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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adequate 

consideration of the sanitary environment of refuge in the 

planning of refuge places in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toilets in refuge places in Japan, 

sorts out its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implementation 

policy, and summarizes its innovative technology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s a country with a high aging 

population, Japan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needs of vulnerable groups when constructing 

toilet facilities in shelter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und 

health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mechanism in shelters, a 

people-orient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ncept and a 

sound logistics support system, the toilet operation problems in 

shelter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is paper hopes to 

provide some advanced experi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mergency shelters in an aging society by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research on the most important facilities and toilets in 

Japanese shel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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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我国在避难场所规划时对避难卫生环境考虑不

足的问题，对日本避难场所中厕所的建设技术进行研究，梳

理其管理机制和实施方针，总结其创新技术和实现流程。日

本作为高老龄化国家，在进行避难场所中厕所设施建设时尤

其关注弱势群体的生理和精神健康需求，通过建设健全的避

难场所卫生管理和维护机制、以人为本的科技理念和完善的

后勤支援系统，使得避难场所内的厕所运营问题得到不断改

善。本文希望通过借鉴日本避难场所内最重要的设施厕所问

题的研究，为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的避难应急设施建设提供

一些先进经验。 

关键词—老龄化；日本；避难场所规划；应急厕所建设 

I. 引言 

日本作为灾害高发国和人口老龄化国家，对城市应
急避难设施的建设相当重视，尤其是对避难场所内的灾
害厕所的建设[1~3]。在 2011 年的东日本大地震中，老
年人占受害者的大多数，据说残疾人受害者比例与受影

响人口的比例相比翻了一番[4~5]。对于需要特殊考虑的
人群，例如老年人和残疾人，由于被迫长期居住在一个
生活环境得不到良好维护的避难所，时长因为厕所不卫
生而感到不愉快，而且犹豫要不要使用厕所，就会使得
避难者忍耐排泄，控制水分和食品摄取，导致避难者中
营养状态的恶化和脱水症状，并引起静脉血栓栓塞症(经
济舱综合症)等疾病的发生。与此同时，发灾害发生时，
应急厕所并不一定马上送到避难所，与避难者人数相
比，厕所的个数可能会不足，东日本大地震发生数日
内，各应急避难场所内的厕所排泄物堆积如山，处于恶
劣的卫生状态的地方也不少[6~7]。 

对于身体状况不达标的弱势群体，是在避难所的生
活需要特别考虑的人。具体而言，老年人，残疾人，孕
妇，婴儿，病人等需要在避难所生活中需要特别考虑的
人，这些人群是直接导致避难场所是否能正常运营的关
键，因此，研究避难场所内应急厕所正常运营的课题是
极其重要的[8~11]。在考虑配设支援水、食物等的同
时，与“生命线(电气、自来水、煤气、下水道等)”一
样重要的，作为受灾者“支撑生命的社会基础服务”之
一的应急厕所，有必要确保厕所内设备的维护、运转的
正常等[12~16]。 

本文通过对 2015 年兵库县“生活质量”改进研究委
员会提出的“庇护所厕所措施指南”进行研究[17~18]，
希望总结日本关于避难场所内应急厕所的建设技术经
验，为我国老龄化背景下的避难场所内卫生设施建设提
供一些借鉴与思考。 

II. 日本避难场所内应急厕所建设技术流程 

A. 灾时应急厕所设置技术 

为了满足避难需求，日本对传统的日式厕所进行了
改造，在市町村内，以净化槽、粪便处理、下水道为主
要运营中心，以防灾科和保健科为组织机构在平时就讨
论灾时厕所使用对策，把“向避难者提供清洁的厕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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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作为跨部门信息共享、对应体制，具体改造过程如
图 1 所示。

 

图 1. 避难场所内应急厕所运转示意图 

Figure1 Map of emergency toilet operation in shelter 

 

由图 1 可知：步骤 1 中的日式厕所存在使用不方
便、运营不高效的缺陷。经过步骤 2 到步骤 3 的改造，
日式厕所逐渐转换成西式厕所，不仅能够满足老年人和
残疾人的避难需求，也保障了厕所供水、清洁和维护一
体化的运营模式，即使无供电、无供水也能正常运转，
保障避难环境的卫生。与此同时，需要相关人员协商如
何判断灾难期间冲水马桶的使用情况及使用方法、使用
规则和注意事项、清洁和维护方法以及保证厕所清洁所
需的清洁用品等。 

B. 厕所配置注意事项 

在厕所运营和管理时，日本在积极采纳残疾人和女
性的意见基础上，考虑到了厕所的设置场所的安全性和
对防盗对策的研究，确保厕所的配置满足各类人群的需
求，总结了应该考虑的事项和应对机制，如表 1 所示。 

表 1. 厕所管理时需考虑事项及应对机制 

Table 1 Considerations and response mechanisms of the toilet management 

考虑人群及事项 应对机制 

安全性 
①在不阴暗的地方设置；②夜间照明设置在单间室内；③通往厕所的路径；④室外厕所的上屋

要坚固；⑤厕所的固定、防止跌倒；⑥单间可锁；⑦设置防盗蜂鸣器；⑧设置栏杆防止跌倒 

卫生及舒适性 
①准备厕所专用的鞋(仅限室内)；②确保洗手用水；③准备洗手用的湿巾；④准备消毒液；⑤

除臭剂准备防虫剂；⑥暑热实施严寒、雨、风、雪对策；⑦准备厕所的扫除用具 

妇女和儿童 

①厕所分为男性用、女性用；②准备生理用品处理用的垃圾箱；③设置放镜子和行李的架子和

钩子；④和孩子一起放入玩具设置排位；⑤设置尿布换尿布空间；⑥为等待使用厕所的队列设

置遮眼罩 

老年人和残疾人 
①保护西式小便器；②安装在方便的地方；③确保流向浴室的流水线；④消除厕所的水平差

异；⑤在福利避难场所设置厕所；⑥确保助手能进入厕所 

外国人 准备外语通知（如何使用厕所、洗手方法、消毒方法等） 

其他 ①建立多功能厕所；②提供更换假肛门和假体膀胱支架的空间；③为婴儿准备辅助马桶座 

C. 厕所配置标准 

根据日本历史灾害事件经验和联合国厕所配置标
准，按照以下原则配置：①灾难发生时，每 50 名撤离人
员中就有 1 人有如厕需求；②之后，当疏散时间延长
时，每 20 人约 1 人有如厕需求；③厕所的平均使用次数
是每天 5 次，最好提前制定一个计划方针。其中，厕所
数量是设施内的私人厕所数量（使用西式厕所的便携式

厕所）和灾难厕所数量总和，另外，撤离人员中需要确
保的无障碍厕所不包括在内。 

但这些只是指导方针，疏散中心的厕所数量根据实
际难民的情况和受害程度的不同会有所不同。因此，在
每个避难场所内，重要的是要主义厕所的等待时间，并
确保适合于撤离人员（包括男性和女性）的厕所数量和
储存能力[19]。具体配置标准可结合表 2 进行估算。 

表 2. 估计灾害情况下的厕所数量 

Table 2 Estimated number of toilets in disaster situations 

标准来源 厕所数量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 UNHCR )表示的紧急情况下的数量标准 

根据情况选择：①方案一：1 个家庭 1 座；②方案二：每 20 人 1

座；③每 100 人一个单元室或一个排泄区 

 公共场所和设施 厕所数量（短期） 厕所数量（长期） 

基于 sphier

项目的大致

标准※ 

市场 每 50 个摊位 1 座 每 20 个摊位 1 座 

医院，医疗中心 
20 张床或每 50 个 

门诊病人中就有一座 

10 张床或每 20 个门诊病人中

就有 1 个座 

午餐中心 
每 50 名成人 1 座 

每 20 个孩子 1 座 

每 20 名成人 1 座 

每 10 个孩子 1 座 

接受/临时留守 每 50 人中有 1 座；女性与男性的比例为 3：1 

THA 
每 30 个女孩一座 

每 60 名男子 1 座 

每 30 个女孩 1 座；每 60 名男

子 1 座 

学校  每 20 名工作人员一座 

※(资料来源)Sphere 项目人道宪章和人道主义措施的最低标准(201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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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厕所卫生管理措施 

由于避难所的厕所供很多人使用，因此需要比平时
更注意卫生方面。维持清洁的环境，可以抑制病毒感染
等二次健康损害，厕所的卫生管理直接关系到避难者的
生命，所以跟饮用水和食物一样，应该从避难所开设时
就着手考虑。具体厕所卫生管理策略包括：①为了让每
个人都能舒适地使用厕所，一个避难场所内的管理系
统，要能够充分发挥女性同胞的领导能力；②为了预防
感染症，要确保有足够的洗手水；③体育馆等室内的厕
所要准备专用的鞋子；④使用便袋时，要彻底遵循污秽
物处理的方法，并确保污秽物的安放地点；⑤最好尽可
能地选择不会被雨水淋湿的地方；⑥如果出现感染症患

者，也要考虑设立专门的厕所；⑦在避难者中，安排厕
所的负责人和打扫值日人员；⑧借助志愿者等支援者的
力量，维持卫生的厕所环境；⑨对卫生管理所需的设备
进行标识。 

为了使在灾害时能够考虑到卫生方面的持续清扫、
迅速确定出最低限度的必备品等，在平时就应当储备
好，同时，对于厕所使用方法、洗手方法、清扫方法等
的示例，也需要预先准备好。 

表 3 为日本避难场所中必要备用品的例子[20]，其

中◎表示应该优先准备的物品，○表示需要准备物品。 

表 3. 应急策略内必备物品类别 

Table 3 Types of essential items in the emergency strategy 

分类 准备物品 

必需品 ◎卫生纸（首选乙烯基包装）；◎生理卫浴产品；◎纸质分拣盒/卫生箱（如果是纸板制

成，则需要采取保护措施以防止水从地板表面流出） 

健康 ◎手洗水和肥皂（如果有洗手水）；◎湿纸巾（不用手洗）；◎手部消毒酒精（不用手

洗）；○纸巾（手洗） 

清洁人员专用 ◎橡胶手套（一次性）；◎口罩(一次性)；○厕所清洁工作服 

清扫用具 

(容器中标明内容和

使用场所) 

◎扫除清洁水（用于清洁和消毒）；◎厕所清洁专用桶（消毒水用，拖把清洗用）；◎

制作消毒水用的氯系漂白剂(厨房用的也可以)；◎塑料袋（用于垃圾袋，用于携带清洁

工具）；◎厕所清洁扫帚和除尘器；◎刷子(地板用、便器用)；○厕所用洗涤剂（灾害厕

所用中性洗涤剂）；○拖把；○纸巾（用于清洁） 

厕所相关备用品等 ◎厕所专用鞋（仅限室内厕所）；◎公布厕所的使用规则；◎除臭剂；◎消毒垫（室内

和下鞋之间的界限）；○污物用塑料袋、污物除臭剂；○厕所用驱虫剂 

III. 日本避难场所内应急厕所管控策略 

A. 卫生间类型配置对策 

如何配置受灾时避难所的厕所，除了根据生命线的
状况和避难场所位置以外，还需根据灾害发生后需避难

的天数、使用者的情况、避难所的设施条件等进行配
置。日本按照不同的避难需求设置的了对应的处理措
施，如表 4 所示。 

表 4. 厕所的组合类型(发生大规模地震时避难所的情况) 

Table 4  Types of toilet combination(shelter in the event of a massive earthquake) 

避难所状况 可用厕所的示例 

灾难发生后 3 天：自来水中断，下水

道流通也处于瘫痪状态 

使用已设的单间厕所(座便器)、便携式厕所、简易厕所(组装式) 

①由于震灾时避难人数很多，总之要确保大便器的数量； 

②满足避难者避难 3 天使用的储备便袋； 

③使用完的纸袋，存放在体育馆里的屋檐下。 

灾难发生 1 周后：自来水断水中，污

水处理厂损坏，但下水道厕所已获得

使用许可，可从邻近市町配调数辆真

空车。 

除上述厕所外，还需配置人孔厕所、一个临时厕所（组装型） 

①从设置临时厕所便槽的容量、使用人数来换算使用时间； 

②当避难场所的沙井厕所可以使用时，使用沙井厕所家庭避难人员数

量增加。 

灾难发生 2 周后：流通恢复，临时厕

所送到。上水道局部修复，但此时避

难所仍处于断水中，确保屎尿处理机

制的完善。 

除上述厕所外，配置更多的临时厕所 

①由于我们已经获得临时厕所，减少了使用的便携式厕所的数量； 

②安装了户外灯，但下雨天没有伞的话不能上厕所很不方便。 

灾难发生 1 个月后：上水道、下水道

的修复完成，可以全面使用。 

①据此，因为可以使用水洗厕所，所以简易厕所全部撤去，但是，因

为避难者很多，临时厕所继续使用； 

②由于上下水道已经修复，在家避难者不再来避难所上厕所，临时厕

所的数量也大幅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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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厕所、简易厕所、临时厕所、人孔厕所以及

在灾害时使用的其他厕所将在下文中称为“灾难厕所”

[20]。各类灾害的厕所配置情况，如表 5 所示。 

表 5. 随时间推移厕所组合类型的变化 

Table 5  Changes of toilet combination types over time 

灾害厕所的类型 灾难约为 3 天 灾难约为 2 周 灾难约为 1 个月 灾难大于等于 3 个月 

便携式厕所 ★ ○ ○  

简单的厕所 ★ ○ ○  

临时厕所（组装式） ○ ★ ★  

临时厕所   ★ ★ 

人孔厕所 ○ ★ ★ ★ 

汽车厕所  ○ ○ ○ 

自助式厕所  ○ ○ ○ 

★主要使用○辅助使用

B. 制定灾时厕所安全管理计划 

根据每个疏散中心的损坏情况假设，选择灾害厕
所。在灾害发生前制定“灾时厕所安全管理计划”，并
结合库存和配送情况等，确保所需的厕所数量，可参考
“灾时厕所的必要数量计算表”进行换算，具体用法如
下。 

a) 避难场所被破损坏情况假定 

• 假设的灾难类型: 选择每个避难所预期的灾难类
型，如果预计会发生多种灾难，按照灾难的破
坏性严重程度进行考虑。 

• Lifeline 伤害假设: 上水道和污水处理设施功能
中断的天数，以某一方较长时间不能使用水洗
厕所的天数进行假设。①上水道功能中断日数
假设，如果不能使用供水，则不能使用抽水马
桶，向水道管理部门确认每次灾害所设想的功
能中断天数；②污水处理设施功能性故障天数
假设，污水处理设施有两种主要类型，一个是
集体处理类型如污水和社区排水集合处理型，
另一个是合并化粪池和单个化粪池的单独处理
型。确认使用哪种方法后，检查每个负责部门
每次灾难预期的功能故障天数，并输入天数。
③确认最大避难人数，按照设想的灾害种类和
受灾情况来填写。④灾害发生时使用抽水马桶
的规则，具体假设具体设想地震、海啸、大
雨、涨潮导致的浸水、砂土灾害发生时会导致
怎样的破坏，预先制定避难场所的水洗厕所使
用规则。 

b) 灾害时厕所数量的设定 

  灾时厕所数量的保障，通过活用已设厕所的西式便
器，可以保证数量，因为在租赁等临时厕所到达避难所
之前，根据道路状况等也可能需要实践，所以只要有西
式便器和简易便器以及便携式便器的储备能够有效保障
避难人群的需求。 

• 目标厕所数量：目标厕所数量=最大设想避难人
数（a）÷50。从过去的灾害和国际标准等来
看，每 50 名避难者就需要一个便器，且厕所使
用无需长时间排队，以达到确保受灾者健康的
目的。另外，据统计女性与男性厕所的比例为
3:1 是理想的。 

• 现有厕所中的西式厕所数量：事先检测避难场
所内可以向避难者开放的西式便器数量，但是
灾害时这个便器不一定能全部使用，所以在发
生灾害之后，应当检查个人房间、便器等是有
损坏情况。 

• 现有厕所的无障碍厕所数量：残疾人和老年人
在避难所使用的厕所需要与一般厕所分开设
置，因此需提前确认各避难所的厕所状况，同
时，还需在灾害发生后努力确保弱势群体的如
厕安全。 

• 估算每种厕所需配置的数量：需配置的数量=1

个西式厕所的目标数量－2 个现有厕所的西式
厕所的数量。综合考虑储备和流通库存的数
量，来探讨需补充的便器数量。由于难以全部
用储备来满足，因此根据发生后避难者的需求
来确定需配置的量也是相当很重要。 

上述计算中只使用西式便器的数量，这是因为有了

便携式厕所就能使用，老年人等脚不好的人和幼儿等都

容易使用。倘若在日式小便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用板

等密封小便器并准备由纸板等制成的简单厕所（组装

型）来使用。 

IV.   日本避难场所内应急厕所建设经验总结 

A. 健全的避难场所卫生管理和维护机制 

厕所的问题不仅会导致卫生环境的恶化，更会给避
难者带来很多健康损害，如激增避难者的不愉快感和个
人尊严。因此，日本在规划建设避难场所时认识到了这
一问题，并加以重视和认真贯彻落实，从日常的维护和
技术投入，到灾时的清洁与维护，有效满足了避难者的
现实需求。考虑到发生灾害后，水洗厕所失灵会导致的
避难者心情的变化而导致的生理变化，从心理学角度设
计和配备厕所设施，有效满足了避难者的避难需求。同
时，考虑到老龄化背景下老龄人口对日式厕所使用不变
的问题，配备了多种组合理性的厕所，以满足腰腿弱的
老年人和轮椅使用的身体障碍需求。 

另外，考虑到避难人群中会有传染病人员的存在，
为避免受害者自身的感染以及传播给他人，在避难场所
内不仅配置了专用空间或私人房间，还在每个避难所内
安排了巡逻公共卫生护士，以防止感染疾病的发生和恶
化。通过实时对避难场所内整体人群的健康评估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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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联动疏散行动相关人员、福利领域的专家以及志愿
者等外部支援团体合作，及时解决难民的健康问题，以
改善住所的卫生环境。 

B. 完善的组织运营系统和救援支援系统 

市防灾相关局、福利相关部门和卫生相关部门注重
从平时就开始就关注人群避难时厕所需求的问题，特别
是制定需要护理的老年人、残疾儿童、孕妇、婴儿的避
难方案。 

关于各避难所的运营系统，预先决定行政负责人，
其次与市町村中的主要学校、居民协会、自主防灾组织
等的管理者建立日常合作机制，一旦灾害发生，能够快
速组建成一个应急系统，保障工作人员自愿聚集在指定
地点，登记避难场者自身情况和避难需求，从而及时调
配避难厕所。 

C. 完善的公众参与制度和教育培训机制 

大力开展防灾宣传教育培训。建立了防灾宣传教育
长效机制，把防灾知识纳入到了国民素质教育体系及中
小学公共安全教育纲要中，并将其作为市町村各级领导
干部和公务员培训教育的重要内容，有效保障了防灾科
普宣传的宣传力度，增强了公众自救互救意识。 

V. 结语 

日本在进行避难场所内应急厕所设置时尤其关注弱
势群体的生理和精神健康，通过建立健全的日常卫生管
理机制、以人为本的传染病管理措施和完善的后备支援
系统，有效保障了灾时普通人群和弱势群体的避难需
求。 

我国作为世界上老年人最多、增长最快的国家之
一，在避难场所建设中对弱势群体避难需求的问题也十
分关注，但具体的实施内容却很少，因此，在未来的避
免场所建设时，可充分借鉴日本避难场所的人性化设计
理念、管理维护机制和运营运转模式，在充分借助我国
的科技实力和物质实力的基础上，营造出更为和谐及稳
定的避难环境，保障整个城市灾前灾中灾后的高效运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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