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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危害废水处理技术
与设备的优化选择研究
■ 王冠军

谢思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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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调查研究和欧美考察情况，
对国内外生物危害废水处理技术与设备进行了全面介绍，
并就具有生物危害的生物安全实验室
实验废水、疫苗和生物制品生产废水的处理技术与设备优化选择，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A study of biohazard wastewater treatment technology and facility selection/WANG Guanjun, XIE Siyao//Chinese
Hospitals.-2006,10(1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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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实验室的很重要一点是它的高危险

苗和生物制品生产风险更大。对此，国

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卫生、农牧、 性，必须同时提供对人员、实验过程以

外 ［１，２］ 及国家标准《实验室生物安全通

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都已经建设或计

及环境的保护。
生物安全实验室主要依

用要求》
（ＧＢ １９４８９ — ２００４）和《生

划建设生物安全实验室。目前已建成

据病原微生物危害程度和采取的安全防

物 安 全 实 验 室 建 筑 技 术 规 范 》（ Ｇ Ｂ

的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已达 ３ ０ 多家，

护水平进行分级（见表 １）。

５０３４６－２００４）都明确要求“三级、四

００３ 年 ＳＡＲＳ 爆发流行以来，不少

而且还有大量在建或拟建项目，高等

实验或生产中，必然产生含大量

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半污染区和污染区

级的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也已开始建

细菌、病毒、毒素等病原微生物和其他

的排水，应通过专门的管道收集至独

设；另一方面，疫苗和生物制品发展迅

未知危害的生物因子的废水（简称生

立的装置中进行消毒灭菌处理”
。

速，生产企业逐渐增多。

物危害废水），此类废水若直接排入市

１ 国内外生物危害废水处理
考察情况

生物安全实验室是以生物安全为

政排水管网或自然环境，将危害公共

核心的生物安全防护系统，
是进行涉及

卫生、环境安全与人群健康，引起疾病

具有传染或潜在传染性生物因子实验活

的感染和爆发流行。所以必须进行无

动的场所，主要应用于微生物学、生物

害化处理后方可排放。事实上，三、四

医学、动物实验、基因重组和生物制品

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由于其实验对象

遍展开，中国 ＣＤＣ 在昌平的集中建设，

等相关的实验。
这类实验室有别于其他

具有某种未知性和不确定性，相比疫

其对环境的影响，尤其是污水排放问

Ｓ Ａ Ｒ Ｓ 之后，Ｃ Ｄ Ｃ 建设在全国普

表１ 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分级
分级
一级
二级

危害程度
低个体危害，低群体危害
中等个体危害，有限群体危害

三级

高个体危害，低群体危害

四级

高个体危害，高群体危害

处理对象
对人体、动植物或环境危害较低，不具有对健康成人、动植物致病的致病因子。
对人体、
动植物或环境具有中等危害或具有潜在危险的致病因子，
对健康成人、
动植物和环境
不会造成严重危害。有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
对人体、
动植物或环境具有高度危险性，
通过直接接触或气溶胶使人传染上严重的甚至是致命
疾病，或对动植物和环境具有高度危害的致病因子。通常有预防和治疗措施。
对人体、动植物或环境具有高度危险性，通过气溶胶途径传播或传播途径不明，或未知的、高
度危险的致病因子。没有预防和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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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北京市领导和当地干群很是担心，

消毒灭菌，与此同时，中国 Ｃ Ｄ Ｃ 和武

专业处理公司，这些专业公司，大多数

此事引起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指

汉病毒研究所等单位对其建设的三、

是根据业主或咨询公司提出的性能要

示要采用先进技术与控制措施，确保

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废水处理高度重

求，将相关领域的技术、设备引入，并

污水安全排放，万无一失。

视，并着手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

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相应的专业化热

设备。

处理设备，其主要特点是：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受中国 ＣＤＣ
的委托，我们着手开始对 Ｃ Ｄ Ｃ 及生物

事实上，对于现在新建的生物安

（１）设备均采用不锈钢。如与废水

安全实验室污废水处理技术与设备进

全实验室，无论从用水量还是用水点

直接接触的采用 ３１６Ｌ，非接触部分采

行了调研与论证，并于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２７

来说，都较我国以往的实验室多，传统

用 ３０４Ｌ。

日在中国 Ｃ Ｄ Ｃ 四层会议室，组织召开

的方法要经常换收集桶很不方便，加

（２ ）灭菌温度和时间可在一定范

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期工程实

上收集桶不是封闭的，倘若泄漏，将污

围内自行调节设定。灭菌温度一般采

验废水处理系统论证会。

染整个实验室，对于人员及其实验物

用 １２１℃１ 小时或 １３４℃３０ 分钟，根据

会议先后听取了关于实验废水处

品造成污染和危害，实验室的安全系

需要也可调节至１５０℃。

理项目背景、防治思路、技术路线等情

数大大降低。而采用化学药剂法和向

（３ ）控制系统先进、操作简单可

况的说明，关于水质排放标准确定情

贮罐直接通蒸汽蒸煮的方法，尚处于

视。目前欧美此类设备的控制系统基

况的说明及美国、法国、西班牙、德国

手工操作水平，安全可靠性不高，且存

本上均采用西门子控制系统，有单个

等相关专业公司对实验废水处理技术

在二次污染和一定的安全隐患。从掌

罐的监测与控制，也有总的集中监测

方案的介绍。会议对水质排放标准进

握的情况来看，国内外差距较大，针对

与控制，还有远程监测与控制。

行了论证，并根据到会公司提供的资

具有或潜在具有生物危害废水的高温

料和介绍，从技术、设备、成本、需求

消毒灭菌技术与设备国内还是空白。

满足程度等方面进行了评议，初步认

（４）冷却系统各有特色。如夹套式
冷却、后置冷却装置及自然冷却等。
（５）加热方式以套筒式加热为主，

为西班牙和法国的加热处理技术基本

１．２ 欧美生物安全实验室废水处理

盘管式也有应用。套筒式：壁较厚，清

符合实验废水预处理技术路线，建议

技术与设备考察情况

洗方便，对水质要求较宽，已使用 １００

进一步深入了解和考察。

１ ． ２ ． １ 普遍采用物理高温加热灭菌。

多年，较为经典；盘管式：壁薄，效率

为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

对生物危害废水进行消毒灭菌过去常

高，但人工清洗不便，水质差时可能穿

门组成了由生物安全专家、污水处理

采用投加消毒剂的方法，由于一些病

孔，不如套筒式安全。

专家及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考察团，

菌抗药性的增强及一些不明情况的病

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至 ７ 月 ５ 日赴法国

菌的不断出现，使得化学法消毒灭菌

和西班牙进行了实地考察。另一方面，

的安全可靠性逐渐降低，加上化学法

为全面了解当前国外相关技术设备，

操作麻烦，易造成二次污染和影响后

又组织了有关专家与领导，于 ２００６ 年

续的生化处理工艺进程，在国外，已逐

１月５日至１６日赴美国进行了生物安全

步被物理加热法所替代，事实上，加热

了事故、检修时的应急处理措施。

实验废水处理技术与设备的考察。

法消毒灭菌是欧美等国相关标准规范

１．２．３ 集中收集、批次处理为主流，连

明确要求的作法，相应的废水热处理

续式适应大水量、分散就地处理为补

１．１ 我国目前生物安全实验室废水

设备业已专业化、系列化，热源也不局

充。目前，欧美生物危害废水基本上都

处理情况调查

（６）热源：蒸汽、电或重油等其他
燃料。
（７）运行方式：序批式（间歇、分
批处理）、连续式。
（８）事故与应急：均或多或少考虑

限于蒸汽加热，如电加热，闪蒸式蒸汽

通过管道收集汇流后，集中处理灭菌，

ＳＡＲＳ 之前，我国三级生物安全实

加热等，其发展趋势是提高温度，增加

处理过程基本上采用序批式处理。与

验室数量很少，四级是空白，其废水处

安全可靠性，确保环境安全和人群健

此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实际需要，

理一般均采取先一起收集于污水桶内， 康的同时，减少能量消耗，简化工艺，

针对疫苗和生物制品生产需要，法国

然后与其他实验物品一起放入高压灭

便于运行维护。

和芬兰开发出了适合大水量的盘管式

菌锅内消毒灭菌进而排放。ＳＡＲＳ 之后

１．２．２ 设备安全可靠，专业化、自动化

连续式废水灭菌系统；针对个别生物

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普遍展开，但其

水平高。欧美卫生、农业、军事研究机

安全实验室用水点数目少，用水点过

产生的生物危害废水处理未得到应有

构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废水处理逐步趋

于分散的情况，德国研究开发出了与

重视，据调查，大多采用向贮罐投加化

于专业化，根据考察和收集整理的信

用水器具整合在一起的冲洗废水灭菌

学药剂或直接通蒸汽蒸煮的方法进行

息与资料，目前欧美等国都有相应的

器。但在美国考察期间，我们见到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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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司介绍的情况来看，美国新建

相对较差，且对环境可能造成二次污

盆和热水；通过冷却夹套快速冷却废

设的三级、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均采

染。

水，使出水温度降到 ６５℃后排放。

用蒸汽加热、序批式处理，即便水量很
大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２．２ 生物危害废水热处理设备
２．２．１ 序批式废水热处理设备。物理

２ 生物危害废水处理技术与
设备的优化选择

高温加热灭菌（热源可根据需要采用
蒸汽、电或重油），将生物安全实验室
排放的含有病源性微生物的废水在消

２．１ 生物危害废水处理常用的技术

毒灭活罐内加热到 １５０℃，罐内的压力

方法

保持在 ５Ｂａｒ，并保持 ２０～３０ 分钟（可

生物危害废水处理常用的技术方

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可保证完全

法，是物理处理法中的热力消毒灭菌

将废水中的病源性微生物灭活，废水

和化学处理法中的化学药剂消毒灭菌。 经冷却后排放。系统的工作方式为序
热力消毒灭菌法就是通过处理设

图３ 废水灭菌器

批式，冷却方式为夹套式。

备的加热使废水温度升高，达到或超

２．３ 生物危害废水热处理设备选用

过某些有害微生物存活温度的最高极

需考虑主要因素

限，从而杀死它们，以确保排出废水的

生物危害废水选用的热处理设备，

安全。其原理是高温对微生物具有明

应安全可靠，技术先进、自动化程度

显的致死作用，用高温处理微生物时，

高，环保卫生，便于运行维护管理，具

可对菌体蛋白质、核酸、酶系统等产生

体来说应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直接破坏作用，热力可使蛋白质中的

２．３．１ 温度：温度是保证彻底消灭各

氢键破坏使之变性和凝固，使双股

图１ 序批式废水热处理设备

种病毒、病原体最关键因素。温度一般

Ｄ Ｎ Ａ 分开为单股，受热而活化的核酸

２．２．２ 连续式废水热处理设备。
物理高

采用 １ ２ １℃，１ ３ ４℃等，由于现在已发

酶使单股的 ＤＮＡ 断裂，导致菌体死亡。

温加热灭菌，
采用单管连续加热保温方

现耐热达到此温度的病菌，故新近发

化学药剂消毒灭菌法比较传统，

式对生物实验废水进行高温处理，
温度

展的热处理技术设备温度已能达到

就是利用各种化学药剂对废水中的有

可达１５０℃或更高，额定温度为１３４℃，

１５０℃或更高。

害微生物进行杀菌消毒处理，目前常

保持 １８ 分钟（或更长）
。然后流经单管

灭菌温度对微生物的热死作用服

用的消毒工艺有臭氧消毒、氯消毒、次

道热交换器与待处理废水进行热量交

从湿热学的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速率定律，
即灭

氯酸钠消毒、二氧化氯消毒、甲醛消

换，以降低已处理废水温度，同时预热

菌的反应速率常数 ｋ 可表示为

毒、碱消毒等，每种方法各有千秋，灭

待处理废水温度（可达到１００℃）。

ｋ ＝ Ａ ｅｘｐ（－ Δ Ｅ／ＲＴ）

活效果也各不相同。在选择消毒剂时

式中 Ｔ ——绝对温度，Ｋ

应考虑，杀灭病原体的效果、控制和监

Ｒ ——气体常数，８．３１４Ｊ／（ｍｏｌ·

测的难易、剩余消毒剂的有无、对水质

Ｋ）

感官性状的影响、消毒剂及其副产物

Δ Ｅ ——活化能，活化能的变化取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预防和消除的可

决于微生物死亡过程蛋白质的不可逆

能性以及经济和技术上的可行性等方

转反应的性质，一般Δ Ｅ 为 ２ ５ ０ ～

面的因素。

２９０ｋＪ／ｍｏｌ。

热力消毒灭菌具有效果可靠、性
能稳定、对自然环境无污染、操作使用

Ａ ——系数。
图２ 连续式废水热处理设备

２．３．２ 接触时间：一定的接触时间，是

方便且易于控制的优点，而化学药剂

２．２．３ 废水灭菌器。冲洗废水灭菌器， 消毒灭菌效果的重要保证，接触时间

消毒灭菌，种类多、选择面大、初投资

用于安全实验室 Ｐ３／Ｐ４ 的废水加热消

可根据需要调整，是技术设备先进性

省、投加方便，但消毒灭菌效果受微生

毒，采用电加热，在温度为 １３４℃条件

的标志之一。

物种类、数量、浓度、作用时间、温度、

下连续消毒 １０ 分钟，有效容积，６０Ｌ；

理论上讲，如果要灭菌到使残留

酸碱度等因素影响较大，安全可靠性

触屏式控制；完全洗手站，配有不锈钢

微生物趋近于 ０，则灭菌时间必须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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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穷大，彻底灭菌几乎是不可能的， ２．４ 生物危害废水处理技术与设备
在实际应用时，通常以微生物数目降

的优化选择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选择，而序批式热处理设备在运行费
用、设备占地与空间需求方面已显出

低一个数量级的对数所需时间表示灭

综合国内外相关信息资料，结合

不足。另一方面，对于安全等级相当于

菌的程度，以 Ｄ 值表示。也就是，Ｄ 值

我们对欧美生物危害废水处理技术与

一级、二级或产生的生物危害可预知

为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杀灭微生物

设备的考察情况，考虑到国情和我国

的疫苗和生物制品生产废水，也可采

或孢子达到原先数量的９０％（亦即降低

的水质特点，一般来说，一、二级生物

用化学消毒处理技术与设备。

到原先数量的１／１０）所需的时间。

安全实验室产生的废水，可参考传染

３ 结语

一般要求达到灭菌的程度，以微

病医院污水来处理。而三级、四级生物

生物数目降低６个数量级或达到１０ 级

安全实验室产生的废水及疫苗和生物

为准，即微生物残留的概率为百万分

制品生产废水，可结合安全等级、水

生物安全实验室实验废水、疫苗

之一，因此灭菌时间的 Ｆ 值可以 ６Ｄ 表

量、水质、用水点分布、排放条件及上

和生物制品生产废水，是含有致病微

示。依次类推，Ｆ 值可用下式表示：

述提及的选用需考虑的相关因素，作

生物和未知生物因子的生物危害废水，

如下优化选择：

严重威胁着环境安全和人群健康，必

２．４．１ 一级、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废

须进行无害化处理，达到国家相关标

２．３．３ 绝密性与环保：设备不能有任

水。一级、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废水，

准后方可排放。但此类废水的无害化

何泄漏，不能造成二次污染，以确保环

采用化学消毒处理技术与设备。部分

处理技术与设备，国内外差距很大。目

境安全和人群健康。这主要体现在热

特殊动物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废水，

前，欧美等国已有专业化的高温消毒

－６

Ｆ＝ｎＤ （注：式中 ｎ 为灭菌过程中
微生物数目降低的数量级）

反应器不锈钢罐体和冷却或换热系统， 也可根据需求选用废水热处理技术与

灭菌技术与设备来处理此类生物危害

不渗、不窜，不因腐蚀而混水（杜绝未

设备。

废水，而国内目前还是空白。

灭菌的废水与经消毒灭菌后的废水或

２．４．２ 三级、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废

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实际需求，

冷却水相互污染），另一方面不但处理

水。三级、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废水采

当前迫切需要整合相关方面的资源，

废水，且对系统可能有或产生的有害

用热处理技术与设备。考虑到生物安

积极消化吸收序批式废水热处理技术

气体也进行安全可靠的消毒灭菌，确

全实验室废水水量相对较小，排放周

与设备和冲洗废水灭菌器，加强产学

保排放的气体安全、无害。

期不定、间断性强，排放水量也无规律

研的联合，尽快研究开发出适合我国

２．３．４ 冷却方式：由于废水被加热，必

性等实际情况，序批式热处理设备是

水质特点和实际需求的专业化废水热

须冷却到一定温度以下才能排放。冷

当前国外生物安全实验室的主流。

处理设备。而连续式废水热处理技术

却方式可以是与设备集成在一起的快

根据考察和美国公司的介绍，目

与设备，应在引进消化的同时，着力解

速夹套式冷却方法，也可采用在后继

前美国新建的三级、四级生物安全实

决其在压力和高温下，对固体类物质

工艺环节中设置专门的冷却循环装置， 验室，不论水量大小，均采用序批式处

处理不可靠的问题，及针对我国水质

还可根据实际采用其他方式。

理技术与设备，热源多为蒸汽。另一方

特点的技术工艺改进和防垢、防堵问

２．３．５ 运行维护和管理方面：设备自

面，对于用水点分散，且数量少的生物

题。

动化程度要高，且应具有手动功能，设

安全实验废水，采用在用水点就地就

总的来说，序批式废水热处理技

备要操作简单和便于维修。

近安装废水灭菌器应是一种安全可靠

术与设备（含冲洗废水灭菌器）是生物

２．３．６ 事故与应急：当系统发生故障

与经济适用的选择。再者，对于水质较

安全实验室废水处理的理想选择，而

或维修时，应有确保安全的措施和完

好、水量较大且固体污染物不多的生

连续式废水热处理技术与设备是疫苗

善的安全报警体系。

物安全实验室废水处理，连续式热处

和生物制品生产废水处理的最佳选择，

２．３．７ 固体物质和化学物质影响：废

理设备也可根据需要进行选用。事实

二者都有广阔的应用发展前景。

水进入收集、反应罐时，对固体物质应

上连续式热处理设备，欧洲已有使用

有相应的预处理措施，且应考虑废水

实例；加拿大也使用过，但新的实验室

中的固体物质和化学物质在压力和高

已不再使用。

温下的变化和影响。

２．４．３ 疫苗和生物制品生产废水。疫

２．３．８ 冗余设计：系统采用一贮两罐

苗和生物制品生产废水由于水量相对

（一个收集罐，两个加热罐，一用一备）

较大，排水周期相对固定，且排水均

还是一贮一罐或其它措施。

匀，连续式热处理设备是一种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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