应立即排查污染原因。 

为保障终端龙头的水质，建议在新建、改建的二次供水泵房设置水质在线

监测设备，对浊度、PH 值及余氯实施监测。 

医院等的生活饮用水管道的材质应推广抑菌的材料，如铜管、纳米不锈钢

管、纳米塑料管（纳米 PPR）等。 

由此看来，建筑水系统特别是生活排水管道系统的安全，是建筑安全以及

住户健康的重要保障。因此，建筑水系统在设计阶段就应考虑系统的运行、维

护及安全防护的要求，完善排水系统的维护技术标准，完善建筑水系统应对突

发卫生事件的技术措施，确保各系统的正常维护工作按照相关标准的要求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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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火神山医院给排水设计简介 

来源：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转载：净水技术公众号 

文章要点：本文对非永久性战时医院——武汉火神山医院的室外给水消防系

统、室外污水系统（污水消毒处理系统）、室外雨水系统（雨水消毒处理系统）、

室内给排水系统设计进行简介。 

1. 给排水主要设计依据（包括但不限于）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 年版） 

《传染病医院建筑设计规范》（GB 50849-2014）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GB 51039-2014）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 50013-2018）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2006）（2016 年版）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2019） 

《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9-2013） 

《医院污水处理设计规范》（CECS07：2004）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 

 



行业报告 

- 395 - 

 

2. 设计范围 

根据业主及使用方要求，本次设计主要包括以下系统： 

（1） 室外给水消防系统 

（2） 室外污水系统（污水消毒处理系统） 

（3） 室外雨水系统（雨水消毒处理系统） 

（4） 室内给排水系统 

3. 室外给水消防设计 

3.1 市政水源 

根据当地水务部门提供的资料，在项目用地西侧市政道路下有一根

DN800 现状给水管，水压约为 0.16 ~ 0.2MPa，可供本项目使用。 

3.2 室外给水系统设计 

本工程为非永久性战时医院，病床数 1 000 张，医院本体均采用集装箱拼

装或板式房拼装，层数为 1~2 层。为减少水源的中间污染环节，保障水质安

全，在当地水务部门对 DN800 供水主管采取“双水厂供水”等高标准保供措

施前提下，采取市政直供+无负压给水设备联合供水方式，平时项目用水由无

负压给水设备加压供给，当设备出现故障时，可采取开启切换阀门等措施改为

市政直供。另在设备吸入管上预留加氯机接口及检测接口，当日常检测管网余

氯量不达标时，可直接接驳加氯机自动定比投加含氯消毒剂，保证管网供水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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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室外消防系统设计 

室外消防系统为低压制，与给水系统管网合并设置，其上设置若干个地上

式室外消火栓，其布置间距不大于 120 m，且在室外消火栓前设置导流防止器，

供火灾时消防车取水灭火使用。 

3.4 太平间、垃圾暂存间及消毒间给水设计 

太平间、垃圾暂存间及消毒间均在室外预留给水接口。室外太平间、垃圾

暂存间及消毒间前设置倒流防止器。 

4. 室外污水系统（污水消毒处理系统） 

4.1 室外排水系统 

室外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 

4.2 室外污水系统设计 

本工程为传染病医院，各专业设计均应遵循“三区两通道”的基本原则。

为保证清洁区内的医护人员不受污染区含病毒、致病菌空气感染，在室外设置

两趟独立的污水管网，即为污染区污水管网和清洁区污水管网，对应收集病房

污染区病人的生活污水和清洁区医护人员生活污水。两趟污水管网均直接排至

预接触消毒池进行消毒。 

4.3 污水消毒处理系统 

本项目为传染病医院，生活污水必须经过消毒处理且水质达标后方可排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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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预消毒+二级处理+深度处理+消毒工艺处理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GB 18466-2005）中传染病、结核病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限值后排

放，根据《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9-2013）和相关工程经验确定

工艺如下图 1： 

 

图 1  污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其中预消毒工艺段位于管网末端，化粪池前。预消毒工艺采用液氯对医院

污水进行预消毒，接触时间 3 小时，污水经预消毒后进入化粪池。 

二级处理采用 MBBR 生化处理工艺，MBBR 采用的载体密度小，比表面

积大，其表面附着的生物量多、食物链长、污泥浓度高、污泥产生量小。当载

满生物膜后，密度近似于 1，载体在反应器内流化所消耗的动力小，MBBR 法

比活性污泥法的处理效果好，在相同负荷条件下，HRT 短、体积小、基建费用

少、运行费用低。 

深度处理工艺采用混凝沉淀器进行泥水分离，同时进一步降低悬浮物浓

度。 

针对本次疫情特点，采用液氯作为消毒剂，液氯是国际上公认的含氯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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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中唯一的高效消毒剂（灭菌剂），它可以杀灭一切微生物，包括细菌繁殖体、

细菌芽孢、真菌、分枝杆菌和病毒等。其对微生物的杀灭机理为：液氯对细胞

壁有较强的吸附穿透能力，可有效地氧化细胞内含巯基的酶，还可以快速地抑

制微生物蛋白质的合成来破坏微生物。 

本医院为非永久性传染病医院，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排入污泥贮存

池，经消毒后脱水至 80%以下，由有资质的危废处理单位集中清运处理。 

污水处理站臭气经收集后，由高效活性炭吸附+紫外光催化消毒处理后排

放。 

4.4 室外雨水系统（雨水消毒处理系统） 

本工程临近自然水体，为最大限度保护现有自然环境，减少对周边水体污

染，雨水采用全回收无下渗方案，由建筑专业在全区域敷设防渗膜，距室外地

面 400 mm 以下，保证所有雨水不进入地下，均由雨水系统雨水口收集，收集

后的雨水重力自流进入总有效容积 4 500 m³的雨水调蓄池，经调蓄池错峰后再

由一体化雨水泵站加压提升排放至污水处理厂。为减少污水处理厂处理负荷，

在一体化雨水泵站内设置加氯管，对雨水进行加氯预消毒处理。 

5. 室外排水构筑物 

因本项目为传染病医院，为保证室外大气环境安全，避免二次污染，室外

污水管网为密封系统，要求所有管道及构筑物检查井盖采取密闭措施，所有污

水管道接口处采取混凝土满包加固措施。另，为保证系统排水通畅，在室外合

适位置的检查井设通气管，排至屋顶大气，通气管口采取高效过滤加消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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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室内给排水系统 

6.1 室内给水及饮用水系统 

① 室内给水系统竖向不分区，进入污染区的给水管起段设倒流防止器，

并在下列场所的用水点采用非接触性或非手动开关：公共卫生间的洗手盆、小

便斗、大便器；护士站、治疗室、中心（消毒）供应室、监护病房、诊室、检

验科等房间的洗手盆；其他有无菌要求或需要防止院内感染场所的卫生器具。 

② 饮用水由电开水器制备。 

6.2 室内热水系统 

病房卫生间和医护人员淋浴处提供热水供应，热水为分散系统，由储热式

电热水器制备。 

6.3 室内排水系统 

① 室内清洁区和污染区的污废水分别独立设置管网，排至室外对应的小

市政管网内。 

② 为减少空气污染，减少地漏的设置场所，在准备间、污洗间、卫生间、

浴室、空调机房等应设置地漏，护士室、治疗室、诊室、检验科、医生办公室

等房间不设地漏。 

③ 地漏采用带过滤网的无水封地漏加存水弯，存水弯的水封不得小于 50 

mm，且不得大于 75 mm。 

④ 排水立管的通气管口设置高效过滤器加紫外线消毒装置。 

⑤ 空调冷凝水有组织收集排放，并进入污水消毒处理站统一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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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室内消防设施 

① 室内设消防软管卷盘，内含 19 mm 软管卷盘一只，长 30 m，发生火灾

时由室内人员进行自救逃生。 

② 室内按严重危险级设置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干粉灭火器的最大保护

距离为 1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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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水环境联合会（WEF）5 位专家谈 

新型冠状病毒对水处理的影响 

来源：中国给水排水公众号 

作者：郑兴灿，等 

文章要点：本文简要介绍了全球新冠病毒感染情况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USEPA）、

EPCOR 集团关于 COVID-19 的响应措施。 

1. 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致病性对污水处理厂运行操作人员的影响

及病毒去除和感染风险防范措施 

来自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Gillings 全球公共卫生学院环境科

学与工程学部的 Mark D. Sobsey 教授，首先回顾了目前已经公开的新型

冠状病毒的结构特征、遗传特性、传播渠道以及现状全球感染情况等方面

信息。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开数据，截至 2020 年 2 月 24 日，已经在 39 个国家

发现确诊病例，确诊 80 348 例，死亡 2 707 例，治愈 27 899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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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球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公开数据 

鉴于目前已经有学者在粪便和尿液中检测到新型冠状病毒的 RNA，而很

多病例的前期症状只是胃肠疾病、腹泻、呕吐等，Mark D. Sobsey 教授认为存

在部分病例在病毒潜伏期间，或者患者确诊前，在自己或其他人并不知情的情

况下就可能通过排泄物、呕吐物甚至飞沫等途径传播给他人，这可能是城镇污

水收集和处理方面潜在的病原体污染源。 

Mark D. Sobsey 教授以国际游轮感染和香港高层住宅楼两户相隔 10 余层

楼的感染事件说明，粪便、飞沫和气溶胶传播都是有可能的，但都仍然存在不

确定性。但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是生物安全三级病毒，其检测是一个高风险的过

程，需要相对较高生物安全级别的实验室，较为专业的操作人员才能进行新型

冠状病毒的安全检测。新型冠状病毒多采用逆转录-聚合酶链（RT-PCR）方法

检测，而这种检测方法是通过病毒和病毒核酸片段的激活完成检测的，因此，

检测出病毒并不代表具有生物传染性，该病毒的传染性到底有多强是目前行业

未知的，也是最让人担心的。另外，Mark D. Sobsey 教授也指出，所有研究报

告中都没有提及病毒浓度、病毒活性及传染性问题，呼吸道分泌物和粪便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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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浓度仍然未知，对该病毒的存活条件和存活性了解仍很少，所以对于城镇

污水处理行业而言，我们只知道该病毒可能存在于粪便中，存在于污水中，但

我们并不能确定病毒是否真的存在或存活。 

Mark D. Sobsey 教授介绍了其研究团队对猪传染性肠胃炎病毒 TGEV 和

鼠肝炎病毒 MHV 两种不同冠状病毒的研究结果，如下图 2 所示。物体表面的

实验结果表明，这两种病毒在低温低湿环境下均具有较高的存活率，但不管什

么情况下，病毒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大幅度降低，这也就意味着病毒会存活相

当长一段时间，因此，表面消毒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干预措施。 

 

图 2  不同温度和相对湿度条件下，物体表面冠状病毒的存活情况 

水中冠状病毒的实验结果表明，4℃时两种病毒存活很长时间，且几乎无

扩散；25℃时两种病毒都会快速衰减，但达到 4 log 去除率仍需要很多天的时

间，所以这类病毒在自然水体中仍可存活很长时间，需要几周才能失活。 

沉淀在污泥中的冠状病毒的实验结果表明，4℃情况下，35 天仍达不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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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的去除率，而 25℃时 2～3 周即可得到 4 log 去除率，所以冠状病毒在污泥

中仍具有较长的存活期。 

 

图 3  不同温度下，冠状病毒存活时间 

鉴于上述研究结果，Mark D. Sobsey 教授指出，如果新型冠状病毒的存活

率与上述两种病毒相似，也就意味着新型冠状病毒会逐渐消亡，但这个时间可

能会很长，取决于病毒媒介、温度等因素。 

而后，Mark D. Sobsey 教授简要介绍了消毒方面的前期研究成果，指出其

他冠状病毒很容易被化学消毒剂和紫外线辐射，或使用获得 EPA 认证的化学

药剂灭活，按照推荐的浓度或稀释倍数进行表面消毒。粪便、污水和水中的冠

状病毒比肠道病毒更加敏感，更容易被化学消毒剂和紫外线辐射灭活，但游离

氯对有机物负荷较高的污水（包括粪便和污水）的消毒效果并不理想，这一方

法并不实用。传统的污水处理工艺对新型冠状病毒和其他人类病毒具有很好的

去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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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关于 COVID-19 的响应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环境卫生与疾病预防高级顾问 Matthew J 

Arduino，首先介绍了美国 CDC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明确

30 个国际地区已经有 COVID-19 感染病例，其中美国的 7 个州发现了 15 例感

染病例，而且人传人问题已经在美国病例中得到证实。明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是一种典型的呼吸道疾病，可以传播到距离感染者 6 英尺远的地方，Matthew 

J Arduino 详细介绍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和方式，但也明确指出病毒在物

体表面可以存活的时间，目前尚未获得准确数据。但基于其他冠状病毒的研究

结果，如荨麻疹病毒可以传播到 100 英尺范围，并可以在物体表面存活数小时。 

他给出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一些具体表征，如发热现象占 83%～98%，咳嗽

占 46%～82%，疲劳占 11%～44%，呼吸急促占 31%，恶心、呕吐和腹泻占 10%。 

而后介绍了 CDC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方面做的主要工作，指出 CDC

的相关建议是一套完善的感染控制措施，是基于保护工作人员的措施，而不仅

仅是完全依赖于个人防护用具的保护措施。并以医院防控为例，介绍了给病人

提供呼吸面罩和隔离措施，隔离室为负压室，以减少接触并避免交叉感染。隔

离室如果没有配套高效过滤设备，原则上不将隔离室气体排放至室外，而是单

独设置隔离区域。 

Matthew J Arduino 指出，目前污水的消毒是可以满足新型冠状病毒灭活要

求的，次氯酸盐氧化、过氧乙酸、UV 等消毒方式都可以满足消毒要求；COVID-

19 医疗废水（废物）的处理也与现有医疗机构的处理要求没有明显区别。CDC

指南建议，洗衣、食品服务和医疗废物的管理按照常规程序即可；目前没有证

据表明这些设施的废物需要额外的消毒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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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水处理行业，Matthew J Arduino 指出，没有明显证据显示污水处理厂

的员工需要针对 COVID-19 采取额外的保护措施，只要严格按照标准规程，按

规定穿戴个人防护用品，严格执行基本的卫生防护措施，就可以保障作业人员

安全。 

最后 Matthew J Arduino 向大家提供了 CDC 关于 COVID-19 防控的一些工

具和解决方案的链接如下图 4 所示。 

 

 

图 4  COVID-19 防控解决方案的相关链接 

3.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的职业健康风险防护 

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科技评价办公室行动主任 Christopher K. 

Brown 博士，介绍了 OSHA 关于美国不同工种职业健康风险防控的相关内容，

并明确提出疫情防控期间，很多从业者的职业健康风险会增大。 

Christopher K. Brown 首先提出，由于美国的职业健康风险防范等级比较

高，运行操作人员的接触风险相对较低，因此 OSHA 并没有特别增加风险防

控要求。固废处理、污水处理、医疗机构、殡仪环节、实验室、航空保护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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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商务旅行等行业员工的职业接触风险的确增加，目前 OSHA 也没有针对新

型冠状病毒的特别防控标准，但现有的标准体系已经可以保障从业人员的职业

安全。 

为了更好的保护从业人员，OSHA 也在网页上开设了 COVID-19 专栏

（www.osha.gov/covid-19），以科学指导从业人员和雇主进行感染风险的防控。

而后，介绍了一些感染风险防控的个人措施和企业行为，包括必要的企业培训

等。并指出，其核心技术措施与 CDC 基本一致。 

OSHA 的 COVID-19 专栏分四个层级介绍了相关的防护要求，并介绍了每

一个层级应如何开展相关工作，见图 5。 

 

图 5  OSHA 的 COVID-19 相关防护要求 

4. EPA 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工作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USEPA）应急管理办公室高级生物学家 Christine 

Tomlinson 博士指出，在疫情防控方面，USEPA 的核心作用更多的是协调 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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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应急管理部（FEMA）、美国国家职业与安全卫生研究院（NIOSH）、OSHA

等机构共同开展工作。 

Christine Tomlinson 博士也明确指出，EPA 没有针对冠状病毒的指南，而

只是基于 CDC、OSHA 等机构发布的指南提出了 EPA 的一些具体建议，而且

这些具体建议多数并非针对冠状病毒的，因此，也仅限于 EPA 内部使用，并

未对社会公开。 

5. WEF 如何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水行业的安全防护 

EPCOR 集团高级微生物学家 Rasha Baal-Mared 博士就 COVID-19 的水

行业从业指引情况做了介绍，包括在 WEF 消毒与公共健康专题委员会下成

立水传播疾病暴发控制（WIDOC）工作小组，以及工作小组的主要工作模

式，信息发布渠道等。最后向与会者展示了关于 COVID-19 的一些最新研究

成果。 

在后续的提问环节，主持人和 5 位发言人分别与参会人员进行了技术交

流，具体情况如下： 

（1） 关于游离氯灭活病毒期间，如果与氨结合为氯胺会怎么样的问题，

Mark D. Sobsey 教授指出，氯胺在灭活微生物方面是有效果的，只是其需要的

接触时间更长。也就是说适当的氯胺剂量和足够的接触时间是可以保障消毒效

果的，如果接触时间已经固定，那增加氯胺剂量也是可行的。为了控制病毒进

入饮用水供水系统或污水处理系统，可能会考虑使用氯胺联合消毒剂，而不单

纯是游离氯消毒。 

（2） 关于饮用水系统设计中按去除 4 log 冠状病毒和其他人类病毒，现有

的传统污水处理系统到底可以去除多少数量级病毒问题，Mark D. Sobsey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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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指出，也在尝试进行污水处理系统病毒去除相关尝试，以期达到饮用水的

量级。如果每个步骤都可以合理有效控制，通过一系列的物理、化学和生物

处理过程，传统的污水处理工艺也可以实现 6 log 的大肠杆菌灭活，将进水中

的 107～108 大肠杆菌浓度降低至出水的 102～103，其他病毒应该也可以达

到上述效果。 

（3） 关于 A 级标准污泥是否可以保障病原体减量和冠状病毒灭活的问

题，Mark D. Sobsey 教授指出，污泥中的病原体浓度的确较高，但其在处理至

A 级标准的污泥中并没有检测到病毒。因此，只要处理工艺合理，污泥达到 A

级要求，是可以有效降低病毒传播风险的。 

（4） 关于 CDC 提到的实验室等级要求，什么样的实验室满足新型冠状病

毒研究需要的问题，Matthew J Arduino 提出新型冠状病毒研究应至少建立在

BSL2+～BSL3 的一个实验室安全等级，直到真正了解了这个病毒的实验室风

险。BSL 是 CDC 的实验室安全等级评价标准，最高为 4 级。 

（5） 关于日本钻石公主号游轮是否存在通风系统病毒传播问题，Matthew 

J Arduino 指出，基于现有的公开资料，没有对感染者进行有效的隔离防护是

一个主要原因；另外虽然对于游轮中通风系统的设计不是很了解，但通过海军

舰艇上发生过结核病传播的问题看，游轮通风系统可能并不能有效防止病原体

的空气传播。 

（6） 关于建议 SARS 病毒灭活的游离氯浓度 0.2～0.5 ppm 所需的接触

时间问题，Mark D. Sobsey 教授认为，实现几个数量级的病毒灭活所需的

接触时间应该不长，10～30 min 即可，建议大家可以进一步查阅相关的文

献。 

（7） 关于污水收集系统运维人员如何避免生物气溶胶伤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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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r K. Brown 提出，通过其他病原体风险的分析，气溶胶传播的风险

主要在于搅拌池和污水集水池，已经要求雇主给可能接触气溶胶风险的工人佩

戴防毒口罩。但 Christopher K. Brown 同时也指出，让气溶胶风险相对较小的

运行维护人员长期佩戴防毒口罩并不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因为这些人员会无法

忍受长时间佩戴而导致不正确穿戴行为；另外，中国是防毒口罩的主要生产国，

目前供应链出现不足。而且目前冠状病毒的气溶胶传播风险存在不确定性，因

此，建议雇主做相应的风险评估，并表示会持续关注病毒的研究成果，以科学

应对排水行业面临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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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时期，各类化学消毒剂该如何选择和安全使用？ 

来源：中国给水排水公众号 

文章要点：本文主要介绍如何正确选择和安全使用各类化学消毒试剂，包括 84

消毒液、过氧乙酸、醇类消毒剂、双胍类和季铵盐类消毒剂、含碘消毒剂、醛

类消毒剂、高锰酸钾。 

化学消毒试剂能够影响细菌的化学组成、物理结构和生理活动，从而发

挥消毒或灭菌的作用，主要工作机制见下图 1 所示。化学消毒试剂的工作机

制主要包括促进菌体蛋白质变性或凝固、干扰细菌的酶系统和代谢、损伤细

菌的细胞膜、降低细胞表面张力并增加其通透性、胞外液内渗并致使细菌破

裂等。 

 

图 1  化学消毒试剂的主要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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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化学消毒试剂分类 

化学消毒试剂可分为灭菌剂和消毒剂两大类，前者可以杀灭包含芽孢、病

毒等在内的一切活的微生物；后者可杀死微生物的繁殖体，但不能破坏其芽孢。

常用的化学消毒试剂包括过氧化物类消毒剂、酚类消毒剂、双胍类和季铵盐类

消毒剂、醇类消毒剂、含碘消毒剂、 含氯消毒剂、醛类消毒剂和环氧乙烷等。 

化学消毒剂分类用下表 1 更直观一些： 

表 1  化学消毒剂分类 

种类 简介 典型应用 

醛类 

甲醛 

第一代化学消毒剂，已有上百年应用历史。（福尔

马林）价廉易得、防腐灭菌效果显著。因其刺激

性气味、致癌作用、消毒作用慢等缺点，应用逐

渐减少，控量严格使用。 

甲醛灭菌器、种子

消毒、水生生物疾

病防治等 

戊二醛 第三代化学消毒剂。广谱、高效、低毒。 医疗器械灭菌 

邻苯二

甲醛 

广谱、高效、低腐蚀、刺激性小、使用浓度低。

可作为戊二醛替代品。 
医疗器械灭菌 

环氧乙烷 第二代化学消毒剂。广谱、高效。一类致癌。 环氧乙烷灭菌器 

卤素类 

碘伏/含

氯类 
广谱杀菌 

皮肤粘膜消毒剂、

水产养殖等 

含氯类 

广谱高效。品种主要有次氯酸钠、次氯酸钙、二

氯异氰酸钠、三氯卡班（三氯均二苯脲）、二氧化

氯、三氯异氰尿酸、氯铵 T 等。杀微生物有效成

分常以有效氯表示。 

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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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简介 典型应用 

含溴类 二溴海因、溴氯海因 
水处理、水产养殖

等 

醇类 乙醇等 

特点：作用较快、性质稳定、无腐蚀性、基本无毒。 

缺点：易燃易爆、有刺激性，不能杀芽孢。 

医疗应用 

酚类 最古老的消毒剂。有毒、腐蚀性等缺点。 兽医消毒应用 

胍类 

氯已定 
商品名洗必泰，杀菌范围广、毒性小、性质稳定、

不易分解、成本低、使用方便等优点。 
医疗应用 

聚六亚

甲基胍 

为低效消毒剂，特点是杀菌力强，作用快速，稳

定性好，实际无毒级。不能杀芽孢菌类。 

医疗、日用、水处

理等 

聚胺丙

基双胍 
广谱抗菌、低浓度、高效能 隐形眼镜护理液 

季胺盐类 

商品名有洁尔灭、新洁尔灭、度米芬等、具有除

臭、清洁和表面消毒的作用。为阳离子表面活性

剂，配伍禁忌多，杀菌范围有限，价格较高。 

医疗、环境等 

过氧化物类 
包括过氧化氢、过氧乙酸和臭氧等，高效、速效、

低毒、广谱。缺点是不稳定、刺激性等。 
医疗等 

2. 化学消毒剂效力 

根据其对微生物的杀灭作用可分为高效、中效、低效三类。各类化学消毒

剂的效力水平见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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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化学消毒及效力水平 

效力水平 

细菌 

真菌 

病毒 

消毒剂举例 
繁殖体 结合杆菌 芽胞 亲脂性 亲水性 

高效 + + + + + + 

环氧乙烷、醛

类、过氧乙

酸、含氯类 

中效 + + - + + + 磺伏、醇类 

低效 + - - +，- + - 
酚类、季胺盐

类、胍类 

注：1.“+”为有杀灭作用；“–”为无杀灭作用；2. 亲脂性病毒包括腺病毒、疱疹病毒、

流感病毒等，亲水性病毒包括脊髓灰质病毒、柯萨奇病毒等。 

3. 化学消毒剂的选用原则 

理想的化学消毒剂应具有以下几个条件： 

（1） 杀菌谱广，作用快速。 

（2） 性能稳定，便于储存和运输。 

（3） 无毒无味，无刺激，无致畸、致癌、致突变作用。 

（4） 易溶于水，不着色，易去除，不污染环境。 

（5） 不易燃易爆，使用安全。 

（6） 受有机物、酸碱和环境因素影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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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作用浓度低。使用方便，价格低廉。 

虽然多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对化学消毒剂进行了广泛的筛选，但至今没有发

现一种能满足上述全部条件的消毒剂，因此，在消毒时要根据消毒目的和消毒

对象的特点，选用合适的消毒剂，即每种消毒剂都有它的适用范围，也都有一

定的市场空间，可通过复配获得更好杀菌范围和杀菌效力。 

就国内消毒市场而言， 

以家用消毒产品为例，市面畅销消毒液主要有滴露和威露士（主要成

分为对氯间二甲苯酚）、84 消毒液（次氯酸钠）、净安消毒液（季铵盐）

等，此外香皂、沐浴露等日化用品中主要抗菌成分代表有三氯卡班、

对氯间二甲苯酚【美国 FDA 已宣布全面禁售含有三氯卡班和对氯间二

甲苯酚等 19 种抗菌成分的抗菌皂，已退出欧美市场】。 

以宠物消毒用品为例，市面畅销的消毒液主要以季铵盐、戊二醛（复

配）、过氧酸氢钾复合盐、月芐三甲氯铵、乙醇为主。 

水产养殖领域有二氧化氯、聚维酮碘、戊二醛等。 

在自来水消毒领域，国内主要采用氯化法，国外比较推崇使用二氧化

氯等消毒剂，世界卫生组织（WHO）将二氧化氯作为 A 级高效安全食

品消毒剂。 

下面，流程君和你具体聊聊市面上比较典型的化学消毒产品。 

4. 84 消毒液 

1984 年，地坛医院的前身北京第一传染病医院研制成功能迅速杀灭各类

肝炎病毒的消毒液，经北京市卫生局组织专家鉴定，授予应用成果二等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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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84”肝炎洗消液，后更名为“84 消毒液”。 

84 消毒液是以次氯酸钠（NaClO）为主要有效成分的消毒液，有效氯含量

为 1.1%～1.3%，其主要作用是杀灭肠道致病菌、化脓性球菌和细菌芽孢。适

用于一般物体表面、白色衣物、医院污染物品的消毒。 

NaClO 具有强氧化性，作漂白剂，其漂白原理是 NaClO 水解生成具有漂

白性的 HClO（次氯酸）。HClO 是一种较弱酸，其酸性比碳酸要弱。但其具有

强氧化性，能够将具有还原性的物质氧化，使其变性，因而能够起到消毒的作

用。空气中的 CO2（二氧化碳）溶解于 NaClO 溶液中可以与 NaClO 参加反应

得到具有漂白性的 HClO。化学反应方程式为：NaClO+CO2+H2O=NaHCO3+ 

HClO 

使用方法： 

Q1：如何对家里的地面、桌面，以及宝宝的玩具表面进行消毒？ 

A：首先，在超市或药店购买 84 消毒剂，然后取 1 份消毒剂，加入 99 份

冷水（不要用热水），得到浓度为 500 mg/L 的含氯消毒液。然后，用专门的抹

布沾取溶液擦地、擦桌子、擦玩具表面。等待不少于 15 min 的时间后用清水

再擦拭，去除残留消毒剂。 

地面需要定时清洁，养宠物的家庭要增加清洁次数，并保持地面干爽。 

可以蒸煮的玩具，例如宝宝的咬胶，单独清洗后煮沸或使用消毒蒸锅，至

少 15 min。 

能耐受酒精消毒的玩具，或者金属表面，可以使用 75%酒精棉片擦拭。 

Q2：如果地面、桌面有呕吐物等明显的污染，应该怎么进行消毒？ 



行业报告 

- 418 - 

 

A：依然使用 84 消毒液，但浓度和上面有所不同。取 1 份消毒剂，加入

49 份冷水（不要用热水），得到浓度为 1 000 mg/L 的含氯消毒液。用于消毒被

呕吐物、排泄物或分泌物污染的表面或物件。 

Q3：如何对水杯、碗筷等餐具进行消毒？ 

A：首先，彻底清洗，去除粘在上面的食物残渣。如果有家用的碗筷消毒

机，可以直接使用高温消毒模式，注意温度一定要大于 56℃，时间持续 30 min。 

如果家里没有消毒柜，清洗后可以直接煮沸消毒，至少 15 min。 

当然，也可以使用有效氯为 250 mg/L 含氯消毒液浸泡 15 min 后，再用清

水洗净。 

注意事项： 

健康危害：经常用手接触该品的工人，手掌大量出汗，指甲变薄，毛发脱

落。该品有致敏作用。该品放出的游离氯有可能引起中毒。 

燃爆危险：该品不燃，具腐蚀性，可致人体灼伤，具致敏性 

在使用过程中注意以下几点： 

（1） 84 消毒液有一定的刺激性与腐蚀性，必须稀释以后才能使用。 

（2） 84 消毒液的漂白作用与腐蚀性较强，最好不要用于衣物的消毒，必

须使用时浓度要低，浸泡的时间不要太长。 

（3）84 消毒液是一种含氯消毒剂，而氯是一种挥发性的气体，因此盛消

毒液的容器必须加盖盖好，否则达不到消毒的效果。 

（4） 不要把 84 消毒液与其他洗涤剂或消毒液混合使用，因为这样会加大

空气中氯气的浓度而引起氯气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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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用消毒液，不得口服， 

（6） 本品对金属有腐蚀作用，对织物有漂白作用，慎用。 

（7） 本品对皮肤有刺激性，使用时应戴手套，避免接触皮肤。 

（8） 本品宜现用现配，一次性使用，勿用 50°以上热水稀释。 

（9） 使用时最好戴手套。 

5. 过氧乙酸 

过氧乙酸又名过醋酸，分子式 C2H4O3，分子量 76，无色透明液体，呈弱

酸性，易挥发，有刺激性气味，可溶于水或乙醇等有机溶剂。为强氧化剂，腐

蚀性强，有漂白作用。性不稳定，易解，遇热、强碱、有机物或重金属离子等

分解加速。完全燃烧能生成二氧化碳和水，具有酸的通性，可分解为乙酸、氧

气。 

过氧乙酸的合成原料为冰醋酸、硫酸、过氧化氢。被硫酸处理过的冰醋与

过氧化氢混合后，过氧化氢中的一个氢被冰醋酸中的乙酰基置换，形成过氧乙

酸。 

过氧乙酸不稳定，降解产物为冰醋酸和过氧化氢。因此，过氧乙酸为混合

水溶液，除含主要成分过氧乙酸，另含过氧化氢、冰醋酸、硫酸等。市售过氧

乙酸浓度一般为 20%. 

制备的方程式 ：CH₃COOH + H₂O₂＝CH₃COOOH + H₂O 

对微生物的杀灭作用：过氧乙酸属高效消毒剂，过氧乙酸的气体和溶液都

具有很强的杀菌能力。能杀灭细菌繁殖体、分枝杆菌、细菌芽胞、真菌、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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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病毒，也可以破坏细菌毒素。其杀菌作用比过氧化氢强，杀芽胞作用迅速。 

适用范围：可用于食品工业器具，医疗器械及其它医疗用品的消毒。玻璃、

塑料、搪瓷、不锈钢、化纤等耐腐蚀物品一般均可用过氧乙酸消毒。也可用于

消毒地面、污水、淤泥等。低浓度过氧乙酸溶液及其气雾剂可用于消毒橡胶制

品、棉纺织品、水果蔬菜及皮肤等。 

实际应用：过氧乙酸可通过浸泡、喷洒、喷雾、擦拭的方式对物品进行消

毒。对细菌繁殖体污染物品的消毒，用 0.1%（1 000mg/L）过氧乙酸溶液浸泡

15 min；对肝炎病毒和结核污染物品的消毒用 0.5%（5 000 mg/L）过氧乙酸溶

液浸泡 30 min；对细菌芽胞污染物品的消毒用 1%（10 000 mg/L）过氧乙酸溶

液浸泡 5 min，浸泡 30 min 灭菌。市售过氧乙酸为加有稳定剂的过氧乙酸水溶

液，浓度一般为 20%，消毒前稀释至使用浓度。另一种剂型为二元包装型：过

氧乙酸稳定性较差，但合成过氧乙酸所用的冰醋酸、硫酸与过氧化氢等原料却

比较稳定，因此，将加有催化剂硫酸的冰醋装于一瓶，将过氧化氢装于另一瓶，

两瓶配套出售。临用前，将两瓶液体混匀，静置 2 h 以上，即可产生预定浓度

的过氧乙酸。 

使用注意事项 

（1） 因过氧乙酸溶液不稳定，应贮存于通风阴凉处，用前先测定有效含

量；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配制稀释液，稀释常温下保存不宜超过 2 d。 

（2） 过氧乙酸对金属有腐蚀性，配制消毒液的容器最好用塑料制品；配制

过氧乙酸时忌与碱或有机物混合，以免产生剧烈分解，甚至发生爆炸。 

（3） 高浓度药液具有强腐蚀性、刺激性，使用时谨防溅到眼内，皮肤上。

如不慎溅到应立即用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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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属器材与天然纺织品经浸泡消毒后，应尽快用清水将药物冲洗干

净。熏蒸消毒后，应将有关物品刷净，或用湿布将沾有的药物擦净。 

6. 醇类消毒剂 

最常用的醇类消毒剂是乙醇和异丙醇，它们可以凝固蛋白质并导致病原体

死亡。醇类消毒剂属于中效水平消毒剂，可杀灭细菌繁殖体、破坏单纯疱疹病

毒、乙型肝炎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等亲脂性病毒。乙醇的常用浓度为 75%，

异丙醇的常用浓度为 70%。 

医用酒精是指医学上使用的酒精，医用酒精的纯度有多种，常见的为 95%

和 75%。过高浓度的酒精会在细菌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阻止其进入细菌体

内，难以将细菌彻底杀死。若酒精浓度过低，虽可进入细菌，但不能将其体内

的蛋白质凝固，同样也不能将细菌彻底杀死。 

因此，使用 70%～75%的酒精，既能使组成细菌的蛋白质凝固，又不能形

成包膜，能使酒精继续向内部渗透，而使其彻底消毒杀菌。 

要使蛋白质变性，就要让蜷曲、螺旋的蛋白质分子长链舒展、松弛，其中

关键是破坏形成蜷曲和螺旋的各种力。酒精分子有两个末端，一端是憎水的（-

C2H5），可以破坏蛋白质内部憎水基团之间的吸引力；一端是亲水的（-OH），

但它难以破坏蛋白质外部的亲水基团之间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水分子虽然可

以松弛蛋白质亲水基团之间的吸引力，但它即使钻进细菌内部，也无法破坏其

蛋白质中憎水基团之间的吸引力。所以，纯酒精或水都不足以使细菌内的蛋白

质变性，只有酒精和水共同存在，同时使保持蛋白质几何形状的各种吸引力松

弛，蛋白质才会失去生理活性。因此，只有一定浓度的酒精溶液，才能达到良

好的消毒杀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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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出门在外，在没有肥皂和水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好手的消毒？ 

A：可以使用含 60%以上乙醇（酒精）的免洗洗手液。 

注意：氯己定（洗必泰）不能有效灭活病毒，氯己定也是 FDA 禁止在日

用清洁产品中添加的抑菌成分，购买免洗洗手液之前请千万看清楚有效成分。 

近年来，国内外已研发了多种复合醇类消毒剂，这些产品多用于手部皮肤

的消毒。 

7. 双胍类和季铵盐类消毒剂 

双胍类和季铵盐类消毒剂属于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具有杀菌和去污的作

用。将其溶于乙醇中可增强杀菌效果，医院里一般用于非关键物品与手部皮肤

的消毒。 

由于这类化合物可以改变细菌细胞膜的通透性，常将它们与其他消毒剂复

配以提高其杀菌效果和杀菌速度。季铵盐类消毒剂从发展到现在已有近百年历

史： 

第一代季铵盐类消毒剂为苯扎溴铵 （新洁尔灭）； 

第二代季铵盐类消毒剂是在新洁尔灭的分子结构上增加烷基或氯取代基； 

第三代季铵盐类消毒剂为第一代与第二代的混配剂； 

第四代季铵盐类消毒剂是近年发展起来的四烷基季铵盐溶液； 

第五代季铵盐消毒剂为有双长链烷基季铵盐。双长链烷基季铵盐的碳链有

适度的链长，既避免了单长链烷基杀菌能力的不足，又克服了双链碳链过长、

水溶性变差的缺点，如果科学地添加增效剂，还可以提高双长链烷基季铵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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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剂对有机物、硬水和 pH 值等外部条件的适应能力。 

8. 含碘消毒剂 

含碘消毒剂包括碘酊和聚伏酮碘等。碘酊的常用浓度为 2%，聚伏酮碘的

使用浓度为 0.3%～0.5%，它们可卤化病原体蛋白并导致其死亡。含碘消毒剂

可杀灭细菌的繁殖体、真菌和部分病毒，多用于皮肤与黏膜的消毒，医院常用

于手部皮肤的消毒。 

9. 醛类消毒剂 

醛类消毒剂主要包括甲醛和戊二醛等。此类消毒剂为一种活泼的烷化剂，

可作用于病原体蛋白质中的氨基、羧基、羟基和巯基，从而破坏蛋白质分子并

导致其死亡。甲醛和戊二醛可杀灭各种病原体，由于它们对人体皮肤与黏膜有

刺激、固化作用并可使人致敏，所以不可用于空气、食具的消毒。 

制药企业常采用甲醛熏蒸法来进行洁净区的环境消毒。因其对人体有致癌

作用，近年来，有些企业已采用过氧化氢蒸汽 （VHP） 消毒法来代替甲醛熏

蒸法。 

10. 高锰酸钾 

高锰酸钾有强效的消毒作用，因此无论在家中还是医院，都是常备用品。

不过，溶液的配制很有讲究，需要格外注意。高锰酸钾为强氧化剂，遇有机物

即放出新生态氧，有杀灭细菌作用。其杀菌力极强，临床上常用浓度为 1:2 

000～1:5 000 的溶液冲洗皮肤创伤、溃疡、鹅口疮、脓肿等。溶液漱口用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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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口臭及口腔消毒。注意的是，溶液的浓度要掌握准确，过高的浓度会造成局

部腐蚀溃烂。在配置溶液时要考虑时间，高锰酸钾放出氧的速度慢，浸泡时间

一定要达到 5 min 才能杀死细菌，且配制好的水溶液通常只能保存两小时左

右。当溶液变成褐紫色时，则失去消毒作用，最好能随用随配。最后，配制高

锰酸钾的时候应用凉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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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EPA：就饮用水和污水中的新冠病毒 

对公众的权威解答 

来源：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转载：净水技术公众号 

翻译：郭燕 

原文出处：https：//www.epa.gov/coronavirus/coronavirus-and-drinking-water-

and-wastewater?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文章要点：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威胁下，3 月 14 日，美

国正式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本文翻译了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就

饮用水和污水处理中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的有关问题进行的解答。 

EPA 认为：美国现有饮用水系统受病毒影响的风险很低，无需煮沸或饮用

瓶装水；没有证据表明饮用水或者污水系统能够成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播

途径，这是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很容易被消毒剂灭活，常规污水处理和消毒工艺

能够控制该病毒的传播。 

对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保护国人的健康和

安全更重要。EPA 正在提供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和新型

冠状病毒的重要信息，因为它事关饮用水和污水处理，公众需要知晓。根据目

前的证据，在饮用水供应系统中未检测到新冠病毒，饮用水供应的安全风险很

低。人们可以照常继续使用和饮用自来水。 

EPA 制定了有关公共水系统处理要求的法规，以防止病毒等水传播病原

https://www.epa.gov/coronavirus/coronavirus-and-drinking-water-and-wastewater?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www.epa.gov/coronavirus/coronavirus-and-drinking-water-and-wastewater?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行业报告 

- 426 - 

 

体污染饮用水和污水。新冠病毒是一种对消毒特别敏感的病毒，标准处理工艺

和消毒过程预期是有效的。EPA 正在与包括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

在内的联邦合作伙伴进行协调，并将继续酌情提供技术援助和支持。 

Q：喝自来水安全吗？ 

A：EPA 建议美国人继续照常使用和饮用自来水。世界卫生组织（WHO）

表示：“尚未在饮用水中检测到 COVID-19 病毒的存在，根据现有证据，COVID-

19 病毒对供水系统的安全隐患很低。”此外，据 CDC 报道，新冠病毒主要在

密切接触的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而且，EPA 的饮用水法规要求公共供水系统

进行处理以去除或杀死包括病毒在内的病原体。 

Q：需要将饮用水烧开吗？ 

A：不需要烧开饮用水作为预防新冠病毒传播的措施。 

Q：用自来水洗手安全吗？ 

A：EPA 建议美国人继续照常使用和饮用自来水。根据 CDC 的资料，经

常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 20 秒钟有助于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 

Q：如果担忧自己的饮用水该怎么办？ 

A：WHO 指出：“尚未在饮用水中检测到新冠病毒的存在，根据现有证据，

新冠病毒对供水系统的安全隐患很低。” 

从公共供水设施获得水的家庭可以联系供应者，了解有关正在使用的水处

理方式。处理方法可能包括过滤和消毒（例如氯消毒），这些处理方法可以在

饮用水到达水龙头前将水中病原体去除或灭活。 

拥有私人水井的家庭，如果担心饮用水中的病毒等病原体，可以考虑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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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些去除细菌、病毒和其他病原体的方法，包括安装经认证的家用水质处

理器等。 

Q：我需要购买瓶装水或者存储饮用水吗？ 

A：EPA 建议国人继续照常使用和饮用自来水。目前，没有迹象表明新冠

病毒存在于饮用水中或者影响饮用水的可靠供应。 

Q：EPA 在保障饮用水安全方面的作用是什么？ 

A：EPA 制定了公共水系统水处理要求的条例，以防止病毒等水传播病原

体污染饮用水。这些处理方法包括使用过滤和消毒（例如氯），这些处理方法

可以在饮用水到达水龙头前将水中病原体去除或灭活。此外，WHO 指出，“利

用过滤和消毒的常规集中水处理方法能灭活新冠病毒。” 

EPA 还将继续与包括 CDC 在内的联邦伙伴进行合作，并将继续向各州提

供技术援助和支持。 

Q：我可能会从污水或污水管道中感染新冠病毒吗？ 

A：WHO 指出：“迄今为止，不管是具有污水处理的系统或者没有污水处

理的系统，尚无证据表明新冠病毒能够通过污水系统传播。” 

Q：污水处理厂能否处理新冠病毒？ 

A：是的，污水处理厂能够处理病毒和其他病原体。新冠病毒是一种对消

毒特别敏感的病毒，污水处理厂的标准处理方式和消毒过程预期是有效的。 

Q：化粪池能处理新冠病毒吗？ 

A：尽管分散式污水处理（如化粪池）不具消毒功能，但 EPA 希望对化粪

池进行适当管理，用控制污水中常见的其他病毒相同的方式处理新冠病毒。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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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当正确安装时，化粪池通常位于特定距离和设计选定的位置，以免污染供

水水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