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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现有的医疗污水特点和处理进行了概述，着重介绍了新冠肺炎传染病医院选用当前污水处理系统的原

因，并针对疫情的特殊情况，对新建污水处理系统提出优化建议和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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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新型冠状病毒即“ ２０１９⁃ｎＣｏＶ”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

［１］

． 已有多国、地区报

道确诊病例，其传染性之强可见一斑．而患者在治疗
或隔离过程产生的污水难免成为潜在传播途径，故
为防止新型冠状病毒通过粪便和污水扩散传播，对
疫区医疗污水的收集和处理提出了特殊要求． 各相

况对工艺流程和运行管理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１
１．１

疫区医疗污水概况
疫区医疗污水特点及其产生量
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很强，且可通过呼吸道传

关专家也对污水处理技术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

播，导致很多人被病毒感染，同一时期众多患者等待

本文依据相关资料，总结了新冠肺炎治疗的医疗污

检测和就诊，为各医疗机构造成强大负担，导致许多

水特点和处理技术现状，着重介绍了传染病医院选

医疗机构化验室、发热门诊工作量大增，病房人满为

用当前污水处理系统的原因，并针对疫情的特殊情

患．加之严格而频繁的消毒操作，因此产生的医疗污

２０２０⁃０２⁃１５

收稿日期
∗通信作者
基金项目

孙杰（１９７６⁃） ，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废水物化预处理技术及应用研究，Ｅ⁃ｍａｉｌ：７６ｓｕｎｊｉｅ＠ ｓｉｎａ．ｃｏｍ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ＣＺＺ２０００３）

第２期

文建鑫，等：２０１９⁃ｎＣｏＶ 疫区医疗污水处理现状与建议

水相较于常规医疗污水存在以下特点：

１１９

机构污水处理系统 ［３］ ．

（１） 大部分来自于诊疗室、化验室、病房、洗衣

２．２

（２） 医疗污水和雨水中都含有新型冠状病毒，

大，处理方法也各不相同．例如：检验科排出的含铬、

（３） 由于大部分来源于同种病症的检测和就诊

取各有毒物质分开收集后交专业单位处理． 当有害

房、Ｘ 光成像区等科室的排水

［２］

．

且其传染性比普通病原体更强，安全隐患更高．

医疗污水原有处理系统

常规综合医院各科室产生的污水水质差异很

含氰、酸性、碱性废水，牙科产生的含汞污水，一般采

过程产生的污水，水质相比常规医疗污水更稳定，波

的物理化学污染物浓度低且水量大时先采取预处理

动小．

后再与一般医疗污水混合集中处理． 常用预处理方

（４）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不能使用抗

法为：消毒供应室高温排水多设置降温池冷却；血液

生素治疗，污水中所含抗生素相较于常规医疗污水

分析的含氰、含铬废水分别采用碱式氯化法、化学沉

更少，更利于生物膜的培养．

淀法等进行预处理；含汞污水采取絮凝沉淀预处理，

（５） 频繁消毒操作会导致污水中含有过量的消

毒剂，特别是余氯含量会对后续的消毒剂投加量造
成影响．

强化消毒来预处理 ［４］ ．

进入污水处理站集中处理系统后污水与一般城

（６） 患者人数暴增，勤洗手、洗衣的要求导致医

市生活污水主要差异在于含病原性微生物，故对医

新型冠状病毒特点

下水道的医疗污水，主要需要生物性指标达标，故以

院污水产生量较平时更多．

１．２

含放射性废水设置衰减池；传染病门诊的污水经过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区医疗污水除了具

备以上特点，污水中新型冠状病毒还有以下特点：

（１） 对理化因子敏感，对热有中度抵抗力，在热

力 ５６℃ 条件下 ９０ ｍｉｎ 或 ７５℃ 条件下 ３０ ｍｉｎ 可将其
灭活．

（２） 紫外线照射 ３０ ｍｉｎ 可有效灭活．

（３） 常用消毒剂如 ７５％乙醇碘伏、中效季铵盐、

疗机构污水处理后排放到有污水集中处理厂的城市
一级处理为主，具体流程为：病区污水→化粪池→格
栅→调节池→沉淀池→接触消毒池．

少数医疗机构污水处理排放到地面水域，就会

对污水的生物性污染、理化性污染以及有毒有害物
质进行全面处理，根据水体的用途和环境保护部门
的法规和规定，需采用适当的二级或三级处理．由于
水解酸化池可使难溶性、大分子的有机物分解从而

含氯类、过氧化物类等化学消毒剂在规定时间作用

提高废水可生化性，ＳＭＢＲ 膜对活性污泥与大分子

均可将其有效杀灭．

难降解的有机物及细菌等有高效截留作用，且医疗

（４） 氯不能完全灭活病毒

［１］

．

（５） 病毒从人体出来后易于沉降，一般不会在

空气中漂浮．

（６） 传染性很强，可人传人，主要传播途径为呼

吸道飞沫传播，也可通过物体表面接触传播，还可通
过气溶胶传播、粪口传播．

污水一般是中小型项目，故常用流程为：病区污水→
化粪池→格栅→调节池→水解酸化池→浸没式膜生
物反应器（ ＳＭＢＲ） →消毒池．

２．３

疫区医疗污水新建处理系统

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极强，专门应急的传染病

医院产生的废水不同于平时常规的医疗污水，为严
格防止病毒在处理过程中扩散传播并且将污水处理

２
２．１

疫区医疗污水收集和处理现状
疫区医疗污水排放现状
在疫情下，为避免携带病毒的气溶胶随雨水流

动扩散，传染病医院均采取雨水全收集，消毒处理后
再排放．对医疗污水也实行医院病区与非病区污水
严格分流，非病区污水可直接排入城市下水道，病区
污水经过医院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再排入城市下

到合格的标准，医院均采用物理生物双重处理并加
设预消毒，采取预消毒 ＋ 二级处理 ＋ 深度处理 ＋ 消毒
的工艺流程 ［６］ ．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栅渣、化粪池和污
水处理站污泥同样含有致病微生物，消毒后按危险
废物进行处理和处置．
新冠疫情下产生的污水量很大，在医疗污水处

理中采 用 ＭＢＢＲ （ 载 体 流 动 床 移 动 床 生 物 膜 反 应
器） ＋高效沉淀池的组合． ＭＢＢＲ 通过向反应器中投
加一定数量的悬浮载体，而每个载体都可看作一个

水道或地面水域．对于个别科室的各种特殊排水，单

微型反应器，载体表面生成生物膜且呈悬浮状态，形

独收集后，分别采取不同的预处理措施后排入医疗

成有气、液、固三相的环境，使硝化反应和反硝化反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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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布局上污水处理设施应尽可能设立于医院

应同时存在．而附着表面积和氧传递效率增加使得
生物量及生物种类大大提高，处理效率也随之大幅
提高．后续设置高效沉淀池，将脱落的生物膜及其夹
带的病原体沉淀下来，既可改善水质又可减少消毒
剂的使用量．这就在满足了处理要求的同时使运行
管理比 ＭＢＲ 轻松很多

［７］

．

传染病污水处理流程（ 一） 为：接触消毒 → 化粪
池→调节池→ＭＢＢＲ 池→高效沉淀池 → 消毒池 → 排
至市政污水管网．

传染病污水处理流程（ 二） 为：预消毒接触池 →

化粪池→提升泵站→调节池→ＭＢＢＲ 生化池 → 混凝
沉淀池→折流消毒池→达标排放．

流程（ 二） 为一用一备两列污水处理装置，单组

的日处理量也能达到 １０００ ｔ，在一套系统发生故障

第 ３９ 卷

的下风向，与病房、办公区之间进行相对隔离．

３．２

３．２．１

新建医疗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建议
始终坚持分类收集、因质处理

综合医院就医患者多，卫生间的使用频率高，废

水产生量大，各科室产生的少量特殊废水需要不同
的特殊处理后方可排放，因此污水排放系统的合理
设计，严格管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５］ ．所以在新建污

水处理系统的运行管理中应当始终坚持分类收集、
因质处理，例如：医院病区与非病区污水应做到严格
分流；传染病房污水与粪便应单独进行预消毒及专
用化粪池处理后再与其他污染水合并处理；含有肺
炎病毒的检验、实验污水应经过强化消毒预处理再
排入化粪池；Ｘ 光成像区的放射性废水应设置衰减

时，仍有另一套系统可用，保证医院的所有污水都能

池；雨水全收集，进行消毒和物化处理再排放等措施

得到及时处理．

应当严格执行．

为保证短时间内安装投用，流程（ 二） 采用全设

备化集成设计———碳钢结构的集成装备箱，含有调

３．２．２

综合考虑全局，合理选用投加药剂

在为分类废水选用投加药剂时若只针对该种废

节池、应急、消毒、高效能生物反应、高效沉淀等 ５ 大

水的特点来选择处理效果好、性价比最高的药剂，极

快速拼接安装．此外，基于新型冠状病毒可能通过气

续操作造成影响导致综合水还是处理不达标的情

溶胶传播的特点，对废气也做了处理，为保证处理效
果需先吸附再消毒，处理工艺采用活性炭 ＋ 紫外线

况．例如：含有肺炎病毒的检验、实验污水若选用含

功能设备．依靠这一组“ 集装箱” ，可以在运抵现场后

催化．

３
３．１

可能造成各分类废水处理达标，但混合后由于对后

氯类化学消毒剂进行预消毒，则过量的消毒药剂将
会抑制后续的生化作用，导致其他指标不达标．
另外若为降低成本在污水处理过程中使用大量

工艺流程和运行建议

石灰，虽加入石灰同时有杀菌和澄清作用，但会造成
剩余污泥量大大增加，使得污泥处理成本约占到废

疫区医疗污水新建处理系统优化建议

水处理成本的三分之一，往往得不偿失．所以对于投

针对传染病医院临时设计的新建污水处理系

加的药剂还应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效果，合理选用投

统，本文建议如下：

加药剂，避免顾此失彼．

（１） 预消毒接触池前加设自动机械粗格栅，减

３．２．３

（２） 化粪池后加设自动机械细格栅，防止堵塞

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成为消毒的重点，所以消毒剂

（３） 预消毒采用臭氧或紫外线照射消毒，避免

用的液氯法虽然具有技术成熟、成本低廉和操作简

少杂物，降低消毒剂使用量，降低管道堵塞可能．
提升泵和降低磨损消耗．

正确选用消毒剂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区，医疗污水中

的选用应充分考虑新型冠状病毒所具有的特点． 常

过量的消毒药剂对后续生化系统及后端水泵产生影

单的优点，但是已证实氯不能完全灭活病毒，且液氯

响，防止生化作用受到抑制或腐蚀设备．

的毒性大、用量要求严格，故不推荐使用液氯法进行

胶，气浮的浮渣也难以人工处置和脱水处理，所以不

于污水消毒也不是最佳选择． 故应采用其他化学消

（４） 由于气浮工艺会 产 生 大 量 含 病 菌 的 气 溶

建议用于预处理．

（５） 为保证消毒效果，最后建议增加臭氧或紫

外线三级消毒．

（６） 为减少污泥脱水设备安装时间，降低病菌

暴露风险，建议采用占地小的密封式离心脱泥机．

消毒 ［８］ ．而臭氧消毒法管理复杂，效果不太稳定，用
毒法处理，如使用含氯类、二氧化氯等消毒剂根据消
毒剂使用说明书推荐的方法进行操作．

３．２．４

严格控制消毒系统工艺参数

在当前疫情下，为防止新型冠状病毒通过污水

扩散传播，消毒效果必须得到保证，而工艺参数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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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极大地影响着消毒效果． 所以应当严格控制各类

１２１

另外各单元或特殊设备进出水口、药剂投加口

工艺参数，例如接触消毒池要控制接触时间至少 ９０

都应设置检测远传和应急报警措施，以实现无人值

法、二氧化氮法时要控制消毒剂浓度和用量等．除了

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５］ ．

ｍｉｎ 以上；紫外线照射 ６０ ｍｉｎ 以上；采用次氯酸钠
下限，为避免过度消毒造成没有必要的浪费，也应为
消毒接触时间、药剂投加量等工艺参数设置上限．

３．２．５

污泥及时消毒，谨慎处置

二级处理阶段产生的剩余污泥携带大量细菌和

守的自动化运行为最优，使事故发生时能够迅速反
３．２．９

后期优化医院环境，与环境协调

为临时医院按照垃圾填埋场标准，院区铺设了

一层 ＨＤＰＥ 防渗膜已足够，但是考虑到医院环境对
疫情下医生和患者情绪的影响，后期应做到与环境

各种致病微生物，若污泥未得到合适的处理处置同

协调，适当栽种绿植，污水处理站的地埋式部分建议

样会造成环境污染，成为各种传染病的温床．特别是

覆盖草坪．其他医疗机构污水处理设施的改扩建项

在此次疫情下应及时对贮泥池进行石灰和漂白粉消

目在后期管理过程中也应当注意与环境协调，优化

毒，而后作为危废处置．

医院环境．

３．２．６

注重密封、气体处理

此疫情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染，为防止病毒通过

３．３

对其他 “ 特殊医院” 污水的建议
如隔离医院、隔离宾馆等“ 特殊医院” 产生的废

气溶胶扩散，应对病房排气系统和污水设施进行全

水同样与其他正式的传染病医院一样需要特殊处

封闭，并定期检查，全流程除臭，对臭气进行消毒；同

理，但由于是临时征用或新建的，相应的污水处理设

时处理过程中污水和污泥处理都应全程加盖密封，

施并不达标甚至是没有，对此本文建议：

并对气体进行适当的消毒，如采取紫外线照射或臭

（１） 对已有污水处理设施的医院检测是否能达

氧等．而采用 ＭＢＢＲ 工艺的池容积大，占地和密封的

到处理要求，若是则可按上述的建议加强管理，若否

接触排水设施的机会更多，尤其应重视排水设施和

（２） 对没有污水处理设施的特殊医院，若条件

要求会更高，密封性检查的频率也应更高．由于人群

则应尽快增设污水处理设施，优先建设预消毒池．

管道密封性，定期检查下水道的密封性和是否阻塞，

允许可新建污水处理站，或排进附近有合格污水处

防止泄露污染地下水和回流倒灌污染非病区．

理设施的医院，若条件难以操作应尽快增设预消毒

３．２．７

加强水处理人员培养与教育

曾出现过部分水处理人员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

池，不能直接排入环境．

（３） 对难以增设预消毒池的宾馆，排水只能排

与职业素养，对工作不负责，部分操作随意的情况．

入城市下水管道，这就要求对附近的污水管道进行

比如：某一环节进出水口测出指标不正常也不及时

监测，防止泄露或堵塞引起非病区污水倒灌．而相应

停机进行应急处理；完全不了解配制药品浓度要按

的污水井盖也应尽量保证密封，减少病毒或其他病

工艺要求配制的原因，自以为是提高浓度．这些管理

原体通过气溶胶扩散的情况．

上的问题对于污水处理效果的影响不容小觑，应严

（４） 由于无法保证进入城市污水管网的污水都

格筛选入职人员，并对其进行充分的教育，使其拥有

已经过预消毒，故在此特殊时期生活污水处理厂应

足够的专业知识和思想认识，保证工作上的认真严

及时对一级处理设施加盖，在格栅或沉淀池后加设

谨．在当前疫情下，要求水处理人员既要做到认真工

紫外线预消毒，栅渣和污泥同样消毒后焚烧处置．

作，又要在工作中做好个人科学细致的防护． 例如：

（５） 对紧急改建的隔离医院，在建设初期各设

常规操作佩戴防护帽、防护镜、Ｎ９５ 口罩；下井等危

施还不完备，更是出现几百人共用一个卫生间的情

险工作时穿全戴身式防护服、乳胶手套、佩戴隔绝式

况，此时排气设备应采用负压，并通过紫外线消毒后

呼吸用品等．

再排放．而为避免医护人员感染病毒，卫生间应经常

３．２．８

优先选用 自 动 化 系 统 管 理， 设 置 应 急 报 警

消毒或安 装 紫 外 线 消 毒 灯， 并 在 显 眼 处 贴 上 使 用

措施

说明．

为保证污水处理系统的连续自动运行，同时减

（６） 很多 “ 特殊医院” 所在地为分流制排水系

少工作人员接触病毒的机会，建议优先选用自动化

统，雨水直接排入水体可能导致病毒污染环境，所以

系统管理．例如：药剂的投加选用自动化操作，不仅

若条件许可应及时对雨水管网改造，进行雨水全收

方便也更保证了精准；需现场巡视的地方运用视频

集或初期雨水收集，消毒后再排放，推荐使用紫外线

图像监控系统并利用人工智能识别来实现监控．

或臭氧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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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下，特殊的水质水量，传

Ｅ２０ 水网固废网、环境人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ｒ、环保水圈、环境问题
观察等微信公众号在此特殊时期所发的推文，为本文提供了
重要的参考资料。

染病医院采用了预消毒接触池→化粪池→调节池→
ＭＢＢＲ 池→高效沉淀池→消毒池→排至市政污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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