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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快速传播引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国

家多部门出台举措合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疫情发生以来，生态环境系统

上上下下高度重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疫情就

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积极推进疫情医疗废物、医疗污水的处理处置工作，先

后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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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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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污染的医

疗污水应急处理技术方案（试行）》等文件，指导各地及时、有序、高效、无害

化处置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医疗污水，规范肺炎疫情应急监测要求，坚决防止疫

情次生灾害对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当前，疫情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刻。在生态环境部科

技与财务司的指导下，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组织有关专家经

广泛收集材料、认真研究和筛选整理，编写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环境

保护科学知识问答》。希望通过本书的编写，能够向社会公众更好地传播疫情防

控知识，尤其是疫情下的环境保护知识，有效增进各方面对生态环境系统疫情防

控相关工作的了解和信心，在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和防护水平的同时，积极关注、

支持和参与疫情防控相关环境工作。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国内多位专家的支持和指导，为求通俗易懂，同

时从网络和新闻媒体上选取了配图。在此向各位专家和图片来源单位一并表示衷

心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本书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敬请各位读者谅解和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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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疗废物 

1.疫情期间，针对医疗废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疫情医疗废物安全处置等各项环境监管工作

击战提供支撑保障。生态环境部印发

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管理与技术指南

高效、无害化处置肺炎疫情医疗废物

置的管理与技术要求

政策文件。 

2.医疗废物分为哪几类？本次涉疫医疗废物有哪些？

医疗废物分为感染性废物

物以及化学性废物五大类

于感染性废物，具体包括

点产生的医疗废物、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

医疗机构消毒后的患者的排泄物

疫情期间，针对医疗废物出台了哪些文件？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级环保及其他相关部门积极推进

疫情医疗废物安全处置等各项环境监管工作，为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

生态环境部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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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各地及时

无害化处置肺炎疫情医疗废物，规范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

与技术要求。湖南、四川、福建等多个省份也都出台了地方

医疗废物分为哪几类？本次涉疫医疗废物有哪些？

医疗废物分为感染性废物、病理性废物、损伤性废物

物以及化学性废物五大类。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产生的医疗废物都属

具体包括：（1）定点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和隔离观察

废水处理产生的污泥；（2）没有废水处理系统的

医疗机构消毒后的患者的排泄物；（3）医疗机构收治的隔离或疑似患

全国各级环保及其他相关部门积极推进

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指导各地及时、有序、

规范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

也都出台了地方

 

医疗废物分为哪几类？本次涉疫医疗废物有哪些？ 

损伤性废物、药物性废

病毒产生的医疗废物都属

发热门诊和隔离观察

没有废水处理系统的

医疗机构收治的隔离或疑似患



者产生的生活垃圾；（4）被确诊或疑似患者血液、体液、排泄物污染

的物品，如使用过的棉签、纱布等敷料、一次性卫生用品、一次性医

疗器械等；（5)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教学、研究等医学活动中产生的

标本、菌种、培养基等。 

 

3.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处置管理要求是什么？ 

地方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协同卫

生健康等部门完善应急处置协调机制，共同组织好肺炎疫情医疗废物

应急处置工作。以设区的市为单位，统筹应急处置设施资源，建立肺

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资源清单。规范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

活动，防止疾病传染和环境污染，及时发布应急处置信息。 



4.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处置总体技术路线是什么？

各地因地制宜，在确保处置效果的前提下

疗废物处置、危险废物焚烧

置肺炎疫情医疗废物

同机制，将肺炎疫情医疗废物转运至临近地区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

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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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医疗机构自行采用可移动式医疗废物处置设施

应急处置肺炎疫情医疗废物提供便利

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处置总体技术路线是什么？ 

在确保处置效果的前提下，可以选择可移动式医

危险废物焚烧、生活垃圾焚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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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按照应急处置跨区

将肺炎疫情医疗废物转运至临近地区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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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医疗机构自行采用可移动式医疗废物处置设施

应急处置肺炎疫情医疗废物提供便利，豁免环境影响评价等手续

 

 

 

可以选择可移动式医

工业炉窑等设施应急处

也可以按照应急处置跨区域协

将肺炎疫情医疗废物转运至临近地区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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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医疗机构自行采用可移动式医疗废物处置设施

豁免环境影响评价等手续。 



5.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技术要点是什么？ 

肺炎疫情防治过程中产生的感染性医疗废物，应严格按照《医疗

废物专用包装袋、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包装。医疗废物转运过程可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运行电子转移联单或者纸质联单，应建立台账。医

疗废物处置单位要优先收集和处置肺炎疫情防治过程产生的感染性

医疗废物。危险废物焚烧设施、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工业炉窑等应急

处置肺炎疫情医疗废物的活动，应按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的要求切实

做好卫生防疫工作，同时对贮存设施和投加点进行必要的改造以控制

环境风险。医疗废物收集、贮存、转运、处置过程应加强人员卫生防

护。 

 

6.涉疫医疗废物的收集需要注意什么？ 

涉疫医疗废物必须按照传染病医疗废物进行分类收集，不得与其

他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混堆混装，严格按照《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

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要求，规范使用双层黄色医疗废物收集袋封装

后，再置于指定周转桶（箱）或一次性专用包装容器中，同时包装表



面应有“感染性废物

7.涉疫医疗废物的转移运输有哪些注意事项？

接收、运送医疗废物前

求，涉疫医疗废物在转移过程中不得打开包装袋

损，应立即重新包装

且车辆有明显医疗废物标识

混装、混运，条件达不到

层放置。转运路线尽量避开人口稠密地区以及饮用水源地等环境敏感

区域和上下班高峰期

部进行喷洒消毒，卸载后再对空车和卸运工具进行消毒

浓度在 1000mg/L 左右

度。 

感染性废物”标识。 

 

涉疫医疗废物的转移运输有哪些注意事项？ 

运送医疗废物前，应检查标识、标签以及封口是否符合要

转移过程中不得打开包装袋，如接收

应立即重新包装、标识。采取就近集中处置原则，专车专用

且车辆有明显医疗废物标识，一车双人，原则上不得与其他医疗废物

条件达不到的可将涉疫情医废与其他医废在车内分区分

转运路线尽量避开人口稠密地区以及饮用水源地等环境敏感

区域和上下班高峰期。运输车辆进入医废处置单位前，要先对车辆外

卸载后再对空车和卸运工具进行消毒，

左右，转移运输的过程要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

标签以及封口是否符合要

收时发现有破

专车专用，并

原则上不得与其他医疗废物

将涉疫情医废与其他医废在车内分区分

转运路线尽量避开人口稠密地区以及饮用水源地等环境敏感

要先对车辆外

，含氯消毒液

转移运输的过程要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



8.涉疫医疗废物如何贮存？

涉疫医疗废物不可露天存放

应建立专门的库房存放

不具备建设库房的机构应设立专用贮存柜

防渗漏，同时设置警示标识

 

医疗废物如何贮存？ 

涉疫医疗废物不可露天存放。（1）具有住院病床的医疗卫生机构

存放，要有严密的封闭措施、避免阳光直射

不具备建设库房的机构应设立专用贮存柜（箱），具有一定的强度

同时设置警示标识。 

 

具有住院病床的医疗卫生机构

避免阳光直射。（2）

具有一定的强度，



9.涉疫医疗废物如何集中处置？

涉疫医疗废物应该交由

集中处置。涉疫医疗废物宜采用焚烧方式处置

构、隔离观察点、发热门诊等敏感区产生的医废和垃圾的处置

当增加收集频次。运抵处置场所后尽量

法立即焚烧的，做好与其他医废的合理调剂

 

涉疫医疗废物如何集中处置？ 

应该交由具备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资质

医疗废物宜采用焚烧方式处置，优先保障定点医疗机

发热门诊等敏感区产生的医废和垃圾的处置

运抵处置场所后尽量随到随烧。对因焚烧量不足无

做好与其他医废的合理调剂，确保当日焚烧

 

  

具备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资质的单位进行

优先保障定点医疗机

发热门诊等敏感区产生的医废和垃圾的处置，可适

对因焚烧量不足无

确保当日焚烧。 

 



10.如何做好涉疫医疗废物应急处置工作？ 

涉疫医疗废物应急处置工作要区分全国、湖北、武汉及其周边重

点疫区城市三个层次，明确医疗废物处置能力、每日产生量和产生医

疗废物的处置情况，摸清医疗废物产生底数，确保数据信息真实准确，

因地制宜选择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技术路线。在充分利用现有

医疗废物处置能力的同时，还可采取“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协同处置、

跨区协调处置、启用备选处置设施应急处置”等措施，做好极端情况

下涉疫医疗废物应急处置准备，确保其“应收尽收、应处尽处、及时

高效、有序规范”。 

 
 

11.如何保证涉疫医疗废物处理人员的卫生防护？ 

医疗废物的收集、贮存、转运、处置全过程严格按照卫生健康主

管部门有关要求，加强对医疗废物和相关设施的消毒以及操作人员的

个人防护和日常体温监测工作。运送及焚烧处置装置操作人员的防护

要求应达到卫生部门规定的一级防护要求，即必须穿工作服、隔离衣、

防护靴、戴工作帽和防护口罩，近距离处置废物的人员还应戴护目镜。

每次运送或处置操作完毕后立即进行手清洗和消毒，并洗澡。手消毒



用 0.3%~0.5%碘伏消毒液或快速手消毒剂揉搓 1~3 分钟。严格人员进

出，进出重点防护区域的人员，需做好个人防护物品的消毒和妥善处

理，建立台账管理。有条件的地区，可安排医疗废物收集、贮存、转

运、处置一线操作人员集中居住。 

 

12.如何实现医疗废物处置全过程监管？ 

已经实现医疗废物信息化、智能化全链条管理的，可通过管理平

台实现医疗废物从产生到消亡整个生命周期的综合监管，尚未实现信

息化管理的，则可以通过处置单位的在线监控数据、转移联单（医疗

废物产生单位、运输单位、处置单位、环保局监管部门各持一份）、

处置台账、治理设施运行情况等，实现医疗废物的过程追踪。 



二、涉疫生活垃圾

1.针对涉疫生活垃圾处理，环卫部门应该怎么做？

各级环卫部门要做好涉疫情的各类小区

的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

及表明消毒措施（消毒两小时以上

专用收集容器，分类收集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

套、一次性餐具，接触过的生活

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或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进行无害化处置

涉疫生活垃圾 

针对涉疫生活垃圾处理，环卫部门应该怎么做？

各级环卫部门要做好涉疫情的各类小区、酒店、集中观察点产生

的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分类处置工作，落实专用包装袋

消毒两小时以上)，要在卫生健康部门指导下设置

分类收集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包括一次性口罩

接触过的生活、卫生废物等）按规范消毒后送至医

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或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进行无害化处置

 

针对涉疫生活垃圾处理，环卫部门应该怎么做？ 

集中观察点产生

落实专用包装袋、警示标识

要在卫生健康部门指导下设置

包括一次性口罩、手

按规范消毒后送至医

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或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进行无害化处置。 



 

2.居民区等非敏感点位收集的口罩如何处理？

对于居民小区、机关企事业单位

收集、转运的废弃口罩等

圾处置设施进行无害化处置

居民区等非敏感点位收集的口罩如何处理？ 

机关企事业单位、公共场所和商圈等非敏感点位

转运的废弃口罩等，经集中收集严格按规范消毒后

进行无害化处置。 

 

公共场所和商圈等非敏感点位

严格按规范消毒后，由生活垃

 



3.密切接触者产生的垃圾如何处理？

对于密切接触者产生的垃圾

清理前，由密切接触者本人使用

垃圾袋口，作用 30 分钟后由家人丢入有害垃圾箱中

戴手套和口罩，处理后应洗手

4.密切接触者的呕吐物、排泄物和分泌物如何处理？

少量污染物可用一次性吸水材料

密切接触者产生的垃圾如何处理？ 

密切接触者产生的垃圾，如纸巾、口罩等，使用专用垃圾袋

由密切接触者本人使用 1000mg/L 的含氯消毒液浸透

分钟后由家人丢入有害垃圾箱中。处理时

处理后应洗手。 

密切接触者的呕吐物、排泄物和分泌物如何处理？

少量污染物可用一次性吸水材料（如纱布、抹布等

使用专用垃圾袋。

的含氯消毒液浸透，扎紧

处理时，均应

 

密切接触者的呕吐物、排泄物和分泌物如何处理？ 

抹布等）沾取 



5000mg/L～10000mg/L 的含氯消毒液（或能达到高水平消毒的消毒湿

巾/干巾）小心移除。  

大量污染物应使用含吸水成分的消毒粉或漂白粉完全覆盖，或用

一次性吸水材料完全覆盖后用足量的 5000mg/L～10000mg/L 的含氯

消毒液浇在吸水材料上，作用 30 分钟以上（或能达到高水平消毒的

消毒干巾），小心清除干净。清除过程中，避免接触污染物，清理的

污染物按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患者的排泄物、分泌物、呕吐物等应有

专门容器收集，用 20000 mg/L 的含氯消毒剂，按粪、药比例 1:2 浸

泡消毒 2 h。清除污染物后，应对污染的环境物体表面进行消毒。盛

放污染物的容器可用含有效氯 5000mg/L 的消毒剂溶液浸泡消毒 30 

分钟，然后清洗干净。 

5.隔离或疑似患者产生的生活垃圾如何处置？ 

对于隔离人员或疑似患者产生的生活垃圾，应该参照涉疫医疗废

物管理，使用双层包装物，并及时密封分类收集，不应进入日常生活

垃圾收集处理体系。 



6.涉疫相关区域产生的生活垃圾如何处置？

对涉疫的隔离小区

罩、手套等）、方舱医院等临时医院产生的生活垃圾等

消毒后，配合指导相关部门按要求规范收集

规范处置。 

 

涉疫相关区域产生的生活垃圾如何处置？ 

对涉疫的隔离小区、集中观察点产生的生活垃圾（包括一次性口

方舱医院等临时医院产生的生活垃圾等，

配合指导相关部门按要求规范收集，按照医疗废物

 

包括一次性口

，严格按规范

医疗废物管理要求

 



7.发热门诊和病区产生的生活垃圾如何处置？

接收诊断新型冠状

生活垃圾，应当按照感染性

物混入生活垃圾。 

8.对涉疫的厨余垃圾需要特殊处理吗？

对涉疫情的厨余垃圾

有效处置的，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

一由生活垃圾焚烧厂集中处置

发热门诊和病区产生的生活垃圾如何处置？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发热门诊和病区（

感染性医疗废物进行分类收集，严禁将医疗废弃

对涉疫的厨余垃圾需要特殊处理吗？ 

厨余垃圾，受医疗废物处置单位能力和工艺限制难以

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严格按规范消毒后

一由生活垃圾焚烧厂集中处置。 

（房）产生的

严禁将医疗废弃

 

处置单位能力和工艺限制难以

严格按规范消毒后，统



9.疫情期间，农村地区的涉疫生活垃圾如何处理？

确不具备转运和集中焚烧处置条件的农村地区

废弃口罩等，采用石灰

时喷洒进行就地消毒

疫情期间，农村地区的涉疫生活垃圾如何处理？

确不具备转运和集中焚烧处置条件的农村地区，可对涉疫

采用石灰、含氯消毒剂、或 0.5%过氧乙酸等消毒剂定

时喷洒进行就地消毒后焚烧处置。 

 

疫情期间，农村地区的涉疫生活垃圾如何处理？ 

可对涉疫垃圾、

过氧乙酸等消毒剂定

 



三、医疗污水 

1.疫情期间，针对医疗污水出台了哪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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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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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新建临时医疗机构，医疗污水怎么处理？ 

新建临时医疗机构没有污水处理的固定设施，医疗污水严禁直接

排放或处理未达标排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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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标准规范，因地制宜建设临时性污水处

理罐（箱），通过预消毒+生化处理+投加消毒剂等方式杀菌消毒。 

 



3.医疗污水消毒剂比家庭消毒剂高级吗？ 

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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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常用消毒剂包括 84消毒液、酒精、双氧水等，其中 84消

毒液的主要成分就是次氯酸钠，双氧水又叫过氧化氢。可见医疗污水

消毒剂和家庭消毒剂种类、成分和效果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

从使用安全性和用量而言，选择上更加考虑适合规模化、工业化应用。 

 

4.医院新冠肺炎患者的排泄物为什么不能直接排入下水道？ 

据公开报道，新冠肺炎患者的粪便中已检测出病毒，提示除飞沫

和接触传播外，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存在新传播途径，比如“粪-口”

“粪-呼吸”传播。国家卫健委通告将新冠肺炎纳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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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控

制措施。按照规定要求，医院新冠肺炎患者的排泄物、分泌物、呕吐

物等应采用专门容器收集并消毒处理。 

 

5.医疗污水消毒效果监测为什么不直接检测新型冠状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对实验室要求严格，而粪大肠菌群的检测方法

成熟，常被作为评价病原体灭活效果的替代指示物。此外，余氯含量

也是间接表征消毒效果的重要指标。生态环境部《新型冠状病毒污染

的医疗污水应急处理技术方案（试行）》规定，疫情期间，接收新冠

肺炎患者的医疗机构产生的污水作为传染病医疗机构污水进行管控，

应强化杀菌消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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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8466-2005）的相关要求。 



 

6.医疗污水监测采样人员需要采取哪些防护措施？ 

按照《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的规定，

应对医疗机构污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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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密对废水中余氯指标监测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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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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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mg/L 含氯消毒剂浸泡消毒 30 分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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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医疗污水消毒剂投放量是否多多益善？ 

为防止新型冠状病毒通过水体传播，医疗污水确应加强杀菌消毒，

但消毒剂并非多多益善。如采用含氯消毒剂消毒，投加过多的消毒剂

导致污水余氯量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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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至地表水体则可能会破坏水体，威胁动植物生存。 

 

四、涉疫生活污水 

1.城镇污水处理厂如果进水余氯超标该怎么办？ 

城镇污水处理厂接纳医疗污水时，进水中可能存在过量余氯，导

致活性污泥活性的降低或抑制，影响生物处理单元的正常运行，因此

需对活性污泥性状加强观测，医院污水占比较高的污水厂还应对进水

余氯进行监测。进水余氯含量较高时可采取适当增加污泥回流比，减

少剩余污泥排放量，提高污泥浓度，适当增大曝气量的措施，必要时



补充新鲜污泥，严重时需在污水进入生化系统前投加还原剂脱氯确保

污水处理效果。 

 

2.城镇污水处理厂如何保证消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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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城镇污水处理厂工作人员应如何做好防护？ 

我国大部分城镇污水处理厂采用生化处理工艺，为保证污水中微

生物活性，污水进入污水厂之初一般不能进行灭菌消毒，污水厂工作

人员具有新型冠状病毒的暴露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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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外科口罩、N95/KN95 及以上

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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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污水处理厂取样和化验检测有哪些注意事项？ 

疫情期间，如进水水质水量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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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取样化验时，应正确佩戴

口罩、护目镜、工作服（建议医用防护服）、防水手套（或者医用橡

胶手套）；取样时应避免身体部位与污水直接接触；检测期间应打开

通风系统；检测完成后，要对取样器材、化验室进行消毒。 



 

5.农户庭院排水如何消毒？ 

存在疫情的农村区域，可在庭院排水沟渠中直接喷洒生石灰、新

配置的石灰乳液（10%~20%）或有效氯含量为 0.1%~0.2%的次氯酸钠

等含氯消毒剂进行消毒。 

 

6.农村厕所如何消毒？ 

存在疫情的农村区域，户厕连接化粪池的，如化粪池为密闭式，

可在化粪池周边直接喷洒生石灰、新配置的石灰乳液（10%~20%）或



次氯酸钠等含氯消毒剂（有效氯含量为 0.1%~0.2%）消毒，清掏时对

清掏物投加消毒剂消毒并控制转运去向，如化粪池具备直接投加条件，

将消毒剂直接投加到化粪池中；未连接化粪池的旱厕，可直接在粪便

表面喷洒新制石灰乳（10%~20%）或次氯酸钠等含氯消毒剂（有效氯

含量为 0.1%~0.2%）消毒。 

 

7.怎样做好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冒溢的防控与排除？ 

疫情期间，必须确保村庄污水管网畅通，加强排水设施巡查，及

时发现和排除污水冒溢，及时完成排水设施应急抢险。教育村民及相

关从业人员切勿将固体垃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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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农村集中式生活污水处理厂如何保证消毒效果？ 

农村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应确保现有消毒工艺稳定运行。对于未建

消毒工艺的污水处理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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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农村生活污水站处理应采取哪些措施？  

农村生活污水站要提高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的安全性。疫情期间，

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的前提下，运维主管部门的现场监

督检查工作、运维企业的日常现场作业工作应尽量减少，要充分发挥

各地污水运维平台作用，多采用远程监控、抓拍和流量监测等手段检

查终端设施运行情况，降低人员交叉感染的风险。 

疫情期间，有必要全面提升安全防护级别，重点加强污水收集管

网、提升泵站、污水处理厂进水泵房、格栅池、曝气池、脱水机房、

排放口等关键环节的暴露风险防范。 

10.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工作人员应如何做好防护？ 

大部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采用生化处理工艺，为保证污水中微

生物活性，污水进入污水厂前一般不进行灭菌消毒，污水厂工作人员

具有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风险。应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手套、护目镜

等，需抢修、检修的，还需配置防毒面具。尽量减少在污水池上方的

停留时间，作业结束后要进行全面清洁。手消毒用 0.3%~0.5%碘伏消

毒液或快速手消毒剂揉搓 1~3 分钟。相关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进行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理检查时，相关防护要求须按照被检查单位或检

查区域的防护要求配备并使用防护用具。 

 



五、环境监测 

1.疫情防控期间生态环境应急重点监测哪些内容？ 

一是做好空气、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除因疫情防控需要导致交

通出行不便的地区外，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协调做好空气、地表水环

境质量自动监测运维保障工作，充分发挥自动站监测数据的应急预警

作用，确保疫情防控期间环境质量安全。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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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异常情况时加密监

测，并及时采取措施、查明原因、控制风险、消除影响，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饮水安全。 

 

2.疫情防控期间生态环境应急监测是否有预案？ 

    生态环境部已经完善应急监测预案，提前谋划应急准备工作，结

合疫情防控工作实际，进一步完善肺炎疫情环境应急监测预案。同时，

加强应急监测物资储备，努力提升应对能力。发生突发环境污染事件

或因大量使用消毒用品造成环境次生灾害时，经省级肺炎疫情防控领

导小组批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监测。 



3.如何提高疫情防控期间监测信息的发布与公开？ 

疫情防控期间，环境监测部门将加强环境质量综合分析，客观评

价环境质量状况，科学研判环境质量变化趋势及原因，准确评估突发

环境污染事件或环境次生灾害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及时通过报纸、广

播、电视、网络、新媒体等多种渠道，向公众发布环境质量信息和应

急监测结果，保障民众的生态环境质量知情权。 

 

4.饮用水水源地现场监测人员如何做好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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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应更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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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mg/L 含氯消毒剂浸泡消毒 30分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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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污水等）水质现场监测人员如何做好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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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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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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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mg/L 含氯消毒剂浸泡消毒 30 分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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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取样化验有哪些注意事项？ 

疫情期间，如进水水质水量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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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取样化验时，应正确佩戴

口罩、护目镜、工作服（建议医用防护服）、防水手套（或者医用橡

胶手套）；取样时应避免身体部位与污水直接接触；检测期间应打开

通风系统；检测完成后，要对取样器材、化验室进行消毒。 

 

六、个人防护 

1.环保从业人员如何做好新型冠状病毒防护？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从事医疗垃圾处理、特殊区域样品实验、特



殊区域消毒的环保工作人员，在疫情期间，要特别做好防护措施： 

（1）出门前要先测量体温，佩戴好口罩，穿好一次性的防护服，

并对作业的用具进行消毒处理。 

（2）作业时要全程佩戴防护手套、口罩、防护服，尤其是医疗

废物处理人员更要严格要求，检查作业机构是否按照规定进行包装、

标识，并盛装于周转箱内。医疗废物装卸时，尽量采用机械作业。作

业流程完成后，要对个人防护用品全面消毒，对垃圾收容器、运送车

辆及装载工具冲洗、消毒，并随时测量体温，记录在案。若使用的是

一次性防护用品，必须把无用的防护用品进行焚烧处理。 

（3）作业后返回家中后，要立即取下口罩和手套并用有消毒功

能的洗手液或肥皂和流水洗手。对于疫情严重区域，在对医疗垃圾处

理后建议采取洗澡处理。 

 

2.普通人群如何防护新型冠状病毒？ 

一是尽量避免前往众人聚集的场所，或在人多的密闭空间带好口

罩、做好防护；二是勤洗手，洗掉最多见的触摸感染源；三是有条件

的话，衣物用 75%酒精消毒，杀灭可能存在的病毒微粒；四是要做到



室内勤通风。 

 

 

3.返岗工作如何做好防护？ 

进入单位自觉接受体温检测，若体温偏高（超过 37.3℃）请回

家自行隔离，必要时到医院就诊。 

乘电梯：搭乘电梯戴口罩，触碰按钮需洗手，楼层不高走楼梯。 

用餐：错峰就餐、自带食物、隔位就坐、少说快吃。 

会议：减少集中会议，改为视频会议；开会要戴口罩，人员间隔

1.5m 以上。 

办公室：保持环境清洁，多人办公戴口罩；每日定时通风；对门

把手、键盘鼠标、文具、桌面进行必要精消毒；勤洗手，多喝水。 



4.如何选择和配戴口罩？

如果是独处，没有与外人密切接触

出入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

的普通人没有必要把

在人员密集场所的工作人员

口罩连续佩戴四小时

不推荐佩戴棉布口罩和海绵口罩

戴口罩？ 

没有与外人密切接触，可以不戴口罩。

出入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佩戴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的普通人没有必要把 N95 口罩作为防护标配。 

在人员密集场所的工作人员，建议佩戴医用外科口罩

口罩连续佩戴四小时、污染或潮湿后立即更换。 

不推荐佩戴棉布口罩和海绵口罩。 

 

。 

口罩，身体健康

建议佩戴医用外科口罩。 



 

5.可以重复使用口罩吗？ 

除了高或较高暴露风险人员，口罩不必用一次换一次。健康人佩

戴的口罩在非密集场所办公、室外活动等情况下，口罩可以多次使用。

如需再次使用的口罩,可悬挂在洁净、干燥通风处,或将其放置在清洁、

透气的纸袋中。口罩需单独存放,避免彼此接触,并标识口罩使用人员。 

健康人群佩戴过的口罩，没有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风险，一般在

口罩变形、弄湿或弄脏导致防护性能降低时更换。 



6.使用过的口罩如何处理？

在家里，把戴过的口罩按照生活垃圾分类的要求处置

后要清洗双手，取下口罩后

入垃圾桶即可。每天两次使用

毒处理。 

在医院里，应该

些口罩会由专业机构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理

的口罩如何处理？ 

过的口罩按照生活垃圾分类的要求处置

取下口罩后将暴露在空气的一面向内对折

每天两次使用 75%酒精或含氯消毒剂对垃圾桶进行消

应该把用过的口罩扔进医疗废物垃圾桶（

些口罩会由专业机构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理。 

 

过的口罩按照生活垃圾分类的要求处置，摘口罩前

将暴露在空气的一面向内对折，卷紧后放

或含氯消毒剂对垃圾桶进行消

（黄色），这



 

  

7.疫情期间家庭垃圾如何分类？ 

居家期间追求简单餐食，安排居家生活物资时，减少采购量，满

足基本生活需求即可，有效减少生活垃圾的产出；居家期间产生的废

弃口罩、消毒棉签等，宜用塑料袋密封好后，放入垃圾桶，避免病毒

二次传播；厨余垃圾特别是潮湿垃圾要密封起来，以防泄漏，既保证

卫生，也方便清运；有害垃圾（如废电池和废电路板、废灯管、废涂



料溶剂等），可回收垃圾

情过后再做处理。 

 

 

8.如何做好居家环境

一般情况下，家中做到正常清洁就可以

通风三次，每次 15~30

毒，比如钥匙、手机、

或者病人，要做环境和空气消毒

9.需要给手机消毒吗？

每次外出回到家后

子产品没有损害的消毒纸巾擦拭手机表面

没有使用手机，就不必对手机表面进行消毒

可回收垃圾（如废纸、废塑料等），均可暂存家中

环境消毒？ 

家中做到正常清洁就可以，不需要消毒

30 分钟为宜；可以给经常使用的物体表面进行消

、桌面、门把手、开关等；如果家里有高危亲属

要做环境和空气消毒。 

 

需要给手机消毒吗？ 

每次外出回到家后，关闭手机电源，蘸取 75%的酒精或其他对电

子产品没有损害的消毒纸巾擦拭手机表面，并做好手卫生

就不必对手机表面进行消毒。 

均可暂存家中，等疫

不需要消毒，每天开窗

可以给经常使用的物体表面进行消

如果家里有高危亲属

的酒精或其他对电

并做好手卫生。如果外出



 

10.如何选择消毒产品？ 

含氯类：如 84 消毒液（主要成分次氯酸钠）、漂白粉（主要成

分次氯酸钠）、二氧化氯泡腾片； 

酒精类：目前广泛认可的是 75%浓度酒精，包括含酒精成分的免

洗洗手液、酒精棉片等； 

季铵盐类：如含季铵盐成分的消毒湿巾、消毒液等。 

84 消毒液、漂白粉等具有一定刺激性，使用时一定要戴好手套

按照说明书使用；酒精的有效成分是乙醇，属于甲类火灾危险品，在

使用 75%浓度的酒精消毒时，要远离高温物体、保证通风，切忌与明

火接触；84消毒液和酒精不建议一起使用。 



 

 

11.我们要如何对待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和人类一样，都是自然界的生灵，我们要杜绝野生动物

消费，减少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侵扰，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远离野生动物不仅仅是保护它们，也是保护人类自己。拒绝野味从我

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