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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论

1.1基本情况

光山县寨河镇卫生院始建于 20世纪 50年代，现坐落于寨河镇街道 14

号，主要承担寨河镇辖区范围内老百姓的医疗、预防、保健等服务。作为基

层医疗机构，在开展医疗服务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具有直接或者间接

感染性、毒性及其他危害性的医疗废水。医疗废水中除含有大量的细菌、病

毒、虫卵等致病原体外，还含有化学药剂和有毒有害物质，具有对空间污染、

急性传染和潜伏性传染的几大特征。如果含有病原微生物的医疗废水，不经

过消毒、灭活等无害化处理，就直接排入地表水环境，会对水、土壤等环境

造成污染，严重的会引发各种疾病，或导致介水传染病的暴发流行。

目前寨河镇卫生院存在无污水处理设施、医疗废水直排、雨污合流等环

境污染问题，对当地水环境造成了污染，同时也对周边群众的健康带来了威

胁。寨河镇卫生院始建于 1953年，当时还没有《环保法》、《城乡规划法》

以及《村镇规划卫生规范》（GB18055-2012）等法律法规的制定、颁布和

实施，其环境污染问题已成历史遗留存在。为了整治卫生院医疗污水直排造

成的水体污染，降低威胁周边群众健康的卫生风险，寨河镇卫生院拟建设一

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对现有生活及医疗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

寨河镇卫生院对照环保法律法规要求，编制完成了《光山县寨河镇卫生

院污染物达标排放治理方案》。

1.2治理的对象

光山县寨河镇卫生院。

1.3技术方案编制依据

（1）《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2029-2013）；

（2）《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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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环发[2013]36

号修改单要求。

1.4治理方案执行的环境标准

1.4.1 环境质量标准

（1）环境空气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

准，详见表 1。

表 1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标准

标准名

称
标准号/级别

标准限值（μg/m3）

取值时间 SO2 NO2 PM2.5 PM10 CO O3

环境空

气质量

标准

GB3095-2012/
二级

1小时平均 500 200 / / 10mg/m3 200

24小时平均 150 80 75 150 4mg/m3 /

（2）地表水

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 III类，详见表 2。

表 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限值

污染物 pH（无量纲） COD 氨氮

浓度限值（mg/L） 6~9 ≤20 ≤1.0
（3）声环境

声环境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详见表 3。

表 3 声环境质量标准限值

1.4.2 污染物排放标准

1、废气

卫生院运营期污水处理站无组织排放恶臭气体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3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

度要求（详见表 4）。

类 别 昼 间 dB（A） 夜 间 dB（A）
2类 6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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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

标准名称 控制项目 标准值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表 3
氨（mg/m3） 1.0

硫化氢（mg/m3） 0.03
2、废水

卫生院运行期废水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

表 2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详见表 5：

表 5 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标准名称 控制项目 排放标准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表 2

pH 6~9
COD（mg/L） 60
BOD（mg/L） 20
NH3-N（mg/L） 15
SS（mg/L） 20

粪大肠菌群数（MPN/L） 500
3、噪声

卫生院污染物达标排放治理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523-2011）标准，运行期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详见表 6及表 7：

表 6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单位：dB(A)

昼间 夜间

70 55
表 7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单位：dB(A)

类 别 昼 间 夜 间

2类 60 50
4、固体废物

卫生院内一般固废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及环发[2013]36号修改单要求；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

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环发[2013]36号修改单要求。

2、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光山县寨河镇卫生院始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现坐落于寨河镇街道 4

号，主要承担寨河镇辖区范围内老百姓的医疗、预防、保健等服务。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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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面积 6157.30m2。

卫生院现有工程建有医疗中心、综合楼等相关建筑设施，现有医务工作

人员 49人，医疗中心设置有放射室、妇科中心、中医科、防疫门诊、公共

卫生中心、职工餐厅、医生临时休息室，综合楼设置有门诊治疗室、心电图

室、妇产科、收费室、农合医保室、中西药房、输液大厅、护士站、B超室、

彩超室、脑电图室、生化室、检验室、手术室、病房、医务人员办公室、会

议室等，设置病床 55张。

此外，卫生院不设锅炉房，热水供应采用单体电热水器，不设中央空调，

制冷供暖采用单体空调。

卫生院现有工程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见表 8，主要建筑物构成见表 9，主

要医疗设备见表 10，原辅材料消耗情况见表 11；

表 8 现有工程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占地面积 m2 6157.30 划拨

2 建筑面积 m2 7000 /
3 劳动定员 人 49 全院医务工作人员

4 劳动制度 实行 8h工作制，年工作 365d，8小时外工作时间安排值班医生值班

5 接诊量 门诊接诊量 155人次/d
6 床位 55张

表 9 现有工程构筑物构成一览表

工程

类别
名称 设施内容

主体

工程
医疗中心

砖混 3层，建筑面积 2200m2：

1层包括：妇科中心（妇科门诊室、妇科检查室、微波治疗室、检

查治疗室、妇幼宣教室、妇幼办公室、出生医学证管理办公室）、

中医科（中医门诊室、中医推拿室、中医针灸室、中医理疗室、中

医熏蒸室）、门卫室、仓库等；

2层包括：防疫门诊（接种大厅、乙肝疫苗接种室、卡介苗接种室、

百白破麻疹疫苗接种室、卫生监督协管站、预检登记室、犬伤处置

疫苗接种、网络直报办公室、冷链室、传染病防治管理办公室）、

公共卫生中心（留观室、健康教育宣教室、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办公

室、居民健康体检站、基本公共卫生管理室、基本药物管理办公室、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室、慢性病健康管理办公室、老年人健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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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公室、妇幼保健管理办公室）、厨房、餐厅等；

3层包括：值班医生休息室、闲置房间等；

综合楼

砖混 4层，建筑面积 4000m2，设置病床 55张：

1层包括：门诊室、急诊观察室、门诊治疗室、心电图室、收费室、

收费值班室、预检分诊室、农合补偿室、中西药房、农合医保室、

产科值班室、母婴同室、妇产科门诊、待产室、人流室、洗漱间、

卫生间等；

2层包括：输液大厅、护士站、护士值班室、治疗室、病房医生办、

病房、B超室、彩超室、脑电图室、检验室、生化室、被服室、卫

生间等；

3层包括：护士站、护士值班室、治疗室、病房医生办、病房、产

室、手术室、麻醉室、洗漱间、卫生间等；

4层包括：多媒体会议室、后勤杂务库房、实物仓库、病房（暂未

使用）、院长办公室、副院长办公室、会议室、财务室、党员活动

室、资料室、后勤室、卫生监督室、病案室、档案室、卫生间等；

放射科 砖混 1层，位于卫生院西南侧：

公用

工程

供水 寨河镇供水部门，用水量约 6870.97m3/a；
供电 寨河镇供电部门供应，用电量约 60000kw*h/a；

排水
卫生院污水量约 5423.9 m3/a；
目前实行雨污合流，雨水和污水均由现有下水道排放。

环保

工程

废水治理 2座封闭式化粪池（现有）

固

废

治

理

生活

垃圾
垃圾收集箱若干；

医疗

垃圾

设医疗垃圾暂存间 1座；经暂存间内医疗垃圾专用收集箱收集暂存

后由信阳市中环环境治理有限公司统一清运处理。

表 10 主要医疗设备情况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医用射线 CT 台 1 属于放射性诊疗设备，不在本次治理范

围内；建设单位已办理辐射安全许可

证，许可种类和范围为使用 III 类射线

装置，证书编号为豫环辐证【S3098】
2 DR 台 1

3 全自动生化仪 台 1 /
4 B超 台 1 /
5 心电图机 台 1 /
6 麻醉呼吸机 台 1 /
7 牵引床 台 1 /
8 多普勒血流图 套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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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现有工程主要原辅材料消耗情况一览表

类别 名称 年耗量 来源

医耗

各类药品

输液
单位 100ml 250ml 500ml

外购
瓶 12000 43200 7200

针剂 支 73000 外购

片剂 盒 18250 外购

粉剂 袋 3000 外购

医疗器具

（如手术、输液、注射

器具及纱布等）

输液 支 20000 外购

注射 支 7200 外购

其他 / 少量 外购

能耗
电 60000 kw*h/a 镇供电部门

天然气 / /

水耗 水 6870.97m3/a 镇供水部门

3卫生院现有工程工艺流程及产物环节
卫生院现有工程及产污环节如下图所示：

病人 门诊

住院

检查 治疗

治疗

离院

出院

工作

人员 办公生活

封闭式化粪池

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
残渣

废水直

接排放
危废暂存间

转院

医疗污水

垃圾箱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

交由环卫

部门集中

处理 医疗垃圾

粪池清淤

车转运

诊断

委托有资

质单位处

理

图 1 卫生院现有工艺流程图

卫生院现有工程产污环节如下：

废气：卫生院不设锅炉房，热水供应采用单体电热水器；不设中央空调，

制冷供暖采用单体空调；输氧依托外购氧气瓶。卫生院现有工程无废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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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生。

废水：卫生院不设牙科，无重金属废水产生；放射科使用 CT机、DR

机，无洗像废水产生；卫生院没有需要单独处理的特殊废水产生。卫生院现

有工程废水主要为工作人员、就诊人员产生的生活废水及少量诊疗废水。

噪声：卫生院现有工程噪声主要为就诊病人的人杂噪声。

固体废物：卫生院现有工程固体废物主要为工作人员和病人产生的生活

垃圾，诊断过程中产生的医疗废物，以及化粪池发酵产生的残渣。中医科日

常为患者提供推拿牵引、针灸熏蒸、开具药方等服务，由于卫生院医疗条件

有限，患者一般不在卫生院购买熬制好的成品中药，极少数患者需要在卫生

院内熬制中药，产生的少量中药残渣作为医疗废物，经收集后同其他医疗废

物一起交由资质单位处理。

4卫生院存在的环境问题

根据现场勘查结果，卫生院现有工程存在的环境问题如下：

①卫生院未实行雨污分流制，目前雨水污水混合排放，对外部环境影响

较大；

②卫生院现有生活废水及医疗废水只经过化粪池预处理，未进行污染物

的消毒和处理，不符合相关环保法律、标准和规范要求；

5拟采取治理措施

5.1污水达标排放治理方案

（1）现有工程排水水质

为了解卫生院现有工程排水水质情况，建设单位委托洛阳嘉清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于 01月 20日至 01月 21日对光山县寨河镇卫生院产生的废水

进行了现场采样，现场监测期间，卫生院正常运行，监测期间卫生院日均

接诊量约为 155人/天，与卫生院日常平均接诊量基本一致，监测数据具有

代表性，监测结果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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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现有工程排水水质监测结果一览表

采样时间 检测因子 单位

检测结果

化粪池出口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2020.1.20

pH值 / 7.44 7.28 7.65

悬浮物 mg/L 680 620 710

化学需氧量 mg/L 566 540 580

五日生化需氧量 mg/L 132 143 146

氨氮 mg/L 191 188 179

粪大肠菌群 MPN/L 1.8×103 1.6×103 1.8×103

2020.1.21

pH值 / 7.35 7.41 7.39

悬浮物 mg/L 590 640 610

化学需氧量 mg/L 540 568 543

五日生化需氧量 mg/L 146 139 142

氨氮 mg/L 184 186 191

粪大肠菌群 MPN/L 1.6×103 1.8×103 1.5×103

由上表监测结果可知，卫生院现有工程排水水质不能满足《医疗机构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需进行治理。

（2）治理方案

一、卫生院污水处理规模及位置的确定

①卫生院用水量核算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卫生院全院医务工作人员（含临时编制人员）

共 49 人；门诊日均接诊量 155人次/d；病房共设 55张床位，接诊量约 7

人次/d；该院床单被单等日常床上用品由卫生院洗衣房清洗，每天清洗一次。

卫生院为医务人员每天提供两顿工作餐，医务人员基本为当地居民，每顿进



9

餐人员约为 15人；卫生院用水量核算采用《河南省地方标准用水定额（2014

版）》（DB41/T385-2014）标准，具体标准见表 13：

表 13 河南省地方标准用水定额（2014 版）

编号 名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调节系数

1 洗衣房 L/（干*kg） 60 0.9~1.35

2 医务（陪护）人员 L/（人*d） 60 0.9~1.4

3 门诊部 L/（次*人） 10 0.8~1.2

4 一般病床 L/（床*d） 90 0.8~1.3

5 非经营性食堂 L/（次*人） 13 1.0~1.2

根据标准计算：

卫生院医务人员共计 49人，病房陪护家属按 55人计（每床位 1人），

每人每天用水定额为 60L，调节系数取 1.1，按 104人计算，每日医务及病

房陪护人员用水量为 6864L；

门诊病人每人每次用水定额为 10L，调节系数取 1.0，按日均接诊量 155

人计算，每日门诊部用水量为 1550L；

住院部每床位每日用水定额为 90L，调节系数取 1.1，按 55张床位计算，

每日住院部用水量为 5445L；

洗衣房每千克干衣用水定额为 60L，调节系数取 1.0，按 55张床位每床

位 1kg

干衣计算，每日洗衣房用水量为 4290L；

卫生院食堂每日进餐人数为 30人次/d，用水定额为 13，调节系数取 1.1，

每日食堂用水量为 429L；

经计算卫生院日用水量为 18.578m3/d，年（按 365天算）用水量约为

6870.97m3/a。

②卫生院污水量核算及污水处理规模的确定

（1）污水量核算

污水产生量核算采用《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2006）标准；



10

污水产生量由实际用水量乘以产污系数 0.8 计算，卫生院日污水产生量为

14.86m3/d，年污水产生量约为 5423.9m3/a。本项目用水与排水情况见下表：

表 14 卫生院用水排水情况一览表 （单位：m3/d）

类别 用水对象 用水量 产污系数 污水量

生活用水

洗衣房 4.29 0.8 3.43

食堂 0.429 0.8 0.34

医务（陪护）人员 6.864 0.8 5.49

医疗用水
住院部 5.445 0.8 4.36

门诊部 1.55 0.8 1.24

合计 18.578 — 14.86
（2）污水处理站处理规模的确定

通过污水产生量的核算可知，卫生院每日废水产生量约为 14.86m3/d。

根据核算的污水量预测，结合卫生院近两年实际用水情况，经与建设单位

充分沟通，同时考虑到卫生院未来的发展规划，最终确定卫生院污水处理

站处理规模为 20m3/d。

（3）污水处理站选址

经与建设单位充分沟通，结合卫生院平面布置情况，最终确定污水处

理站院区东北角，地上式放置，具体位置见附图 3。

二、常用污水处理方法

拟建项目主要用来处理光山县寨河镇卫生院的生活废水和医疗废水，

目前国内污水处理工艺较为成熟且使用广泛的方法为生物处理法。常见的

几种生物处理方法有生物接触氧化法、常规活性污泥法、SBR法、A/O生

物接触氧化法、A2/O生物处理法等，各处理方法运行条件及优缺点如下：

（1）生物接触氧化法

生物接触氧化法属于生物膜法，具有以下优点和特点：

①生物接触氧化法在生物池内设置填料，由于填料的表面积大，池内

充氧条件好，生物接触氧化池内单位容积的生物体量都高于活性污泥法曝

气池及生物滤池，因此生物接触氧化池具有较高的容积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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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由于相当一部分微生物固着生长在填料表面，生物接触氧化法可不

设污泥回流系统，也不存在污泥膨胀问题，运行管理方便；

③由于生物接触氧化池内生物固体量多，水流属于完全混合型，因此

生物接触氧化池对水质水量的骤变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④由于生物接触氧化池内生物固体量多，当有机物容积负荷较高时，

其 F/M（F为有机基质量，M为微生物量）比可以保持在一定水平，因此

污泥产量可相当于或低于活性污泥法；

⑤因装载填料，生物接触氧化池单位制造成本略高，一般适用于中小

型（Qd≤2500m3/d）污水处理站。

（2）常规活性污泥法

活性污泥法在大中型污水处理中是一种应用最广的废水好氧生物处理

技术。活性污泥处理系统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和特点是：

①水中应有足够的可溶性易降解物质，作为微生物生理活动必需的营

养物，一般活性污泥法必须定期投加按一定配比的营养物质，这样增加了

运行费用和管理难度；

②混合液必须含有足够的溶解氧，活性污泥池长有好氧原生动物，氧

的需求量较大；

③活性污泥在池内应呈悬浮状态，能充分与水接触和混合；

活性污泥连续回流，及时排除剩余污泥，使混合液保持一定的活性污

泥浓度；

④活性污泥生长周期长，对温度、水质和水量的骤变适应能力差；

⑤对微生物有毒害的物质应严格控制在允许浓度以内；

⑥活性污泥法处理符合较低，造成设施的体积增大，土建投资也相应

增加；

正因为以上的必要条件和特点，所以活性污泥法运行管理比较专业。

另外活性污泥法易产生污泥膨胀，处理负荷较低，不易控制管理，故近年

来在中小型污水处理站中的使用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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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BR法

SBR法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较为先进的活性污泥处理法，该处理工

艺集曝气池、沉淀池为一体，连续进水，间歇曝气，停气时污水沉淀，撇

除上清液，成为一个周期，周而复始。其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和特点如下：

①SBR法不设沉淀池，无污泥回流设备；

②SBR法为间隙运行，需设多个处理单元，进水和曝气相互切换，造

成控制较为复杂。

③为了保证溢流率，SBR法对滗水器设备制造要求高，制作时必须精

益求精，否则极易造成最终出水水质不达标。国内目前还没有质量较好的

滗水设备，进口设备采购麻烦，且价格昂贵，同时后续维修费用也高。

④SBR法池内污泥浓度由浓度仪测定以便控制排出多余污泥量，目前

国内浓度仪质量不过关，造成污泥排放控制较困难。

⑤SBR池溢流率低（一般不超过 40%），设施体积较大，造成土建投

资较高。

⑥由于存在超高必须较高的技术性问题，SBR池一般只能露天设置，

这样局部影响环境美感（埋地设置时土建投资将大大增加）。

（4）A/O生物接触氧化法

A/O生物接触氧化法是近几年来国内外环保工作者用以解决污水脱氮

的主要方法，该方法具有如下特点：

①利用系统中培养的硝化菌及脱氮菌，同时达到去除污水中含碳有机

物及氨氮的目的，与经普通活性污泥法处理后再增加脱氮三级处理系统相

比，基建投资省、运行费用低、电耗低、占地面积少。

②A/O生物处理系统产生的剩余污泥量较一般生物处理系统少，而且

污泥沉降性能好，易于脱水。

③A/O生物法较一般生物处理系统相比耐冲击负荷高，运行稳定。

④A/O生物处理系统因将 NO2-N转化成 N2，因此不会出现硝化过程中

产生 NO2-N的积累，而 1mgNO2-N会引起 1.14mgCODcr值，因此只硝化

时，虽然氨氮浓度可能达标，但 CODcr浓度却往往超标严重。采用 A/O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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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处理系统不仅能解决有机污染，而且还能解决氮和磷的污染，使氨氮的

出水指标小于 15mg/l。

（5）A2/O生物处理法

A2/O污水生化处理工艺也叫厌氧-缺氧-好氧工艺法，是对传统 A/O缺

氧-好氧工艺法的全面提升，优化了设置功能，明晰了厌氧池、缺氧池和好

氧池，强化了脱氮效果。A2(Anacrobic-Anoxic) 是厌氧段和缺氧段，用于脱

氮；O(Oxic)是好氧段，用于除去有机物。它的优越性是除了使有机污染物

得到降解之外，还具有较强的脱氮功能。A2/O工艺优点：

1污染物去除效率高，运行稳定，有较好的耐冲击负荷；

2.污泥沉降性能好；

3.厌氧、缺氧、好氧三种不同的环境条件和不同种类微生物菌群的有机

配合，能同时具有去除有机物、脱氮除磷的功能；

4.脱氮效果受混合液回流比大小的影响,除磷效果则受回流污泥中夹带

DO和硝酸态氧的影响，因而脱氮除磷效率不可能很高；

5.在同时脱氧除磷去除有机物的工艺中，该工艺流程最为简单，总的水

力停留时间也少于同类其他工艺；

6.在厌氧—缺氧—好氧交替运行下，丝状菌不会大量繁殖，SVI一般小

于 100，不会发生污泥膨胀。

三、工艺方案选择原则

在选择处理工艺时需要兼顾当地经济条件和环保要求，符合国家的有关

法规及规范，遵循全程投资少、实施容易、治理工艺技术合理有效、处理效

果稳定、工艺流程简单可靠、运行管理方便等原则。通过上述污水处理工艺

的对比，最终拟定方案为 A2/O生物处理法污水处理工艺。

四、A2/O污水处理工艺介绍

①A2/O污水处理工艺原理

A2/O污水生化处理工艺也叫厌氧-缺氧-好氧工艺法，是对传统 A/O缺

氧-好氧工艺法的全面提升，优化了设置功能，明晰了厌氧池、缺氧池和好

氧池，强化了脱氮效果。A2(Anacrobic-Anoxic) 是厌氧段和缺氧段，用于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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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O(Oxic)是好氧段，用于除去有机物。它的优越性是除了使有机污染物

得到降解之外，还具有较强的脱氮功能。

A2/O工艺将厌氧段、缺氧段和好氧段串联在一起，厌氧段 DO﹤

0.2mg/L，缺氧段 DO0.2~0.5mg/L，好氧段 DO=2~5mg/L。污水先进入厌氧

段，经一定时间（1~2h）的厌氧分解，去除部分 BOD，并使部分含氮化合

物转化成 N2（反硝化作用）而释放。然后流入缺氧段，在缺氧段异养菌将

污水中的淀粉、纤维、碳水化合物等悬浮污染物和可溶性有机物水解为有机

酸，使大分子有机物分解为小分子有机物，不溶性的有机物转化成可溶性有

机物，当这些经缺氧水解的产物进入好氧池进行好氧处理时，提高氧的效率

和污水的可生化性，好氧微生物将有机物分解成 CO2和 H2O。异养菌将蛋

白质、脂肪等污染物进行氨化（有机链上的 N或氨基酸中的氨基）游离出

氨（NH3、NH4+），在充足供氧条件下，自养菌的硝化作用将 NH3-N（NH4+）

氧化为 NO3-，通过回流控制返回至缺氧池，在缺氧条件下，异养菌的反硝

化作用将 NO3-还原为分子态氮（N2）完成 C、N、O在生态中的循环，实现

污水无害化处理。

②A2/O污水处理工艺流程

本项目采用的污水处理工艺流程见图 2所示：

格栅

格栅池 调节池 缺氧池 好氧池 沉淀池

活性污泥回流

出水

清水池

硝化液回流

厌氧池

风机

进水

消毒

注：虚线框内为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

图 2 A2/O污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污水经格栅拦截去除水中废渣、纸屑、纤维等固体悬浮物，进入调节池，

在调节池内均质、均量后经潜污泵提升至厌氧池，去除部分 BOD，并使部

分含氮化合物转化成 N2（反硝化作用）而释放。然后进入缺氧池，在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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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异养菌的反硝化作用将 NO3-还原为分子态氮，最后进入好氧池，好氧池

存在好氧微生物及硝化菌，其中好氧微生物将有机物分解成 CO2和 H2O，

在充足供氧条件下，硝化菌的硝化作用将 NH3-N氧化为 NO3-，好氧池安装

硝化液回流装置，硝化液回流至缺氧池，好氧池污水自流进入沉淀池进行沉

淀。沉淀池安装污泥回流气提装置，活性污泥回流至厌氧池，污水经沉淀后

进入清水池进行消毒，消毒出水达标排放。污水处理站排水口设置观察井供

出水水质观察和检测取样。

③A2/O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基本构造

一体化污水处理站暂时设计放置于门诊楼北侧地下、污水总排口旁，采

用高强度钢板拼接焊接而成，外表光滑并经防腐处理，主体设备分厌氧区、

缺氧区、好氧区、沉淀池、清水池。设备箱体采用高强度钢板加工，内外经

防锈、重防腐处理，设备箱体防腐标准及等级为：内部为二层防锈漆（国产

优质防锈漆）+二层厚浆型环氧树脂沥青漆（国产优质沥青漆），外部为二

层防锈漆（国产优质防锈漆）+二层白色面漆（国产优质面漆）。

主体设备内分区建设如下：

（1）厌氧区（约 3.33m3）

厌氧池内利用厌氧菌的作用，使有机物发生水解、酸化和甲烷化，去

除废水中的有机物，并提高污水的可生化性，有利于后续的缺氧、好氧处理。

厌氧过程可分为水解阶段、酸化阶段和甲烷化阶段。水解过程较缓慢，同时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是厌氧降解的限速阶段。在酸化这一阶段，上述第一阶

段形成的小分子化合物在发酵细菌即酸化菌的细胞内转化为更简单的化合

物并分泌到细菌体外，主要包括挥发性有机酸（VFA）、乳醇、醇类等，接

着进一步转化为乙酸、氢气、碳酸等。酸化过程是由大量发酵细菌和产乙酸

菌完成的，他们绝大多数是严格厌氧菌，可分解糖、氨基酸和有机酸。

主要参数：

◇ 搅拌方式：利用进水搅拌；

◇ 溶解氧浓度：<0.2mg/L。

（2）缺氧区（约 4.44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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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池的主要功能是反硝化脱氮。反硝化菌在溶解氧浓度极低或缺氧

情况下可以利用硝酸盐中氮作为电子受体氧化有机物，将硝酸盐还原成氮

气，从而实现污水的脱氮过程。池内设穿孔管间歇曝气保证缺氧环境。

主要参数：

◇ 搅拌方式：穿孔曝气搅拌；

◇ 溶解氧浓度：0.2~0.5mg/L。

（3）好氧区（约 8.88m3）

好氧池的主要功能是氧化有机质和硝化氨氮，活性污泥中的微生物在

有氧的条下，将污水中的一部分有机物用于合成新的细胞，将另一部分有机

物进行分解代谢以便获得细胞合成所需的能量，其最终产物是 CO2和 H2O

等稳定物质。在有机物被氧化的同时，污水中的有机氮也被氧化成氨氮，氨

氮在溶解氧充足、泥龄较长的情况下，进一步转化成亚硝酸盐和硝酸盐。

主要参数：

◇ 搅拌方式：鼓风机曝气搅拌，风机功率 1.5kw；

◇ 溶解氧浓度：2.0mg/L~5.0mg/L；

◇ 弹性填料：将塑料圆片压扣改成双圈大塑料环，将醛化纤维或涤纶

丝压在环的环圈上，使纤维束均匀分布；内圈是雪花状塑料枝条，既能挂膜，

又能有效切割气泡，提高氧的转移速率和利用率。使水气生物膜得到充分交

换，使水中的有机物得到高效处理。

（4）沉淀池（约 2.22m3）

污水经过生化处理后流入沉淀池，实现泥水分离。池内安装污泥回流

系统，污水经沉淀后进入清水池消毒，活性污泥通过污泥回流气提装置部分

排至厌氧区，剩余污泥定期排入污泥池。

◇主要参数：表面负荷=0.8m3/m2·h。

④污水消毒工艺选取

消毒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对沉淀池出水进行消毒，杀死水中的各种

细菌、病毒、虫卵、孢囊以及其他病原体。消毒出水达标排放，排水口设置

观察井供出水水质观察和检测取样。医院废水常用消毒工艺见表 15。



17

表 15 医院污水常用消毒工艺比选表

种类 优点 缺点 消毒效果

氯
Cl2

具有持续消毒作用；工艺简单，技

术成熟；操作简单，使用成本低。

产生致癌、致畸作用的有机

氯化物（THMs）；有氯或

氯酚味；腐蚀性强，对设备

管理水平要求高；运行管理

有一定的危险性。

能有效杀

菌，但杀灭

病毒效果较

差。

次氯

酸钠
NaCl
O

无毒、运行管理无危险性。

产生致癌、致畸作用的有机

氯化物（THMs）；使水的

pH值升高。

与 Cl2效果

相同。

二氧

化氯
ClO2

具有强烈的氧化作用，不产生有机

氯化物(THMs)；投放简单方便；不

受 pH影响；ClO2制备装置商业化

较早，技术成熟。

ClO2运行、管理有一定的危

险性；只能就地生产，就地

使用；制取设备复杂；操作

管理要求高。

比 Cl2效果

好。

臭氧
O3

有强氧化能力，接触时间短；不产

生有机氯化物；不受 pH影响；能

增加水中溶解氧。

臭氧运行、管理有一定的危

险性；与污水混合效率低；

基建投资较大；制取臭氧的

产率低；电能消耗大；操作

复杂；运行成本高。

杀菌和杀灭

病毒的效果

均很好。

紫

外

线

无异味，无有害的残余物质；杀菌

范围广而迅速，处理时间短；过度

处理一般不会产生水质问题；无使

用风险；操作简单，易实现自动化；

运行管理和维修费用低；无需设置

尾水或二次污染治理设施。

电耗大；紫外灯管与石英套

管需定期更换；对处理水的

水质要求较高，因此对污水

前端处理要求程度高；无后

续杀菌作用。

效果好，但

对悬浮物浓

度有要求。

根据上表工艺比选结果，并结合卫生院实际情况考虑，在满足出水达

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综合医疗机构和

其他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的前提下，应尽量选用无运行风险、

无二次污染的消毒工艺。卫生院地处镇集，周围居民住宅较多，因此建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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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紫外线消毒。

⑤设计出水水质

本次治理方案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设计出水水质指标达到《医疗机构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水

污染物排放限值排放标准要求，具体数值如下：

表 16 设计出水水质指标 单位：mg/L，pH除外

控制项目 控制指标

pH 6~9
COD（mg/L） <60
BOD（mg/L） <20
NH3-N（mg/L） <15
SS（mg/L） <20

粪大肠菌群数（MPN/L） <500
5.2.废气防治措施

项目废气主要为项目废气主要为污水处理站处理污水过程中会产生的

少量恶臭气体，主要成分是 H2S、NH3等，本次治理方案拟将污水站各池体

均密闭，以防臭气外逸；同时可能产生异味的池体分别设置空气管进行曝气

和好氧消化，从而尽可能减少异味产生。

5.3.噪声排放及防治措施

运营期噪声主要为污水处理站运行时产生机械噪声，噪声源为水泵、风

机运行噪声，项目污水处理站采用地埋式设计，水泵设置于地下处理池内，

风机设置于设备间内，具体噪声源强及噪声防治措施见下表：

表 17 污水处理站噪声源强情况一览表

序号 噪声源 噪声源强 防治措施 采取防治措施后噪声源强

1 潜污提升泵 82 dB(A) 地下处理池隔声 57dB(A)

2 回流泵 82 dB(A) 地下处理池隔声 57dB(A)

3 风机 78dB(A) 减振、设备间隔声 58dB(A)

5.4固体废物排放情况及处置措施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和少量栅渣，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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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应交由有资质单位收集处理。

5.5治理完成后水污染物排放量变化

本次治理完成后水污染物排放变化见表 18。

表 18 治理完成后水污染物排放变化

项目 治理前（t/a） 治理后（t/a） 削减量（t/a） 削减率（%）

废水量 5423.9 5423.9 0 0

COD 3.016 0.33 2.686 89.1

NH3-N 1.012 0.08 0.932 92.1

5.6污染防治措施及投资

本方案拟采取污染防治措施及投资一览表见表 19。

表 19 拟采取的防治措施及投资一览表

产污环节 防治措施 数量
投资（万

元）

医院人员及病患

用水

一体化地埋式生活污水处

理装置
1套，处理能力 20m3/d 20

合计 20

5.7治理措施验收一览表

卫生院治理完成后，治理措施验收内容见表 20。

表 20 治理措施验收一览表

产污环节 防治措施

医院人员及病患用水 一体化地埋式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6、治理措施的可行性

一体化地埋式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是成熟、可靠的集约化的生活污水处理

装置，具有处理效率高、出水水质好、占地面积小、免专人值守的特点，已

得到普遍应用。卫生院实施该方案，可行。

7、总量控制及环境影响分析

7.1总量控制指标

本项目治理完成后，水污染物排放量有所减少，治理完成后污染物排放

总量建议指标具体见表 21。

表 21 工程排污总量及指标建议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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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污染物名称 治理后污染物排放量 建议控制指标

废水 COD 0.33 0.33

NH3-N 0.08 0.08

7.2环境影响分析

寨河镇卫生院无污水处理设施，院区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直接排放，对

周边环境影响较大，不能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及《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2029-2013）要求。

在认真落实本方案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后，能够有效削减废水主要污染物

COD、氨氮等的排放量，对于周边水体污染有减轻作用，有利于维护局部

人居环境安全。

8、验收环境监测

8.1 污染源监测

项目污染物排放验收监测要求见表 22。

表 22 验收监测一览表

类别 监测项目 监测频率 采样点位置

废水

pH值、化学需氧量五

日、氨氮、生化需氧量、

悬浮物、粪大肠菌群

连续监测 2天，每天 4次
污水处理站进口、出

口

无组织废气 NH3、H2S、O3 连续监测 2天，每天 3次 厂界

噪声 等效声级
连续监测 2天，每天昼夜

各一次

按照 GB12348-2008
要求

8.2运行期监测计划

卫生院运行期监测计划见表 23。

表 23 运行期监测计划表

类别 监测项目 监测频率 采样点位置

废水
pH值、化学需氧量五日、氨氮、生

化需氧量、悬浮物、粪大肠菌群
每季度一次

污水处理站进口、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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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组织废气 NH3、H2S、O3 每年一次 厂界

噪声 监测因子：等效声级 每季 1次
按照 GB12348-2008

要求

9、后期运行费用

为了保证污水处理站长期稳定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后期运行过程

中需要对设备进行定期检修、易损件更换及污染物监测，预计每年费用需 3

万元。

10、实施进度

设施实施时间安排如下：

工程设计 10天

设备订货 30天

施工阶段 20天

试生产竣工验收阶段 30天

合计 90天



项目位置

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临街门面房及居民住宅

临街门面房及居民住宅

拟建污水处理设施位置

附图 2 卫生院周边环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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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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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

寨河卫生院



综合楼

医疗中心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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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医疗废物暂存间

拟建污水处理设施位置

卫生院边界

职工临时休息室及临街门面

附图 3 拟建污水处理设施与卫生院平面布置位置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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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m

居民住宅

居民住宅



附图 4 项目排水路线示意图

拟建污水处理设施

寨河



医疗中心 中医馆

输液大厅 护士站

医疗废物暂存处 B 超室

手术室 卫生院南侧寨河镇街道

附图 5 项目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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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山县寨河镇卫生院污染物达标排放治理方案》的技术评审意见

光山县寨河镇卫生院始（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1 月 19 日，在光

山县组织了对《光山县寨河镇卫生院污染物达标排放治理方案》（报

告）的技术评审。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光山县生态环境分局等单

位的代表和受邀专家。会议成立了评审专家组，对项目情况进行了踏

勘，听取了建设单位对建项目工程情况的介绍，以及污染物达标排放

治理方案报告的详细汇报，经认真审查讨论，形成审查意见如下：

一、工程概况

光山县寨河镇卫生院始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现坐落于寨河镇街

道 14 号，主要承担寨河镇辖区范围内老百姓的医疗、预防、保健等

服务。目前光山县寨河镇卫生院存在无污水处理设施、医疗废水直排、

雨污合流等环境污染问题，为了整治卫生院医疗污水直排造成的水体

污染，降低威胁周边群众健康的卫生风险，光山县寨河镇卫生院拟建

设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对现有生活及医疗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

二、报告质量及修改要求

该项目报告编写较规范，工程分析较为具体详实，污染防治措施

基本可行，评价结论总体可信，通过以下修改完善后可上报。

1、校核污水处理量。应加强项目现有工程运行用水量的调查，

参考卫生院的未来发展规划，提出更准确地估算污水处理设施的规模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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