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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居环境 厕所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农村厕所的术语与定义、农村厕所类型、建设要求、卫生要求、粪污处理、公共厕所

运行管理等方面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陕西省农村地区公共厕所与户用厕所的改、扩建以及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7959 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GB/T 18092 免水冲卫生厕所 

GB 19379 农村户厕卫生规范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JJ/T 125 环境卫生图形符号标准 

JGJ 16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卫生厕所 

厕屋（有墙、有顶）清洁、无蝇蛆、无臭，贮粪池不渗、不漏、密闭有盖，适时清出粪便并进行无

害化处理。 

[全国爱卫办发，农村改厕技术规范，定义3.2] 

3.2  

无害化卫生厕所 

按照规范要求使用时,具备有效降低粪便中生物性致病因子传染性设施的卫生厕所,包括三格化粪

池厕所、双瓮漏斗式厕所、三联通式沼气池厕所、粪尿分集武厕所、双坑交替式厕所和具有完整上下水

道系统及污水处理设施的水冲式厕所户用卫生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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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9379-2012，定义3.2] 

4 农村厕所类型 

农村厕所分为户用厕所、公共厕所两类，无害化卫生厕所宜选择三格化粪池式、双瓮漏斗式、完整

上下水道水冲式。 

5 建设要求 

5.1 公共厕所 

5.1.1 类型 

农村公共厕所包含一般公共厕所、学校厕所、旅游厕所，宜按照三格化粪池式、完整上下水道水冲

式建造水冲厕所。水冲厕所应采取节水和防冻措施，给水、排水系统设计应符合GB 50015的规定。在不

具备建设水冲厕所的缺水地区或高寒地区，宜建设符合GB/T 18092要求的免水冲厕所。农村公厕分类及

设置要求参考附录A。 

5.1.2 规划选址 

5.1.2.1 应建在农村地区的村庄入口、广场、集贸市场等人口较集中区域。 

5.1.2.2 应选择地势较高，不易积存雨水，无地质危险地段，方便使用者到达，便于维护管理、出粪、

清渣的位置。 

5.1.2.3 宜建设在所服务区域的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处。 

5.1.2.4 独立式农村公厕与饮食食品加工点、托幼儿机构和集中式给水点等的距离应在50m以上。 

5.1.2.5 乡村旅游公厕宜在游客中心、购物点、农家乐、车站、码头、停车场、加油站、换乘中心及

乡镇政府、村委会等建筑屋内建设。 

5.1.3 建筑设计 

5.1.3.1 建筑面积应根据服务人口数量或服务半径设置。 

5.1.3.2 每个行政村宜建设一座公厕，有旅游接待需求的村庄宜建设旅游公厕，学校应建设学校公厕，

流动人口多，旅游线路沿线等区域因需设置。 

5.1.3.3 男女侧位设置比例宜按照1:1.5-1:2。 

5.1.3.4 厕位数量应按照服务人数确定，宜男性90人/厕位，女性60人/厕位。男厕蹲位、站位比例宜

按照1:1-1:3设置。 

5.1.3.5 宜根据条件设置无障碍设施，无障碍厕位应符合GB 50763中3.9的要求。 

5.1.3.6 应设置洗手盆1-2个，总厕位6个以上，每增加4个厕位宜增设1个洗手盆。 

5.1.3.7 农村公共厕所平面布局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男、女厕所应分间设置，在各自进门处应设视线屏障； 

b) 门洞尺寸不应小于 0.9m*2.1m，厕所内走道宽度不应小于 1m； 

c) 大小便间与洗手间宜分开设置； 

d) 每个蹲位应有一个独立的厕位间，小便器之间应设置隔断板。 

5.1.3.8 独立式农村公厕建筑室内净高不应小于3.2m，附属式农村公厕建筑室内净高不宜小于3.0m，

农村公厕室内地面应高于室外地坪150m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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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9 农村公则厕位间的隔板及门的下沿与地面距离宜为100mm-150mm，隔板及门的上沿距地面的高

度不应小于1.8m。小便器隔断板高度不应低于800mm，宽度宜为400mm，隔断板距地面高度宜为600mm。 

5.1.3.10 宜设置工具间，独立式农村公厕宜设置管理间。 

5.1.3.11 农村公厕应优先考虑自然通风，当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要求时应增设机械通风。 

5.1.3.12 屋顶形式宜采用坡屋顶。应设置防蝇、防蚊、防虫设施，通风口室外的开口处宜设置网孔不

大于1mm的纱窗。 

5.1.3.13 防火设计应符合GB 50016的规定，应至少配置1具1A的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5.1.4 建筑材料 

5.1.4.1 宜采用具有本地特色的建筑材料，造型和色彩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5.1.4.2 建设工程采用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小于C25，砌块强度等级不应小于MU10，砂浆强度等级不

应小于M5.0。 

5.1.4.3 农村公厕内墙应选择光滑、耐腐、坚固、防渗、易洁的材料，地面面层应选择防滑、防渗、

易洁的材料，顶棚应选择防潮、耐腐、易洁的材料，门及隔板应采用防潮、防划、防画、防烫的材料。 

5.1.5 卫生器具 

5.1.5.1 小便器宜选用不易附着粪、尿垢的半挂式便斗和每次用水量≤1.5L的手动冲水系统。 

5.1.5.2 宜采用不易附着粪、尿垢，具有水封功能的蹲便器或坐便器和每次用水量≤4L的冲水系统。 

5.1.5.3 水龙头宜选用厚实、耐用型，优先采用开启方式为螺旋式、扳手式、抬起式、按压式水龙头。 

5.1.5.4 宜根据需要和条件配置节水型洗手盆、面镜、厕位挂钩、弃物收集容器、手纸架等配套设施。 

5.1.6 标志牌 

5.1.6.1 在距农村公厕200m内的主要路口处应设置公厕标志方向和距离的引导牌，样式与设置方式应

符合GJJ/T 125的要求。 

5.1.6.2 在农村公厕进出口应设明显的性别标志，标志应设在固定的墙体上。 

5.1.6.3 应设蹲坐位、无障碍厕位标志，厕位有/无人标志。 

5.1.7 电气 

5.1.7.1 宜采用节能型电气设备和照明灯具，室内照度符合GB 50034的规定。 

5.1.7.2 供电设计应符合JGJ 16的规定。 

5.1.7.3 防雷设计应符合GB 50057相关规定。 

5.2 户用厕所 

5.2.1 户厕类型 

农村新建住房应配套建设无害化卫生厕所，厕所类型可选择完整上下水道水冲式厕所、三格化粪池

式厕所、双瓮漏斗式厕所。选择条件如下： 

a) 在污水管网覆盖地区、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有条件区域，宜选择完整上下水道水冲式厕

所； 

e) 在污水管网覆盖不到的地区，宜选择三格化粪池式厕所、双瓮漏斗式厕所； 

f) 在农户居住分散的偏远山区等地区，以贮粪池不渗不漏、粪便不暴露为基本要求，因地制宜推

广使用其他类型卫生厕所。 

5.2.2 位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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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 新、改建厕所宜进院入室。 

5.2.2.2 根据当地常年主导风向，宜建在居室、厨房的下风向，远离水井或其他取水构筑物。 

5.2.2.3 贮粪池应建在房屋或围墙外。 

5.2.3 建筑设计 

5.2.3.1 无害化卫生厕所工程建设材料，应选择资质齐全、生产条件规范、正规厂家的合格产品。选

择的产品与材料应坚固耐用，有利于卫生清洁与环境保护。 

5.2.3.2 厕屋室内面积≥2.5 m2，有效高度≥2m，地面应进行硬化处理。 

5.2.3.3 根据不同地区地理气候条件，宜考虑设置门、窗(纱窗)、照明、防蝇以及通风设置。 

5.2.3.4 根据各地农民生活习惯，选择蹲便器或坐便器，便器应选择不易附着粪、尿垢的节水型便器。 

6 卫生要求 

厕所清洁卫生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地面应清洁、无积水、无明显纸屑、烟蒂等杂物且臭味不明显； 

g) 应合理配置垃圾篓，垃圾不应溢出； 

h) 蹲位、小便器整洁，无水锈、尿垢、粪迹、垃圾，管道通畅，无堵塞； 

i) 隔墙、天花板、门窗、隔离板整洁，无乱写乱画，无污迹、蛛网； 

j) 公厕内照明灯具、洗手盆、镜子、冲水设备、拖把池等完好并保持干净； 

k) 蚊蝇滋生季节应定时喷洒灭蚊蝇药物，有防蝇、防蚊和防臭措施。厕所室内应基本无蝇，各类

粪池周围无蝇蛆滋生； 

l) 公厕外环境整洁，工具摆放整齐，公厕四周 3m-5m内无垃圾、粪便、污水等，宜绿化、美化。 

7 粪污处理 

7.1 水冲式厕所粪污应经化粪池生物降解后排放，排放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村庄周围有市政污水管道，宜排入市政污水管道； 

——有村级污水处理设施的，应通过污水管道排入村级污水处理设施； 

——不具备排入污水管道条件的，可采用贮粪池、抽粪车抽取粪渣等排放方式。 

7.2 化粪池和贮粪池应设置在人们不经常活动便于清掏的地方，四壁和底部应做防水处理，池盖应坚

固。 

7.3 粪便应按 GB 7959的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非水冲式贮粪池的粪便应及时清掏，粪池内的粪便不

应超过粪池容积的四分之三。 

7.4 三格式化粪池不应取用一、二池的粪液施肥，不应向二、三池倒入新鲜粪液，第三池的粪水可直

接施肥。 

8 公共厕所运行管理 

8.1 基本要求 

8.1.1 应接受各级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的管理和监督。 

8.1.2 农村公厕若由第三方提供服务，则应与农村公厕产权单位、管理部门签订服务合同。 

8.1.3 应配备一定数量的作业工具、劳动保护用品并定期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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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应对上岗人员提供作业技能、应急技能、文明礼貌等培训。 

8.1.5 应按相关制度进行每周检查、每月考核。 

8.1.6 应妥善处置公共厕所内发生的意外事件。 

8.2 保洁要求 

8.2.1 公厕应保持正常开放。 

8.2.2 公厕设施、标志完好无损，公厕内采光、照明和通风良好。 

8.2.3 农村公厕应有专职保洁员，应进行全天循环保洁。 

8.2.4 保洁员行清扫保洁，作业流程如下： 

a) 环卫工应全面检查公厕设施设备的完好性； 

b) 环卫工应在公厕无人使用时，进行清扫保洁，并在门口放置“正在清扫”提示牌； 

c) 收集纸筐垃圾，并将纸筐刷洗干净归位； 

d) 冲刷蹲位、坐便器、小便池； 

e) 用清洁剂刷洗面盆表面，重点刷洗内侧壁，用抹布擦洗墙壁、门窗、洗手台等设施设备表面； 

f) 从里到外清扫、拖洗公厕地面、蹲板； 

g) 清扫保洁结束后，将工具归位。 

8.2.5 每天应对公厕进行打扫、冲洗不少于 2次。每天清理垃圾篓应不少于 1次，人流量大的地方应

增加清理频次。 

8.2.6 每周应对公厕进行消毒除臭，至少进行 1次，在夏秋季节和传染病流行季节，增加消毒次数。 

8.2.7 应检查公厕内供水和水冲设施的正常使用情况，发现故障及损坏，应及时报修，填写相关工作

记录并保存。 

8.3 设施维护 

8.3.1 应定期对公厕设施的完好情况、建筑物外立面粉饰、室内暴露管道油饰频次等进行检查。保存

相关检查记录，记录保存期限至少为一年。 

8.3.2 设施损坏、破损，应在 2日内修复；水电等简单故障，应及时修复；公厕配备的抽水泵需每月

清洗 3次。保存设施损坏、报修及修复等相关记录，记录保存期限至少为一年。 

8.4 监督检查 

8.4.1 宜在农村公厕明显位置公示负责人、保洁人员信息。 

8.4.2 定期开展农村公厕检查，将检查结果作为工作人员考核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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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农村公厕分类及设置要求 

农村公厕分类及设置要求见表A.1 

表A.1 农村公厕分类及设置要求 

序号 项目 
类别及要求 

一类 二类 三类 

1 平面设置 
大便间、小便间、洗手

间应分区设置 

大便间、小便间、洗手间宜

分区设置，男女可共用洗手

间 

大便间、小便间宜分区设置

男女共用洗手间 

2 管理间（m
2
） ＞12 8-12  ＜8；视条件设置 

3 第三卫生间 有 视条件设置 无 

4  工具间（m
2
） 2 1-2 1-2；视条件设置 

5 
厕位建筑指

标（m
2
/位） 

5-10 3-4.9 2-2.9 

6 照度（Lx） ≥150 ≥100 ≥75 

7 室内顶棚 防潮耐腐蚀材料吊顶 涂料或吊顶 涂料 

8 室内墙面 贴面砖到顶 贴面砖到顶 贴面砖到 1.5m或水泥抹面 

9 

大便厕位

（宽 mm*深

mm） 

（900-1200）*

（1300-1500） 
（900-1200）*（1200-1500） 850*（1000-1200） 

10 
坐便器/蹲

便器 
普通 普通 普通 

11 小便器 半挂 半挂 不锈钢或瓷砖小便槽 

12 
便器冲水设

备 

自动感应或非接触式

人工冲便装置 

自动感应或非接触式人工

冲便装置 

手动阀、脚踏阀、集中水箱

自控冲水 

13 无障碍通道 有 有 有 

14 
蹲、坐位扶

手 
有 有 视条件定 

15 洗手盆 有 有 视条件定 

16 除臭设备 有 有 视条件定 

注1：除臭设备是指具有对公厕臭味有处理效果并形成合力气流组织的通风设备或系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