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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及时、有序、规范、高效地开展洪涝灾害饮水卫生和环境卫

生应急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区人员健康危害，保障公众身心健

康和生命安全，制定本指南。 

一、饮水卫生 

（一）洪涝灾害对饮水卫生的影响 

洪涝灾害导致的饮用水卫生问题主要表现在致病微生物污染、

水质感官性状恶化和有毒化学物质污染三个方面。 

（二）灾区饮水卫生评估 

1.水源污染风险：对水源周边化工厂或储存有毒有害化学品的

仓库的布设情况及其化学品种类等情况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

设定针对性监测指标；对水源附近的人畜粪便、垃圾和动物尸体等

情况进行排查，评估水源是否已被污染或存在污染风险，如启用临

时水源，则需要对水源地点、供水构筑物情况、潜在污染源及周边

环境卫生等情况进行评估。 

2.水质处理风险：对供水单位的净水工艺以及运行情况和供水

构筑物等设施进行评估。 

3.二次污染风险：对供水管网的破坏或污染情况以及是否与污

水管或化粪池相通等情况进行评估；对饮用水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

的污染情况进行评估。 

（三）饮水水源选择 



1.对原有水源卫生状况进行评估后，确认受到破坏或污染严重

时应参照以下原则选择新的水源地，被污染的水井或供水构筑物应

立即停止供水，待水退后经彻底清洗消毒并经检验合格后方可恢复

供水。 

2.水源的选择原则 

（1）水量充足：根据当地的气候、季节、居民用水习惯及供水

服务半径等，选择能满足居民供水量需求的水源。 

（2）水质良好：根据水源周围的环境条件、卫生状况及水质分

析结果等，选择流行病学上安全、无地方病、无化学及无放射性危

害、水质感官良好的水源。 

（3）便于保护：选择有卫生防护措施或便于采取卫生防护措施

的水源。 

（4）技术经济上合理：在分析比较各水源的水量、水质之后，

结合取水、净化及输配水等设施的要求，尽量减少投资，选择技术

与经济均合理的水源。 

（5）选择顺序应优先选择泉水、深井水、浅井水，其次才考虑

河水、湖水、塘水等。 

（四）饮用水水源卫生防护 

1.灾前防止污染准备 

（1）对于有毒有害的化学物品，应在灾前迅速将其转移到安全

地带，一时无法转移的应采取保护措施，防止扩散或外溢。 



（2）对于露天堆放的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废渣或废水池，应及

时清运到安全地带，或加高加固围堤。 

（3）对于放射性物质，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含放射性的固体

废弃物和废液污染水体。 

（4）应立即迁移水源防护带沿岸的粪坑，清除垃圾堆和无害化

处理厕所内的粪便。 

2.水源卫生防护要求 

（1）集中式供水的饮用水水源应按照《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

单位卫生规范》的要求划定水源保护区，禁止在此区域排放粪便、

污水与垃圾。深井的井室、河水取水点及防护带内有专人值班防

护，无关人员不得进入。 

（2）泉水应做好出水口卫生防护，清除出水口周边杂草、污

物，在露头处建水池，进行消毒，加盖加锁；机井或手压井周围应

保持清洁，防止污水沿井壁下渗，污染浅层地下水，周围 30 米内不

得有厕所、畜圈、垃圾及废水排出口；大口井要建井台、井栏、井

盖，备有专用的公用水桶。井的周围 30 米内禁止设有厕所、猪圈以

及其他可能污染地下水的设施。 

（3）河水、塘水和湖水的取水点应选择上游河段或水塘，且尽

量向河中心伸延，有条件的地方宜设取水码头，也可在岸边挖砂滤

井取水。应设有明显标志及禁止事项的告示牌，即不得停靠船只，

不能有游泳、捕鱼和打捞等可能污染水源的活动。选择使用水塘时

应专用，不得做它用。 



（五）灾区饮用水的处理和消毒 

1.运转正常的自来水厂的水质处理及消毒 

在洪涝灾害期间，水厂应根据源水水质变化情况，及时使用或

加大混凝剂和消毒剂的使用量，保证出水水质符合 GB 5749《生活

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 

2.被淹没的水源和供水设施的水质处理及消毒 

被淹期间的供水设施不能供水，在水退后先清出构筑物内的淤

泥后清洗并排空污水，对管道进行彻底的清洗和消毒，对于覆盖范

围较大的配水系统，可以采用逐段消毒、冲洗的方式。经水淹的水

井必须进行清淘、冲洗与消毒。先将水井掏干，清除淤泥，用清水

冲洗井壁、井底，再掏尽污水。待水井自然渗水到正常水位后，进

行超量氯消毒。 

3.分散式供水的水质处理及消毒 

若水源水较清澈，可直接消毒处理后使用；若很混浊，可经自

然澄清后或使用明矾进行混凝沉淀后再进行消毒。常用的消毒剂为

漂白精片或泡腾片。 

4.消毒 

（1）煮沸是最简单有效的消毒方式，在有燃料的地方可采用。

煮沸消毒的同时可杀灭寄生虫卵，所有饮用水提倡煮沸后饮用。 

（2）根据水源水状况，选择适宜的化学消毒剂。在专业人员的

指导下，参阅消毒剂使用说明书，控制消毒剂用量和接触时间。 

（六）临时应急供水 



1.瓶装水运输方便，水质安全，通常在灾后一至两周用于解决

应急饮水问题。 

2.在道路交通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可利用水车送水，居民就近

取水。送水工具在使用前必须彻底清洗消毒。水车供水时，需由专

人负责，并注意饮水消毒，确保饮水安全。 

3.根据水源水情况选择适宜的水处理技术或设备，建立临时集

中式供水站。 

（七）灾区饮用水水质检验 

建立临时实验室，按《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 575

0)进行采样及检验。在现场条件不具备时，可采用便携式快速检验

设备检验。不能使用现场快速检验的水质指标或现场检测出现超标

的指标应送实验室检验。结果报告可参考附录 1。 

1.水源水检验项目 

浑浊度、pH、色度、氨氮、耗氯量以及其他有关项目。不合格

指标应该重新采样复测。 

2.供水点饮水检验项目 

色度、臭与味、浑浊度、pH、氨氮、余氯（或二氧化氯）、菌

落总数和总大肠菌群以及其他有关项目。其中浑浊度和余氯（或二

氧化氯）两项每日每批处理水均测定，以便指导水处理措施的进

行。 

（八）加强灾区居民的饮用水安全健康教育 



1.不喝生水，尽量喝烧开的水、瓶装水或经救灾指挥部认可的

饮用水（净化设备现场制备或送来的桶装水）。 

2.不喝来源不明或被污染的水，不用来源不明或被污染的水漱

口、洗菜等。 

3.缸、桶、盆等盛水器具要经常消毒，消毒后用干净的水冲

洗。 

4.自觉保护生活饮用水水源及环境，在指定地点堆放生活垃

圾、倾倒生活污水、大小便。 

二、环境卫生 

洪灾后环境卫生风险主要是过水后存留的大量淤泥、生活垃

圾，厕所停用造成粪便的存留和溢流。因此，需要制定针对性防控

措施，重点是临时安置点的厕所建设和管理，粪便和垃圾的处理以

及开展消杀工作。医疗性垃圾、生产企业有毒有害物质交由相关专

业部门处理。 

（一）灾区临时安置点的设置及卫生要求 

灾区临时安置点是灾后人们临时集中居住的地区，必须事先尽

可能进行选址和规划，并保证居住安全和卫生。主要的工作原则如

下： 

1.选择交通便利、有饮水水源、对人体安全有保障的场所或地

点。需要搭建临时住所时，临时住所之间应保留充分的空间，预防

因人口过密造成传染病的流行。在应急情况下，可先安置，后完

善。 



2.建立卫生管理制度，落实管理人员，加强安置点的卫生管

理，确保临时住所的环境卫生。尽可能地保持原来建制，按户编

号，各户之间能够相互了解。 

3.临时住所要能遮风防雨，满足通风换气和夜间照明的要求。

南方要设法降低室温，防止中暑，北方应注意夜间保暖防寒。取暖

做饭要注意安全，有人看管，预防一氧化碳中毒与火灾的发生。 

4.临时住所要提供一定数量满足受灾群众需求的供水点、饮食

点和医疗卫生服务点。 

5.在临时居住地修建的临时厕所的布局和数量要合理，避免污

染环境，禁止随地大小便。 

6.设置垃圾收集站（点），修建污水、雨水等排水系统，并及

时消毒。禁止乱倒垃圾、污水，保持居住环境卫生。 

7.加强家禽、牲畜管理，禁止在灾区临时安置点内饲养畜禽。 

8.临时住所应设置纱帘，以防蚊蝇袭扰。监测鼠、蚊、蝇等媒

介生物密度，适时进行消杀。 

（二）临时公厕建造 

1.基本要求 

（1）灾后灾区厕所应具备应急性、便利性和实用性。 

（2）防止粪便污物外溢，不污染周围环境，尤其不能污染水

源。 

（3）不利于蚊蝇孳生。 

（4）粪便必须有专人负责消毒。 



2.建造指南 

（1）临时公厕选址 

在公厕及污水管网和粪便处理设施严重受损的情况下，在灾民

安置点和街道，应选择合适地点、合理布局，搭建临时公厕。尽量

满足下列条件： 

① 远离饮用水水源，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方； 

②与居民区或灾民安置点尽量保持一定的卫生防护距离（30m

以上，但不宜超过 500m）； 

③宜在当地的下风口；   

④交通便利，以方便清运车辆出入。 

（2）临时公厕配置  

一般利用地形，建造挖坑式厕所。每 1000人配置不少于 1 座临

时公厕，男女分别设置。在男女人数相同的情况下，男女蹲坑比例

以 2:3为宜。男厕按每 50人/蹲坑，女厕 35 人/蹲坑。人多要考虑

另建厕所。 

（3）建设材料 

①储粪池容器选择防渗漏、不易破损的硬质光滑容器，或直接

挖坑，内衬粪便收集袋； 

②便器可选择平滑厚实的木板或钢模板数条（两块板之间间距

20cm），用土或砖石将板条固定，男厕最好在厕坑一侧留有小便

槽，内衬防渗膜。 



③厕墙和顶可用塑料膜、编织布或其他材料围挡，支架选用钢

制或木质材料，也可以选用救灾帐篷或折叠帐篷。 

（4）主要技术要求 

①储粪池：如没有合适的容器，可采用挖坑的办法，深 100c

m，宽 50cm，坑长不宜超过 10m。厕坑内衬塑料布或防雨布，防止渗

漏。 

②厕屋部分：顶高>2m，单排过道宽 1.5m，双排过道宽 2m。至

少两面设通风窗。 

③厕屋四周加高，并设排水沟，以防雨水倒灌。 

④厕屋四周硬化，路上用砖石、木板垫高，防止路上积水。 

（5）管理和保洁措施 

临时公厕消毒由片区防疫队负责；保持厕所内清洁卫生，无蛆

蝇孳生；消杀措施参考相关内容。 

（6）也可选择移动式厕所。 

（7）安置点长期使用时、应考虑建设无害化卫生厕所。  

（三）粪便无害化处理 

1.基本要求 

（1）基本杀灭粪便中的病原菌和寄生虫卵。 

（2）完全杀灭苍蝇的幼虫，有效控制苍蝇孳生和繁殖。 

（3）避免对空气、土壤、水源的污染。 

2.无害化处理 

（1）处理设施检查与修复 



如原有粪便处理设施完善且未遭到破坏，或破坏不严重、经抢

修后恢复使用的，清运粪便应优先进入该设施进行无害化处理。 

（2）化学药物法应急处理 

①在原有粪便处理设施被严重破坏、且短时间内无法修复的区

域，粪便可采用化学药物杀卵法进行无害化处理；相关处理参考消

杀内容。 

②需要无害化后粪便作为肥料使用时，可使用如敌百虫（0.

3%）、尿素（0.5～1.0%），氨水（1%）等化学药物。 

（3）临时处置地点的选择和处置方法 

①临时处置地点的选择：处置场地应设置在不易被水冲、淹泡

的地方，远离水源地。 

②临时处置方法 

A．密闭贮存法：建设大型贮粪池，粪便经密闭贮存、厌氧发

酵，达到卫生要求。储存过程中应注意将沼气导出，高空排放。 

B.粪便与生活垃圾混合堆肥：选择地势稍高场地，将粪便与生

活垃圾混合，外覆宽幅白色塑料薄膜。堆体内插若干导气管，有利

于发酵。 

C.卫生填埋：在适合的地方挖坑并铺设防渗膜，然后倾倒粪便

（最好与生活垃圾混合），并随时用土覆盖，覆盖土量应满足吸收

粪便中的水分，便于压实。填埋区周边设置排水沟，避免雨水进

入。填埋坑不易过大，单坑使用期不应超过 20 天。填满后使用厚度



不小于 0.05mm 聚氯乙烯或聚乙烯塑料膜覆盖，或用 40～80cm的粘

土覆盖压实，填埋堆体应插导气管，在坑边需设置标志。 

3.疫情发生时粪便的处理 

（1）基本要求 

①疫情发生后，病人的粪便必须及时进行单独收运和无害化处

理。疫情期间该地区清运的粪便不得作为农肥使用。 

②病人排便需要有固定专用厕所。如条件不允许，每个病人也

应有专用痰盂或其他容器盛放粪便。 

③严禁在饮用水水源附近洗刷便器和运输粪便的工具。 

④对病人粪便的收集、转运、消毒等各环节必须严格管理。 

（2）收集与处理 

①粪便收集 

对集中治疗的传染病病人产生的粪便必须采用专用容器（传染

病专用的塑料袋）,或厚度不小于 0.05mm 的双层聚氯乙烯或聚乙烯

塑料膜收集，单独严格消毒处理，不得直接进入临时厕所。收集粪

便专用容器必须是防渗漏、不易破损的硬质光滑容器。 

②粪便紧急处理和散居病人的粪便处理参考相关消杀内容。 

③ 业人员个人卫生防护 

作业人员应相对固定，并做好自我防护；工作时应穿戴隔离衣

裤、长筒胶鞋、防水连身服，佩戴手套、口罩和防护眼镜；个人防

护用品应定期消毒。 

（四）生活垃圾处理 



1.基本要求 

（1）应尽快建立、完善过渡性安置区（点）生活垃圾的收运系

统，日产日清，尽量做到密闭化的收集和转运。 

（2）应尽可能利用已有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处理过渡性安置区

（点）产生的生活垃圾。对在洪灾中受到损坏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应尽快修复利用。 

（3）应加强过渡性安置区（点）生活垃圾中的废品回收，尽可

能将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收集。 

2.垃圾的收集、转运及处理设施技术要求 

（1）安置区（点）的生活垃圾要尽量做到密闭化收集和转运，

日产日清。 

（2）每 50 户设置 1 个垃圾收集点，每一个安置区（点）至少

设置 1 座垃圾收集站。 

（3）垃圾收集点、收集站和垃圾收运车应定期消毒，杀灭蚊

蝇。 

（4）对垃圾处理设施的运行状况应及时进行检查，确保设施正

常运行。 

（5）凡可纳入处理设施服务范围的安置区（点）的生活垃圾，

应集中收运进行无害化处理。 

（6）过渡性安置区(点)配套新建的生活垃圾处理专用设施，宜

选用能够在短时期内建成并投入使用，使用完毕后便于清除，对环



境影响较小的技术，可考虑选择简易填埋、焚烧、卫生堆存等处理

方式。 

3.垃圾处理方式技术要求 

（1）简易填埋处理方式 

①对不超过 100 户的过渡性安置区（点），不具备利用已有垃

圾处理设施条件，或尚未配套新建卫生堆存、焚烧处理专用设施

的，可考虑建设简易垃圾填埋场。 

②简易垃圾填埋场应尽可能选择在土层厚、远离居住和人口聚

集区、远离饮用水源地等区域。填埋场基底要做防渗处理，要防止

雨水、洪水流入。 

③应位于居住区及水源取水口下游和下风向。 

④应与过渡性安置区（点）有一定的防护距离。 

⑤应避开河道行洪、泄洪、滞洪区，避开堰塞湖决坝可能侵害

的区域，避开滑坡、陷落、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可能侵害的区

域。 

⑥禁止利用湿地填埋生活垃圾。 

⑦简易填埋作业时要坚持每天及时对垃圾覆土，并消杀蚊蝇。 

（2）卫生堆存处理方式 

①对大于 100 户或具备合并处理条件，但不具备利用已有垃圾

处理处置设施的过渡性安置区，可采取卫生堆存处理方式。 

②相邻、相近过渡性安置区尽量合并建设垃圾卫生堆存场。 



③堆存场应位于居住区及水源取水口下游和下风向，远离人群

和饮用水源地等区域。 

④应避开河道行洪、泄洪、滞洪区，避开堰塞湖决坝可能侵害

的区域，避开滑坡、陷落、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可能侵害的区

域。 

⑤宜选在地形较平坦地区。 

⑥应有利于过渡性安置期结束后的清运转移。 

⑦禁止利用湿地堆存生活垃圾。 

⑧堆存场应定期喷洒专用消杀药品，防止鼠、蝇、蚊、虫滋生

泛滥。 

（3）焚烧处理方式 

①对不具备利用已有垃圾处理设施，安置区（点）又相对集

中、并具备对相邻安置区产生的生活垃圾就近合并处理条件的安置

区（点），可选择垃圾集中焚烧处理方式。 

②处理设施应建在过渡性安置区（点）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

向，远离人群和饮用水源地等区域。 

（五）动物尸体妥善处理 

对环境清理中清出的家畜家禽和其他动物尸体应用漂白粉或生

石灰处理后进行深埋处理。地点应选择地势高，地下水位低，远离

水源及居民点的地方。挖 2米以上深坑，在坑底撒漂白粉或生石

灰，把动物尸体先用 10％的漂白粉上清液喷洒（200mL/m
2
），作用



2 小时后，装入塑料袋，投入坑内，再用干漂白粉按 20～40g/m
2
洒

盖于尸体上，然后覆土掩埋压实。 

（六）自然灾害后期的环境清理 

自然灾害后期，大力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对室内外进

行彻底的环境清理，改善环境卫生。对遭受灾害的室内外环境进行

彻底的清理消毒，做到先清理、后消毒、再回迁，尽最大可能消除

导致疫病发生的各种隐患。 

1.自然灾害结束后，灾民搬回原居住地时，应首先对原住房的

质量进行安全性检查，确认其牢固性。然后打开门窗，通风换气，

清洗家具，清理室内物品，整修家庭厕所，修缮禽畜棚圈，全面清

扫室内和院落，清除垃圾污物。必要时将房间的墙壁和地面进行消

毒。对室内和临时居住点带回的日常生活用品可进行煮沸消毒或在

日光下曝晒。在有条件时，可用 2%-5%的洁灭净洗消液将衣被浸泡 1

5-20分钟后再进行洗涤。待室内通风干燥、空气清新后方可搬入居

住。 

2.组织群众清理室外环境，整修道路，排除积水，填平坑洼，

清除垃圾杂物，铲除杂草，疏通沟渠，掏除水井内污泥，修复厕所

和其他卫生基础设施，掩埋禽畜尸体，进行环境消毒，控制疫病发

生的危险因素，使灾区的环境卫生面貌在短期内恢复到灾前水平。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组织编写） 

 

 



附录 1 

水质监测点一般情况和水质检测结果报告表 

  

采样地点_______              水样编号____ 

1. 供水方式 

□集中式供水（名称_________________）； 

□分散式供水(户主姓名______________)； 

□其他（名称_________________），如桶装水等。 

2．水源类型: 

地表水:江河水□  湖泊□  溪水□  水库□  池塘□ 

地下水:  泉水□  浅井水□  深井水（超过 30米）□ 

3．消毒方式： 

不消毒□  液氯□  漂白粉□  二氧化氯□  臭氧□  紫

外线□  其它□ 

 

 

  

4. 水质检测结果 

采样日期：  年  月  日        测定日期：

  年  月  日 

指标 标准限值 检测结果 评价结果 

（合格/不合

格） 



色度（度） 分散式供水≤20，集中式

供水≤15 

  

    

浑浊度（NTU） 分散式供水≤3，集中式

供水≤1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肉眼可见物 无     

pH 分散式供水 6.5-9.5， 

集中式供水 6.5-8.5 

    

氨氮（mg/L） ≤0.5     

细菌总数

（CFU/mL） 

分散式供水＜500，集中

式供水＜100 

  

    

总大肠菌群

（CFU/100mL） 

不得检出     

大肠埃希氏菌

（CFU/100mL）

（度） 

不得检出     

余氯（mg/L） 

  

出厂水：≥0.3，末梢水

≥0.05 

    



二氧化氯

（mg/L） 

出厂水：≥0.1，末梢水

≥0.02 

    

其他       

结论： 

采样人:      报告人:      单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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