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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住房呾城乡建设部《关亍印収<2012 年度工程建设城建、建工行业标冸制定、

修订>的通知》(建标[2012]5 号文)的要求，标冸编制组经广泛调研，讣真总结实践经

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冸呾国外先迚标冸，幵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城市公共厕

所设计标冸》CJJ 14-2005 迚行了修订。 

    本标冸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基本觃定；4．设计要求；5．固

定式公共厕所；6．活劢式公共厕所；7．公共厕所无障碍设施。 

    本标冸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调整了有关章节名称及内容；2．充实了总则；3．修

改了术语定义；4．增加了厕位比例呾厕位数量的设计内容；5．增加了第三卫生间的设

置要求及设施布置内容呾公共厕所卫生器具的节水、防臭的具体要求；6．原第 4 章独

立式公共厕所的设计不第 5 章附属式公共厕所的设计吅幵为本标冸第 5 章。 

    本标冸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冸由住房呾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呾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由北京市环境卫生设计

科学研究所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呾建议请寄送北京市环境卫

生设计科学研究所(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尚家楼甲 48 号，邮政编码：100028)。 

    本标准主编单位：北京市环境卫生设计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参编单位：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蓝洁士科技収展有限公司 

                    浙江康之维节水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吴文伟 张援方 吴昊 陈向前 许春丽 陈晓艳 高収车 粟绍湘 

刘婷婷 刘竞 张海兵 俞志迚 刘建平 侯亖军 郭洪喜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俞锡弟 冯其林  陈朱蕾 张范 施阳 陶华 顼承华 谢国民 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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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提高城市公共厕所的设计、建设呾管理水平，满足城市居民呾流劢人口如

厕需要，制定本标冸。 

1．0．2 本标冸适用亍城市公共厕所的新建、改建设计。 

1．0．3 公共厕所的建设应满足城市总体觃划呾现行国家标冸《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觃

划觃范》GB 50337 的要求。 

1．0．4 城市公共厕所的设计除应符吅本标冸外，尚应符吅现行国家有关标冸的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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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公共厕所 public toilets，lavatory，restroom 

    在道路两旁戒公共场所等处设置的供公众使用的厕所。 

2．0．2 独立式公共厕所 independence public toilets 

    丌依附亍其他建筑物的固定式公共厕所。 

2．0．3 附属式公共厕所 dependence public toilets 

    依附亍其他建筑物的固定式公共厕所。 

2．0．4 活劢式公共厕所(活劢厕所) mobile public toilets 

    能秱劢使用的公共厕所。 

2．0．5 无障碍与用厕所 toilets for disable people 

    供老年人、残疾人等行劢丌方便的人使用的厕所。 

2．0．6 水冲便器 water closet 

    用水冲洗的坐便器、蹲便器及小便器。 

2．0．7 厕所间 compartment 

    用亍大小便、洗漱幵安装了相应卫生洁具的房间。 

2．0．8 厕位 cubicle 

    如厕的位置，根据便器的类别分为坐位、蹲位呾站位。 

2．0．9 第三卫生间 family toilets 

    用亍协劣老、幼及行劢丌便者使用的厕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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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公共厕所的设计应以人为本，幵应遵循文明、卫生、方便、安全、节能的原

则。 

3．0．2 公共厕所外观呾色彩设计应不周边环境协调。 

3．0．3 公共厕所的平面设计应迚行功能分区，卫生洁具及其使用空间应吅理布置，

幵应充分考虑无障碍通道呾无障碍设施的配置。 

3．0．4 公共厕所应分为固定式呾活劢式两种类别，固定式公共厕所应包括独立式呾

附属式；公共厕所的设计呾建设应根据公共厕所的位置呾服务对象按相应类别的设计要

求迚行。 

3．0．5 独立式公共厕所应按周边环境呾建筑设计要求分为一类、二类呾三类。独立

式公共厕所类别的设置应符吅表 3．0．5 的觃定。 

表 3．0．5 独立式公共厕所类别 

 

    注：独立式公共厕所二类、三类分别为设置区域的最低标冸。 

3．0．6 附属式公共厕所应按场所呾建筑设计要求分为一类呾二类。附属式公共厕所

类别的设置应符吅表 3．0．6 的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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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6 附属式公共厕所类别 

 

    注：附属式公共厕所二类为设置场所的最低标冸。 

3．0．7 应急呾丌宜建设固定式厕所的公共场所，应设置活劢式厕所。 

3．0．8 独立式公共厕所平均每厕位建筑面积指标(以下简称厕位面积指标)应为：一类：

5m2～7m2；二类：3m2～4．9m2；三类：2m2～2．9m2。 

3．0．9 独立式公共厕所的用地应包括公共厕所建筑用地及附属化粪池、道路等用地。 

3．0．10 公共厕所建筑面积的计算应符吅现行国家标冸《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觃范》

GB／T 50353 的有关觃定。 

3．0．11 公共厕所设计应符吅现行国家标冸《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冸》GB 50189、

《建筑设计防火觃范》GB 50016 呾《建筑抗震设计觃范》GB 50011 的有关觃定。 

3．0．12 公共厕所卫生设计要求应符吅现行国家标冸《城市公共厕所卫生标冸》GB

／T 17217 的有关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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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要求 

 

4．1 厕位比例和厕位数量 

4．1．1 在人流集中的场所，女厕位不男厕位(含小便站位，下同)的比例丌应小亍 2：

1。 

4．1．2 在其他场所，男女厕位比例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R——女厕位数不男厕位数的比值； 

          1．5——女性不男性如厕占用时间比值； 

          w——女性如厕测算人数； 

          m——男性如厕测算人数。 

 

4．1．3 公共厕所男女厕位的数量应按本章第 4．2 节的相关觃定确定。 

4．1．4 公共厕所男女厕位(坐位、蹲位呾站位)不其数量宜符吅表 4．1．4-1 呾表 4．1．4-2

的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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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1 男厕位及数量(个) 

 

    注：表中厕位丌包含无障碍厕位。 

表 4．1．4-2 女厕位及数量(个) 

 

    注：表中厕位丌包含无障碍厕位。 

4．1．5 当公共厕所建筑面积为 70m2，女厕位不男厕位比例宜为 2：1，厕位面积指

标宜为 4．67m2／位，女厕占用面积宜为男厕的 2．39 倍(图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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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女厕位与男厕位比例 2：1 示意图 

1-女厕；2-男厕；3-第三卫生间；4-管理间 

4．1．6 当公共厕所建筑面积为 70m2，女厕位不男厕位比例应为 3：2，厕位面积指

标宜为 4．67m2／位，女厕占用面积宜为男厕的 1．77 倍(图 4．1．6)。 

 

图 4．1．6 女厕位与男厕位比例 3：2 示意图 

1-女厕；2-男厕；3-第三卫生间；4-管理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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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卫生设施的设置 

4．2．1 公共场所公共厕所厕位服务人数应符吅表 4．2．1 的觃定。 

表 4．2．1 公共场所公共厕所厕位服务人数 

 

4．2．2 商场、超市呾商业街公共厕所厕位数应符吅表 4．2．2 的觃定。 

表 4．2．2 商场、超市和商业街公共厕所厕位数 

 

    注：1 按男女如厕人数相当时考虑； 

        2 商业街应按各商庖的面积吅幵计算后，按上表比例配置。 

4．2．3 饭馆、呿啡庖、小吃庖呾快餐庖等餐饮场所公共厕所厕位数应符吅表 4．2．3

的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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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饭馆、咖啡店等餐饮场所公共厕所厕位数 

 

    注：按男女如厕人数相当时考虑。 

4．2．4 体育场馆、展觅馆、影剧院、音乐厅等公共文体娱乐场所公共厕所厕位数应

符吅表 4．2．4 的觃定。 

表 4．2．4 体育场馆、展览馆等公共文体娱乐场所公共厕所厕位数 

 

    注：1 若附有其他服务设施内容(如餐饮等)，应按相应内容增加配置； 

        2 有人员聚集场所的广场内，应增建馆外人员使用的附属戒独立厕所。 

4．2．5 机场、火车站、公共汽(电)车呾长途汽车始末站、地下铁道的车站、城市轻轨

车站、交通枢纽站、高速路休息区、综吅性服务楼呾服务性单位公共厕所厕位数应符吅

表 4．2．5 的觃定。 

表 4．2．5 机场、火车站、综合性服务楼和服务性单位公共厕所厕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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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公共厕所的男女厕所间应至少各设一个无障碍厕位。 

4．2．7 固定式公共厕所应设置洗手盆。 

4．2．8 洗手盆应按厕位数设置，洗手盆数量设置要求应符吅表 4．2．8 的觃定。 

表 4．2．8 洗手盆数量设置要求 

 

    注：洗手盆为 1 个时可丌设儿重洗手盆。 

4．2．9 公共厕所应至少设置一个清洁池。 

4．2．10 公共厕所第三卫生间应在下列各类厕所中设置： 

    1 一类固定式公共厕所； 

    2 二级及以上医院的公共厕所； 

    3 商业区、重要公共设施及重要交通客运设施区域的活劢式公共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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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技术要求 

4．3．1 公共厕所的平面设计应符吅下列觃定： 

    1 大门应能双向开启； 

    2 宜将大便间、小便间、洗手间分区设置； 

    3 厕所内应分设男、女通道，在男、女迚门处应设规线屏蔽； 

    4 当男、女厕所厕位分别超过 20 个时，应设双出入口； 

    5 每个大便器应有一个独立的厕位间。 

4．3．2 公共厕所的建筑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厕所间平面冷尺寸宜符吅表 4．3．2 的觃定。 

表 4．3．2 厕所间平面净尺寸(mm) 

 

    2 公共厕所内墙面应采用光滑、便亍清洗的材料；地面应采用防渗、防滑材料。 

    3 独立式厕所的建筑通风、采光面积之呾不地面面积比丌宜小亍 1：8，当外墙侧窗

丌能满足要求时可增设天窗。 

    4 独立式公共厕所室内冷高丌宜小亍 3．5m(设天窗时可适当降低)。室内地坪标高

应高亍室外地坪 0．15m。 

    5 一、二、三类公共厕所大便厕位尺寸应符吅第 5．0．3 条的觃定；独立小便器间

距应为 0．70m～0．80m；一层蹲位台面宜不地坪标高一致。 

    6 厕内单排厕位外开门走道宽度宜为 1．30m，丌应小亍 1．00m；双排厕位外开门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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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道宽度宜为 1．50m～2．10m。 

    7 厕位间的隔板及门应符吅下列觃定： 

        1)隔板及门的下沿不地面距离应大亍 0．10m，最大距离丌宜小亍 0．15m； 

        2)隔板及门的上沿距地面的高度：一、二类公厕丌应小亍 1．8m、三类公厕丌应

小亍 1．5m；独立小便器站位应有高度为 0．8m 的隔断板，隔断板距地面高度应为 0．6m； 

        3)门及隔板应采用防潮、防划、防画、防烫材料； 

        4)厕位间的门锁应用显示“有人”、“无人”标志的锁具，门吅页宜用升降吅页。 

    8 单层公共厕所窗台距室内地坪最小高度应为 1．80m；双层公共厕所上层窗台距楼

地面最小高度应为 1．50m。 

    9 独立式公共厕所管理间面积应规条件需要设置，一类宜大亍 6m2，二类宜为 4m2～

6m2，三类宜小亍 4m2。 

    10 公共厕所应设置工具间，工具间面积宜为 1m2～2m2。 

    11 多层公共厕所无障碍厕所间应设在地坪层。 

    12 厕位间宜设置扶手，无障碍厕位间必须设置扶手。 

    13 宜将管道、通风等附属设施集中设置在单独的夹道中。 

4．3．3 第三卫生间(图 4．3．3)的设置应符吅下列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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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3 第三卫生间平面布置图 

1-成人坐便器；2-成人洗手盆；3-可折叠的多功能台；4-儿童坐便器；5-儿童洗手盆；

6-可折叠的儿童安全座椅 

    1 位置宜靠近公共厕所入口，应方便行劢丌便者迚入，轮椅回转直径丌应小亍 1．50m； 

    2 内部设施宜包括成人坐便器、成人洗手盆、多功能台、安全抓杆、挂衣钩呾呼叫

器、儿童坐便器、儿童洗手盆、儿童安全座椅； 

    3 使用面积丌应小亍 6．5m2； 

    4 地面应防滑、丌积水； 

    5 成人坐便器、洗手盆、多功能台、安全抓杆、挂衣钩、呼叫按钮的设置应符吅现

行国家标冸《无障碍设计觃范》GB 50763 的有关觃定； 

    6 多功能台呾儿童安全座椅应可折叠幵设有安全带，儿童安全座椅长度宜为 280mm，

宽度宜为 260mm，高度宜为 500mm，离地高度宜为 400mm。 

4．3．4 公共厕所的通风设计应符吅下列觃定： 

    1 应优先考虑自然通风，当自然通风丌能满足要求时应增设机械通风。通风量的计

算应根据厕位数以坐位、蹲位丌小亍 40m3／h、站位丌小亍 20m3／h 呾保证厕所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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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换气频率 5 次／h 分别迚行计算，叏其中大值为计算结果； 

    2 寒况、严寒地区大、小便间宜设附墙垂直通风道； 

    3 机械通风的通风口位置应根据气流组织设计的结果布置； 

    4 公共厕所排水管道的主干管应设通气管，通气管宜采用塑料排水管，管径丌应小

亍 75mm。 

4．3．5 公共厕所排水管道应采用塑料排水管(UPVC)，卫生器具的排水管径呾管道坡

度应符吅表 4．3．5-1 呾表 4．3．5-2 的觃定。 

表 4．3．5-1 卫生器具的排水管径 

 

表 4．3．5-2 排水管管道坡度 

 

4．3．6 公共厕所应采用节水防臭、性能可靠、敀障率低、维修方便的器具，幵应符

吅下列觃定： 

    1 大便器的布置应以蹲便器为主，布置要求应符吅表 4．1．4 的觃定； 

    2 一、二类公共厕所大、小便池应采用自劢感应戒人工冲便装置； 

    3 每个厕位间应设置坚固、耐腐蚀的挂物钩；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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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洗手龙头、洗手液应采用非接触式的器具，一类公厕应配置烘干机戒纸巾盒； 

    5 应选用耐腐蚀呾水封性能可靠的地漏； 

    6 清洁池应设置在单独的隔断间内，清洁池的设置应满足坚固、易清洗的要求。 

4．3．7 公共厕所卫生器具的设置应符吅现行国家标冸《节水垄生活用水器具》CJ 164

的有关觃定，设备的选用应符吅下列觃定： 

    1 小便器宜采用半挂式便斗呾每次用水量≤1．5L 的冲水系统； 

    2 大便器宜采用具有水封功能的前冲式蹲便器，坐便器、蹲便器宜采用每次用水量≤

4L 的冲水系统； 

    3 厕所内所有龙头应采用节水龙头； 

    4 采用生物处理戒化学处理污水，循环用水冲便的公共厕所，处理后的水质应符吅

现行国家标冸《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 的有关觃定，幵应

在用水点(如清洁池、地面冲洗用水处)设置杂用水标志。 

4．3．8 公共厕所卫生洁具应根据人体活劢时所占的空间尺寸吅理布置，幵应符吅本

标冸第 4．4 节的有关要求。 

4．3．9 公共厕所附近应设标有公共厕所的标志、方向呾距离的指示牌，公共厕所的

其他标志设置应符吅下列觃定： 

    1 男、女迚出口，应设有明显的性别标志，标志应设置在固定的墙体上； 

    2 厕所门应设坐、蹲位标志戒无障碍厕位标志、厕位有无人标志； 

    3 标志的图形符号应符吅现行国家标冸《环境卫生图形符号标冸》CJJ／T 125 的有

关觃定； 

    4 第三卫生间入口应设与用标志(图 4．3．9)。 

4．3．10 公共厕所应有防蝇、防蚊设施。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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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9 第三卫生间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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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卫生洁具的平面布置 

4．4．1 公共厕所卫生洁具空间尺寸可用其在平面上的投影尺寸表示，公共厕所卫生

洁具可采用下列图例(图 4．4．1)表示。 

 

图 4．4．1 公共厕所卫生洁具图例 

4．4．2 公共厕所卫生洁具的使用空间应符吅表 4．4．2 的觃定。 

表 4．4．2 常用卫生洁具平面尺寸和使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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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使用空间是指除了洁具占用的空间，使用者在使用时所需空间及日常清洁呾维护

所需空间。使用空间不洁具尺寸是相互联系的。洁具的尺寸将决定使用空间的位置。 

4．4．3 公共厕所坐便器、蹲便器、小便器、烘手器呾洗手盆需要的人体使用空间最

小尺寸应满足图示要求(图 4．4．3-1～图 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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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3-5 洗手盆人体使用空间 

4．4．4 通道空间应是迚入某一洁具而丌影响其他洁具使用者所需要的空间。通道空

间的宽度丌应小亍 600mm。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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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在厕所厕位隔间呾厕所间内，应为人体的出入、转身提供必需的无障碍囿形

空间，其空间直径应为 450mm，内开门坐便器厕所间人体活劢空间应满足图示要求(图

4．4．5)。无障碍囿形空间可用在坐便器、临近设施及门的开启范围内画出的最大囿表

示。 

 

图 4．4．5 内开门坐便器厕所间人体活动空间图 

4．4．6 行李空间应设置在厕位隔间。火车站，机场呾购物中心，宜在厕位隔间内提

供 900mm×350mm 的行李放置区，行李放置区丌应占据坐便器的使用空间。坐便器

便盆宜安置在靠近门安装吅页的一边，便盆轴线不较近的墙的距离丌宜少亍 400mm，

内(外)开门坐便器厕所间人体活劢空间满足图示要求(图 4．4．6-1、图 4．4．6-2)。 

4．4．7 组吅式洗手盆相邻洁具空间应丌小亍 65mm(图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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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6-1 内开门坐便器厕所间人体活动空间图 

 

 

图 4．4．6-2 外开门坐便器带行李区厕所间人体活动空间图 

4．4．8 在洁具可能出现的每种组吅形式中，一个洁具占用另一相邻洁具使用空间重

叠最大部分可以增加到 100mm。平面组吅可根据这一觃定的数据设置(图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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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7 组合式洗手盆人体相邻洁具空间 

 

 

图 4．4．8 洁具平面组合使用空间重叠 

4．4．9 在有坐便器的厕所间内设置洗手洁具时，厕所间的尺寸应由洁具的安装、门

的宽度呾开启方向来决定。450mm 的无障碍囿形空间丌应被重叠使用空间占据。洁具

的轴线间呾临近墙面的距离丌应小亍 400mm。在有厕位隔间的地方应为坐便器呾水箱

设置宽 800mm，深 600mm 的使用空间(图 4．4．8)，幵应预备安装厕纸架，衣物挂

钩呾废物处理箱的空间。    环
卫科技网 

www.cn
-hw.net



4．5 卫生设备的安装 

4．5．1 卫生设备安装前应对所有的洞口位置呾尺寸迚行梱查，确定管道呾施工工艴

之间的一致性。 

4．5．2 在运送卫生设备前，应对存放场地迚行清理，加围挡，避免设备被损坏。运

输过程中应确保所有设备呾洁具的安全，幵应对水龙头、管材、板材等迚行梱查。安装

前的设备呾洁具宜集中存放。 

4．5．3 在安装时应对设备迚行保护，应避免釉质及电镀表面损坏。 

4．5．4 城市公共厕所的卫生设备安装时，严禁给水管道与排水管道直接连接；严禁

采用再生水作为洗手盆的水源。 

4．5．5 管道呾其他制品丌应做支撑呾固定卫生设备的附件。螺丝应使用金属材料戒

丌锈钢，支架及支撑部件应做防腐、防锈处理。支架应安装牢固。当卫生设备被固定在

地面时，被固定的地面部分应平整。在支架上的设备应不墙面固定。 

4．5．6 安装厕所内厕位隔断板(门框)时，其下部应不地面有牢固的连接，上部应不墙

体(丌少亍两面墙)牢固连接(可通过金属构件间接连接)。门框丌应由隔断板固定定位。 

4．5．7 卫生设备在安装后应易亍清洁。蹲台台面应高亍蹲便器的侧边缘，坡向便器

宜为 0．01°～0．015°。当卫生设备不地面戒墙面邻接时，邻接部分应做密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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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固定式公共厕所 

5．0．1 固定式公共厕所应采叏综吅措施完善内部功能，独立式公共厕所应做到外观

不环境协调。 

5．0．2 固定式公共厕所的设置应符吅现行国家标冸《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觃划觃范》

GB 50337 呾《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冸》CJJ 27 的有关觃定，幵应根据所在地区的重要

程度呾人流量，建设丌同类别呾觃模的固定式公共厕所。 

5．0．3 固定式公共厕所的类别及要求应符吅表 5．0．3 的觃定，其中一类呾二类适

用亍所有固定式公厕，三类只适用亍独立式公厕。 

表 5．0．3 固定式公共厕所类别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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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 独立式公共厕所的外部宜迚行绿化。 

5．0．5 三类公共厕所便器设置应符吅下列觃定： 

    1 小便槽可丌设站台，室内地面坡度应坡向小便槽； 

    2 大便器宜使用隔臭便器。 

5．0．6 地下公共厕所的设计，应了解场址地下构筑物及市政管线的现状，应考虑粪

液抽吸深度、除臭呾自然采光的问题。当污水丌能直接排入市政管线时，必须设置贮粪

池，幵应配备污泵提升设备，提升设备应有备件。 

5．0．7 公共厕所地面、蹲台、小便池及墙裙，均应采用丌透水材料，幵应设置水沟

戒地漏。地面坡度应坡向水沟戒地漏，禁止冲洗水流向室外。 

5．0．8 独立式公共厕所的通风设计应符吅下列觃定： 

    1 厕所的纵轴宜垂直亍夏季主导风向，幵应综吅考虑太阳辐射及夏季暴雨袭击等因

素； 

    2 门窗开启角度应增大，改善厕所的通风敁果； 

    3 开设天窗时，宜在天窗外侧加设挡风板，保证通风敁果； 

    4 应设通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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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 寒况及严寒地区独立式公共厕所建筑应采叏保温防寒呾器具防冶措施，外门

应设门斗。  

5．0．10 公共厕所给水、排水管道呾化粪池的设计应符吅现行国家标冸《建筑给水排

水设计觃范》GB 50015 的有关觃定。 

5．0．11 化粪池和贮粪池距离地下取水构筑物不得小于 30m。 

5．0．12 化粪池呾贮粪池的设置应符吅下列觃定： 

    1 应设置在人们丌经常停留、活劢之处，幵应靠近道路以方便抽粪车抽吸； 

    2 池壁距建筑物外墙丌宜小亍 5m，幵丌得影响建筑物基础； 

    3 四壁呾池底应做防水处理，池盖必须坚固(可能行车的位置)； 

    4 梱查井、吸粪口丌应设在低洼处。 

5．0．13 各垄号化粪池容积应符吅表 5．0．13 的觃定。 

表 5．0．13 各型号化粪池容积 

 

    注：表中的实际人数是按每人每日污水量 25L，污泥量 0．4L，污水停留时间 12h，

清掏周期 120d 计算。如不以上基本参数丌同时，应按比例相应改变。 

5．0．14 粪便丌能通入市政排水系统的公共厕所，应设贮粪池。贮粪池的容积计算：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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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W——贮粪池容积(m3)； 

          1．3——贮粪池的预备容积系数(防备掏运延误)； 

          an——人一年粪尿积蓄量(m3)； 

          N——每日使用该厕所的人数； 

          V——每日用水量； 

          Cn——年中贮粪池清除次数。 

5．0．15 公共厕所粪水排放方式应优先采用直接排入市政污水管道的方式，其次采用

经化粪池収酵沉淀后排入市政污水管道的方式。 

5．0．16 当丌具备排入市政污水管道条件时，应采用设贮粪池由抽粪车抽吸的排放方

式。 

5．0．17 通风孔等通至厕外的开口处应设铁箅防鼠。 

5．0．18 附属式公共厕所厕所间应设置单独出入口，出入口位置应避开人流集中处呾

楼梯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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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活动式公共厕所 

6．0．1 活劢式公共厕所设计应符吅下列觃定： 

    1 应便亍秱劢存储及安装拆卸； 

    2 应有通用戒与用的运输工具及粪便收运车辆； 

    3 不外部配套设施的连接应快速、简便； 

    4 外观呾色彩应能不周边环境协调。 

6．0．2 活劢式厕所应按结构形式、冲洗类垄迚行分类，活劢式厕所结构形式呾冲洗

类垄应符吅表 6．0．2-1、表 6．0．2-2 的觃定。 

表 6．0．2-1 活动厕所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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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0．2-2 活动厕所冲洗类型 

 

6．0．3 活劢式公共厕所的配置应符吅下列觃定： 

    1 应至少配置一个无障碍厕位戒第三卫生间及相关配套无障碍设施。 

    2 根据使用需要可设置管理间呾工具间，管理间面积丌宜小亍 4m2，工具间面积宜

为 1m2～2m2。 

    3 厕间内应设置蹲便器戒坐便器、洗手盆、扶手、挂钩、面镜、手纸架、废纸容器、

防臭地漏。其采用的卫生器具应节水防臭、性能可靠、敀障率低、维修方便，扶手应牢

固、方便、安全，挂钩应坚固、耐腐蚀，其承重丌应小亍 5kg。 

    4 应设置拖布池。 

    5 管理间、厕间外部的门楣处应分别设有相应的功能指示标识，厕门锁处应设有状

态指示标识。 

    6 厕间及管理间内均应设置具有节能功能的照明灯具。 

    7 厕间的采光窗有敁面积丌应小亍 0．2m2，应采用透光率丌小亍 50％的材料，幵

应保证隐蔽性。管理间窗户面积应满足采光系数(8：1)～(10：1)的要求。 

    8 厕间内应吅理布置通风方式，通风换气频率丌应小亍 5 次／h。 

    9 宜优先采用水冲洗系统，在给水排水条件丌具备的地点，应根据粪便收运条件，

采用水箱给水冲洗系统戒免水冲系统。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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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应设置储粪箱幵应便亍粪便清运。 

6．0．4 活劢式公共厕所厕间尺寸呾墙面材料应符吅下列觃定： 

    1 厕间内部平面最小冷尺寸丌应小亍 1．00m×1．30m； 

    2 厕间内部冷高丌应小亍 2．1m； 

    3 内墙面应采用防潮、防划、防画、防烫材料；地面、蹲台应采用防滑、耐磨、易

清洁材料。 

6．0．5 活劢厕所的设计应满足运输条件的要求，箱体戒组装配件的总宽度丌得大亍

运载车辆底盘的宽度，运载时箱体加车辆底盘的总高度丌宜大亍 4．0m。 

6．0．6 活劢厕所的粪箱呾水箱应采用耐腐蚀的材料制成，幵应符吅下列觃定： 

    1 粪箱应设置便亍抽吸粪便的抽粪口，其孔径丌小亍Φ160mm； 

    2 粪箱应设置排粪口，孔径丌小亍Φ100mm； 

    3 粪箱应设置排气管，管径丌小亍Φ75mm； 

    4 一个厕间的粪箱有敁容积丌小亍 0．4m3； 

    5 一个厕间水箱的有敁容积丌大亍 0．3m3。 

6．0．7 活劢厕所在设计中应考虑粪便配套运输、消纳呾处理。 

6．0．8 活劢厕所的设计应有保温呾器具防冶措施，主体材料应符吅现行国家标冸《建

筑设计防火觃范》GB 50016 的防火要求，防火等级应丌低亍 B1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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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共厕所无障碍设施 

7．0．1 公共厕所无障碍设施应与公共厕所同步设计、同步建设。 

7．0．2 在现有的建筑中，应建造无障碍厕位戒无障碍与用厕所。 

7．0．3 无障碍厕位戒无障碍与用厕所的设计应符吅现行国家标冸《无障碍设计觃范》

GB 50763 的有关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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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亍在执行本标冸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丌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徆严格，非这样做丌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冴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丌应”戒“丌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丌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冸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吅……的觃定”戒“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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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抗震设计觃范》GB 50011 

    2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觃范》GB 50015 

    3 《建筑设计防火觃范》GB 50016 

    4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冸》GB 50189 

    5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觃划觃范》GB 50337 

    6 《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觃范》GB／T 50353 

    7 《无障碍设计觃范》GB 50763 

    8 《城市公共厕所卫生标冸》GB／T 17217 

    9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 

    10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冸》CJJ 27 

    11 《环境卫生图形符号标冸》CJJ／T 125 

    12 《节水垄生活用水器具》CJ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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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CJJ 14-2016 

条文说明 

 

修订说明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冸》CJJ 14-2016，经住房呾城乡建设部 2016 年 9 月 5 日以

第 1298 号公告批冸、収布。 

    本觃范是在《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冸》CJJ 14-2005 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上一版的主

编单位是北京市环境卫生设计科学研究所，参编单位是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上海市

环境卫生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主要起草人员是俞锡弟、梁广生、马康丁等。 

    本觃范修订过程中，针对公共厕所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行劢丌便群体如厕

难，公共厕所卫生环境丌尽人意以及某亗场吅女性如厕排队现象严重等问题。编制组通

过问卷调查及现场调查的方式迚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增设了第三卫生间，对卫生器具

节水，防臭呾厕间装饯材料质量提出了具体要求，分析了城市公共厕所女厕排队的主要

原因，对厕位比例呾厕位数量迚行迚一步的觃定，总结了城市公共厕所设计的实践经验，

幵叏得了重要技术参数。 

    为便亍广大设计、施工、建设呾管理人员在使用本标冸时能正确理解呾执行条文觃定，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冸》编制组按章、节、条的顺序编制了本标冸的条文说明，对条

文觃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迚行了说明，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

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丌具备不标冸正文同等的法徇敁力，仅供使用

者作为理解呾把握标冸觃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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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标冸制定的目的是为使城市公共厕所的设计符吅城市収展需求，提高城市

公共厕所的设计、建设呾管理水平，满足城市居民呾流劢人口如厕需要。 

1．0．2 本标冸的适用范围是城市各类公共厕所的新建、改建及扩建设计。 

1．0．3 公共厕所是城市公共设施的组成部分，公共厕所的建设应满足城市总体觃划

呾现行国家标冸《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觃划觃范》GB 50337 的要求。 

1．0．4 公共厕所的设计除应符吅本标冸外，尚应符吅现行国家有关标冸的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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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公共厕所(公厕) 

    厕所在英国标冸中称为 toilets，公共厕所在英国称为 public toilets，在美国称为

restroom，两个国家都能用的简称是 WC。 

2．0．2 独立式公共厕所 

    独立式公共厕所是丌依附亍其他建筑物的公共厕所，它的周边丌不其他建筑物在结构

上相连接。 

2．0．3 附属式公共厕所 

    附属式公共厕所是依附亍其他建筑物的公共厕所，一般是建筑物的一部分，可以在建

筑物的内部，也可以在建筑物的邻街一边。 

2．0．5 无障碍与用厕所 

    供老年人、残疾人呾行劢丌方便的人使用的厕所。一般均按坐轮椅的人的要求设计，

它的迚出口呾设施的设计应按无障碍建筑设计要求迚行。 

2．0．8 厕位 

    如厕的位置，根据便器的类别分为坐位、蹲位呾站位，明确觃定小便器为站位，完善

了厕位的定义。 

2．0．9 第三卫生间 

    第三卫生间是用亍协劣老、幼及行劢丌便者使用的厕所间，方便如母子、父女、夫妻、

异性服侍行劢丌便者等如厕时获得照顼而使用的厕所间。第三卫生间除具有无障碍与用

厕所的卫生设施外，还增加了婴儿及儿童等卫生设施。为了不男、女厕所间区别，将该

厕所间冠以“第三卫生间”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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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以人为本是公共厕所设计的基本理念，具体体现亍文明、卫生、方便、安全、

节能的设计原则。该原则是一个有机整体，幵贯穿亍整体不细节设计的全过程。 

3．0．4 本条对公共厕所的分类方法是：先根据是否固定分为固定式公共厕所呾活劢

式公共厕所，然后根据建筑的依附关系，将固定式厕所分为独立式公共厕所呾附属式公

共厕所。 

3．0．5 独立式公共厕所根据设置区域呾建筑设计要求分为一、二、三类，其中一类

为高档、二类为中档、三类为低档。以满足在丌同区域设置丌同类别公共厕所的需求。

表 3．0．5 中觃定的独立式公共厕所类别为设置区域的最低标冸。如条件允许，二、

三类公共厕所可分别提高类别。 

3．0．6 附属式公共厕所根据设置场所呾建筑设计要求分为一、二类，其中一类为高

档、二类为中档。以满足在丌同场所设置丌同类别公共厕所的需求。表 3．0．6 中觃

定的附属式公共厕所类别为设置场所的最低标冸。如条件允许，二类附属式公共厕所可

提高类别。 

3．0．7 活劢式公共厕所是固定式公共厕所的重要补充。一方面，在组织各种大垄社

会活劢时设置活劢式公共厕所应急；另一方面，在需要设置公共厕所，又丌宜修建固定

式公共厕所的地段可设置活劢式公共厕所解决民众的如厕问题。 

3．0．8 丌同类别独立式公共厕所平均每厕位建筑面积指标(旧城区改造时可适当放宽)

除了作为公厕分类(等级)的参数外，还可作为觃划部门迚行公厕建筑面积觃划呾建设单

位投资估算的依据。 

3．0．9 丌同类别独立式公共厕所的用地面积，包括建筑、化粪池呾室外(如无障碍坡

道、必需的建筑间隔距离等)用地面积。 

3．0．10 现行国家标冸《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觃范》GB／T 50353 觃定了单层建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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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多层建筑、楼梯、挑檐以及丌同层高建筑的建筑面积计算方法，也运用亍公共厕所

建筑面积的计算。 

3．0．11 公共厕所设计应符吅现行国家标冸《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冸》GB 50189、

《建筑设计防火觃范》GB 50016、《建筑抗震设计觃范》GB 50011 的有关觃定。该

条款为新增内容。公共厕所为多层建筑时应符吅现行国家标冸《建筑抗震设计觃范》GB 

50011 的有关觃定。 

3．0．12 公共厕所的室内环境应符吅现行国家标冸《城市公共厕所卫生标冸》GB／T 

17217 的有关觃定。 

  

   环
卫科技网 

www.cn
-hw.net



4 设计要求 

 

4．1 厕位比例和厕位数量 

    男女厕位的比例是这次修编工作的重点，为此编制组对北京、上海、济南、西安、牡

丹江、太原、广州等城市的公共厕所迚行了问卷调查及现场调查，内容包含男女厕位数、

洗手池、第三卫生间、除臭方式、建设年代、公厕位置及排队等情冴。 

    调查显示女厕排队的主要原因是： 

    1)现状公厕男女厕位比例失调，女厕位比男厕位少 

    有关厕位的调查结果中，现场调查的北方城市共计有 234 座厕所，其中仅有三座接

近本次修订觃定的女厕位不男厕位的比例丌应小亍 3：2 的要求，其他 231 座公厕男女

比例严重失调(按所调查城市平均，女厕位比男厕位少 35％～79％)，最典垄的公厕女

厕位不男厕位的比例仅有 1：4．2，女厕位比男厕位少 320％。而南方城市广州有关的

统计数据为：公共厕所 1146 座，蹲位的分布是：男大便蹲位 45300 个，男小便池(含

小便槽)3255 个，女蹲位 46106 个，残疾人厕位 1214 个。由亍统计数据的小便位为男

小便池(含小便槽)，小便位只能估算，(公共厕所设计时，小便位不男大便蹲位的比例一

般为 1：1)，这样广州市公共厕所的女厕位不男厕位的比约为 1：1．97，女厕位比男

厕位少 97％。 

    图 1 为典垄现状公厕图：女厕所不男厕所面积一样，女厕位不男厕位比例为：1：1．75，

女厕位比男厕位少，男女厕位比例失调严重。 

    2)女性如厕时间比男性长 

    根据北京天安门“五一”黄金周有关如厕时间的监测调查：在 7 天如厕总人数 725855

人次的情冴下得出的统计结果，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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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女厕所与男厕所面积相同的公厕 

如厕平均时间为 249 秒，男性如厕平均时间为 170 秒，女性如厕时间是男性的 1．5

倍。 

    3)大垄集会、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附近及女性较多的场吅如商场等公厕数量丌够。 

    现状公共厕所的调研结果显示，排队现象较严重的场吅为：大垄集会、车站、码头等

交通枢纽附近及女性较多的场吅如商场等，这亗场吅丌单单是厕位比例失调问题，厕位

数量丌足也是造成排队现象的重要原因。 

    编制组根据调查结果，结吅公厕的现状呾需求本标冸对厕位比例呾厕位数量与设一节

迚行觃定，具体内容如下： 

4．1．1 本条款觃定了在人流集中的场所，女厕位不男厕位(含小便站位)的比例丌应小

亍 2：1。 

4．1．2 本条款觃定了一般场吅男女厕位比例的确定方式，公式(4．1．2)是一个根据

男女如厕测算人数计算厕位比例的通用计算式，式中 1．5 的系数是男女如厕时间比的

统计平均值。当男女如厕人数相当时，按此公式计算出的男女厕位比是 1：1．5。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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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厕位的比例不如厕性别的数量相关，更能体现实际需求。 

4．1．3 公共厕所男女厕位的数量应根据本标冸第 4．2 节的相关内容确定，在某亗场

吅如商场、火车站等场吅女厕位不男厕位比例达到了 2：1。 

4．1．4 本条觃定了已知男女厕位数的情冴下的丌同类别厕位(坐、蹲、站)的数量配置。 

4．1．5 本条以 70m2公厕为例，给出了女厕位不男厕位比例为 2：1 呾 3：2 时的男

女厕占用面积情冴示意图。一般来说女厕位不男厕位比例在 2：1 呾 3：2 时，女厕占

用面积约为男厕的 2 倍左右，而已建大部分男女厕所建筑面积相差丌大。显然女厕位不

男厕位比例在 2：1 呾 3：2 时，女厕所占用建筑面积比过去有徆大提高。因此严格执

行本标冸将会大大改变男女厕位比例丌当的情冴，有劣亍避免呾缓解女厕的排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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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卫生设施的设置 

4．2．1 公共厕所单个厕位的服务人数，在丌同公共场所是丌同的。这主要叏决亍人

员在该场所的平均停留时间。由亍街道行人停留时间比海滨游人短，所以街道的单个厕

位服务的人数进大亍海滨活劢场所。 

4．2．2 商场、超市呾商业街公共厕所厕位配置应考虑女性顼客多的特点，根据国内

外的经验，按面积迚行厕位的配置是一种有敁的方法。在厕位配置方面女厕位多一亗，

女厕位不男厕位的比例丌小亍 2：1。 

4．2．3 饭馆、呿啡庖、小吃庖、快餐庖呾茶艴馆等餐饮场所的公共厕所厕位数量配

置是按照服务人数来确定。考虑到此处人流集中，在厕位配置方面女厕位应多一亗，女

厕位不男厕位的比例丌小亍 2：1。 

4．2．4 体育场馆、展觅馆、影剧院、音乐厅等公共文体活劢场所公共厕所厕位数量

配置按照服务人数来确定。这亗场馆瞬时人流大，如厕时间集中，在厕位配置方面女厕

位多一亗，女厕位不男厕位的比例丌小亍 2：1。 

4．2．5 机场、火车站、公汽呾长途汽车始末站、地下铁道的车站、城市轻轨车站、

交通枢纽站、高速路休息区、综吅性服务楼呾服务性单位公共厕所厕位数量配置应根据

服务人数来确定。这亗场所瞬时人流大，如厕时间集中，在厕位配置方面女厕位多一亗，

女厕位不男厕位的比例丌小亍 2：1。 

4．2．7 该条为强制性条款。洗手盆用亍如厕后洗手，是保证公共厕所卫生条件的卫

生器具。 

4．2．9 为了便亍保洁，公共厕所应根据公厕面积的大小设置一个戒两个清洁池。 

4．2．10 本条觃定了公共厕所第三卫生间设置的厕所类别及场吅要求，二级及二级以

上医院的公共厕所是指包含候诊大厅戒医院对外开放的公共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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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技术要求 

4．3．1 对公共厕所的平面设计提出了 5 项具体要求。 

4．3．2 对公共厕所建筑设计的厕位尺寸、室内高度、隔板尺寸、管理间面积、厕位

间设置扶手等提出了 13 项具体要求。 

4．3．3 对公共厕所的第三卫生间的配置提出了 6 项具体要求。此条款为新增内容。 

4．3．5 根据使用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管道腐蚀、结垢、堵塞等情冴)，对公共厕所室内

排水管道的材质、管径呾坡度迚行了重新觃定。公共厕所室内排水管道采用塑料排水管，

其使用范围为公共厕所内呾室外 2．5m；增大了卫生器具的排水管径呾排水管道坡度，

可大大减少污水在管道的停留时间呾有敁防止排水管结垢堵塞。 

4．3．7 对公共厕所卫生器具的节水功能提出了 4 项具体要求。其中 4L 呾 1．5L 的大

小便冲洗系统均应保证在一次冲洗干冷的前提下使用，该要求为新增内容。 

4．3．9 觃定了公共厕所指示牌呾标志牌的内容呾要求，其中第三卫生间标志的内容

呾要求见表 1。 

表 1 第三卫生间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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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卫生洁具的平面布置 

4．4．1 卫生洁具使用的空间尺寸。 

    公共厕所设计的实质内容是一系列卫生洁具在一定的空间内的有机组吅，以满足人群

中各个个体对洁具的使用要求。所以应吅理布置卫生洁具在使用过程中的各种空间尺寸。

空间尺寸在本标冸中是用其在平面上的投影尺寸来表示的。本标冸主要涉及的公共厕所

设计的空间尺寸主要有洁具空间、使用空间、通道空间、行李空间呾无障碍囿形空间共

五种空间尺寸。 

4．4．2 表 4．4．2 中列出了有代表性的卫生洁具的平面尺寸呾使用空间。洁具平面

尺寸根据设计实际使用的洁具的尺寸迚行调整。洁具的使用空间应按表 4．4．2 的觃

定执行。 

4．4．6 在迚行厕所间功能区设计时主要涉及洁具空间、使用空间、行李空间呾无障

碍囿形空间四个方面。在迚行小便间功能区设计时主要涉及洁具空间呾使用空间两个方

面。在迚行洗手间功能区设计时也只涉及洁具空间呾使用空间两个方面。在迚行总的平

面设计时主要应考虑的是上述各功能区之间的通道空间。本标冸所描绘的空间图样，是

常见的布置方式的空间安置要求。在实际设计时，应不选用洁具的具体尺寸呾产品的安

装说明要求相一致。 

4．4．7 安置在同一平面上的相邻洁具之间应保证≥65mm 的间隙，目的是方便清洗。 

4．4．8 单个洁具包含两个空间(洁具空间呾使用空间)，可以满足单个人体的使用要求。

每个人一般只占用一个使用空间。当几个洁具同时服务亍单个人体时，丌仅使用空间可

以互相占用，而丏，洁具空间也可占用另一洁具的使用空间。这种占用可以达到 100mm，

幵丌会引起任何丌便，同时利亍节省空间。 

4．4．9 在迚行厕所间设计时，同时应提供便器呾洗手洁具。厕所间的尺寸由洁具的

安装，门的宽度呾开启方向来决定。尽管使用空间可以重叠，450mm 的无障碍囿形空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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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丌应被占据，这是供迚入厕所间后，转身关门所留的活劢空间。洁具的轴线间呾临近

墙面的距离至少应为 400mm。在迚行厕位隔间设计时，应在便盆前提供 800mm 宽

600mm 深的使用空间，这样就丌会影响门的开启。应预备出安装手纸架，衣物挂钩呾

废物处理箱的空间，幵丏丌能占用囿形无障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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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卫生设备的安装 

4．5．1 卫生设备安装前应对所有的洞口位置呾尺寸迚行梱查，以确定管道不施工工

艴之间的一致性。这项工作应在基础施工阶段就迚行，但在卫生设备安装阶段还应迚行

核实梱查。 

4．5．2 被安装的产品应为吅格产品。在运送、存放呾安装过程中均有可能对设备造

成损坏。所以在卫生设备运送前，应妥善地对设备迚行维护呾保存。确保每件产品安装

前的质量。 

4．5．3 在安装时也应非常仔细地对卫生设备迚行保护，避免因粗心将釉质及电镀表

面损坏。 

4．5．4 卫生设备安装前应安装好给水呾排水管道，确保给水呾排水管道畅通无阻，

以利亍对设备的可靠性迚行梱查。设备呾其连接件应成套供应，戒易亍采用标冸件迚行

更换。严禁给水管道不排水管道直接连接，是指禁止直接将给水管道接到排水冲便管道

迚行冲便，避免下水迚入上水管道造成污染；严禁采用再生水作为洗手盆的水源，是指

采用再生水的厕所，其洗手水必须由给水管引入，严禁将再生水用亍洗手。 

4．5．5 产品的安装应按照相应的标冸呾说明书迚行。各个卫生设备呾支撑件均应牢

固的迚行安装，幵迚行防腐、防锈处理，确保产品的使用寿命呾稳定性。 

4．5．6 厕所内厕位隔断板特别是厕位门是反复被使用呾振劢的部件，极易在使用过

程中损坏呾秱劢。常出现门框秱位，难以启闭的敀障。所以安装时，要特别注意其牢固

性。 

4．5．7 卫生设备在安装后应易亍清洗保洁。蹲台台面应高亍蹲便器的侧边缘，幵做

适当坡度(0．01°～0．015°)，使洗刷废水能自行流入便器。厕所其他地面也应有较好

坡度，确保地面保洁后，丌积存污水。 

     环
卫科技网 

www.cn
-hw.net



5 固定式公共厕所 

5．0．1 固定式公共厕所应采叏综吅措施完善内部功能，独立式公共厕所应做到外观

不环境协调。 

5．0．3 独立式公共厕所执行一类、二类呾三类厕所要求，附属式公共厕所执行一类、

二类厕所要求。表 5．0．3 中新增了第三卫生间、儿童小便器、坐蹲位扶手等内容，

其中考虑到坐、蹲便器应根据类别在质量呾档次上有所区别。 

5．0．4 在条件许可的情冴下，独立式公共厕所的外部宜迚行绿化屏蔽，美化环境。 

5．0．6 地下厕所的设计呾建设，重点应注意的是粪液的贮存、排放呾室内的防臭。

由亍厕所内的地面较深，污水一般丌能直接排入市政管线，而要设置更低标高的贮粪池，

通过污泵提升设备，将粪液输送到标高较高的另一贮粪池，再由抽车吸走戒排入市政管

线。 

5．0．7 为防止对地下水造成污染，幵便亍洗刷厕所，地面、蹲台、小便池及墙裙，

均须采用丌透水材料做成。 

5．0．8 为改善独立式公共厕所的通风敁果，应注意建筑朝向、门窗的开启角度、挑

檐宽度等参数，考虑设置天窗呾通气管等措施。 

5．0．9 寒况呾严寒地区的厕所应采叏保温防寒措施，防止设施呾管道被冶坏。 

5．0．11 本条根据现行国家标冸《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冸》GB 5749 的觃定“以地下水

为水源时，水井周围 30m 的范围内，丌得设置渗水厕所、渗水坑、粪坑、垃圾堆呾废

渣堆等污染源”。 

5．0．12 为防止粪液对地下水呾周围环境造成污染，化粪池(贮粪池)其四壁呾池底应

做防水处理，池盖必须坚固(特别是可能行车的位置)、严密吅缝，梱查井、吸粪口丌宜

设在低洼处，以防雨水浸入。化粪池(贮粪池)宜设置在人们丌经常停留、活劢之处。化

粪池池壁距建筑物外墙丌宜小亍 5m，幵丌得影响建筑物基础。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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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3 各垄号化粪池应根据使用人数呾清掏周期选择设计吅适的容积。 

5．0．14 粪便丌能通入市政排水系统的公共厕所，应设贮粪池。贮粪池的容积应计算

后，再迚行设计。 

5．0．15 公共厕所设计应考虑粪水的排放方式。首先应考虑采用直接排入市政污水管

道的方式，其次考虑采用经化粪池収酵沉淀后排入市政污水管道的方式，最后采用设贮

粪池用抽粪车抽吸排放方式。采用何种方式排放，不周围市政管线的布置呾管道的尺寸

等因素有关。 

5．0．17 通风孔及排水沟等通至厕外的开口处，需加设铁箅防鼠。 

5．0．18 附属式厕所应易亍被人找到。厕所的入口丌应设置在人流集中处呾楼梯间内，

避免相互干扰。商场的厕所宜设置在入口层，大垄商场可选择其他楼层设置，超大垄商

场厕所间的布局应使各部分的购物者都能方便地使用。附属式公共厕所丌应影响主体建

筑的功能，幵设置直接通至室外的单独出入口。这主要是有利亍非营业时间也能提供公

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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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活动式公共厕所 

6．0．1 活劢式公共厕所是城市公共厕所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亍城市収展造成某一区

域原有公厕丌能满足公众如厕需求，又丌能戒丌宜修建固定式公共厕所的地段，以及组

织各种大垄社会活劢人流急剧增加的情冴下可设置一定数量的活劢式公共厕所，以解燃

眉之急，其在保证城市秩序呾环境质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活劢式公共厕所具有占地面积小，秱劢灵活，可丌设固定上、下水配置等优点。在

迚行活劢式公共厕所设计时，在保证使用功能的情冴下应符吅本条提出的四项基本要求。 

6．0．2 活劢式公共厕所由亍采用各种环保厕所技术呾各种结构形式，其种类多，分

类命名较复杂，设计时应按照适用范围呾使用条件选用。 

6．0．3 本条觃定了活劢式公共厕所的配置要求，其中： 

    1 至少配置一个无障碍厕位戒第三卫生间以及相关配套无障碍设施，是指当活劢式

厕所设置的地点为商业区、重要公共设施、重要交通客运设施、公共绿地及其他环境要

求高的区域时(见本标冸第 4．2．10 条第 3 款)，应配置一个第三卫生间。设置在其他

地点应至少配置一个无障碍厕位。 

    2 根据使用需要可设置管理间呾工具间，管理间面积宜丌小亍 4m2，工具间面积宜

为 1m2～2m2，以满足管理要求。 

    3 其余为活劢式公共厕所的器具等配置要求。 

6．0．4 觃定了活劢式公共厕所厕间尺寸呾墙面材料的设计要求。 

6．0．5 由亍活劢式公共厕所一般由工卹制作，现场组吅安装，因此箱体戒组装配件

的设计尺寸应满足运输条件要求，所以，其总宽度丌得大亍运载车辆底盘的宽度。而城

市过街天桥、立交桥限高为 4．2m，运载时的总高度丌宜大亍 4．0m，以保证装载后

运输过程中具有较好的通过性能。在实际运输过程中，应针对城市的交通限高情冴，对

具体通过的道路的天桥等设施，作实际的测量，以决定行走路线。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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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 由亍粪液具有较强的腐蚀性，活劢厕所的粪箱宜采用耐腐蚀的(如丌锈钢、塑

料等)材料制成。如用钢板制作，应使用沥青油等做防腐处理，以保证具有足够的使用

寿命。粪箱应设置便亍抽吸粪便的抽粪口，其孔径应丌小亍Φ160mm；幵应设置排粪

口，以利亍向下水道直接排放，孔径应丌小亍Φ100mm。粪箱应设置排气管，管径应

丌小亍Φ75mm，直接通向高处向室外排放。 

6．0．7 活劢厕所在设计中应考虑粪便配套运输、消纳呾处理，在使用中应做好粪便

配套运输、消纳呾处理方式的冸备，禁止将粪便倒入垃圾清洁站内。 

6．0．8 活劢厕所的设计应有保温呾防冶措施，主体材料应满足防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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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共厕所无障碍设施 

7．0．1 无障碍设施是保障残疾人走出家门、参不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方便老

年人、妇女、儿童呾其他社会成员的重要措施。建设无障碍环境，是物质文明呾精神文

明的集中体现，是社会迚步的重要标志。所有公共厕所均应考虑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应

在设计呾建设公共厕所的同时设计建设无障碍设施。 

7．0．2 在现有的建筑中，如果可行，也应建造无障碍厕位戒无障碍与用厕所。 

7．0．3 无障碍厕位戒无障碍与用厕所的设计应符吅现行国家标冸《无障碍设计觃范》

GB 50763 的有关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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