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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卫生厕所、保持厕所清洁、便后洗手等措施可以预防病菌传播，也是保护人们

身体健康所必须的。因为人粪便中存在的病菌和寄生虫污染水体、土壤和食物后，会引

起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见第51~58页）

不论社区的厕所是坑式厕所、生态厕所（把排泄物转化成肥料）还是冲水厕所（把

粪便冲进下水道），其作用都是防止粪便污染饮用水、食物和双手。便后洗手和拥有干

净、方便的厕所同等重要，都有利于预防粪便中致病菌引起的各种疾病。

简陋的厕所、简陋的排污系统是导致地下水污染和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

选用能够预防水污染的粪便处理方式。尤其在清洁水缺乏时，做到这一点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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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推广卫生设施

有健康促进工作者认为，改变个人习惯或“改变他们的行为”，保持清洁，就能防

止由简陋的卫生设施引起的疾病和死亡。然而，促进行为改变的措施通常未能发挥应有

的作用，因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条件没有改变，如贫穷，缺乏安全饮用水，没有像样的厕

所等。人们健康状况不佳往往被归咎于自身行为没有改变，这种认识是片面的。

专家们也许可以提供技术方案，比如建造免冲水厕所或高造价的污水处理系统。这

些方案虽然在一些地区已经发挥作用，但并不等于适用于每个社区。本书所列举的厕所

不一定能适合每一个社区。如果不了解社区的真实需要、生活条件以及文化形态，那么

技术方案可能引起的问题或许会比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

如果仅只是把健康状况不佳归咎于自身的行为，或提出不适用于社区的技术方法，

都无助于解决简陋厕所引起的疾病。社区健康的持续改善，需要健康工作者认真倾听居

民的需求，与居民一起工作终究会找到满足人们需要、符合人们愿望也有能力组织实施

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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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厕所并不完全出于健康的考虑，还包括以下的需要：

· 保护隐私  最简陋的厕所只要在地上挖一个洞。而能够保护隐私的厕所就需要周

围有遮栏，还要有门，这很重要。最好的围栏应当是简单、实用、易得的。

· 使用安全  安全的厕所须建在安全的地方。如果厕所建得不好，使用起来会不安

全。如果厕所远离住所或者建在偏远的地方，那么妇女使用时有可能面临性暴力的威胁。

· 舒适方便  人们更希望厕所可以舒适地坐着或蹲着，并有足够大的围栏、隔在里

面使用。他们也可能更希望厕所靠近住所，能够遮风避雨。

· 保持清洁  没有人会愿意使用肮脏而臭气熏天的厕所。过去，厕所大多由社区里

地位较低的人承担清洁的工作，如果人们能共同来承担清扫工作，就能保持厕所清洁并

使厕所得到充分利用。

· 赢得尊重  建造厕所需要投入人力和物力，如果厕所能够得到很好的维护，也会

给修建者带来尊重。

人们需要什么样的厕所

良 好 的 卫 生 +

+ +

+ =

一个安全的排便场所
（撒尿和排便）

将尿和粪转化为卫生的资源 确保厕所干净和安全 食物和饮水不会被粪便污染

便后可以获得清洁的洗洁
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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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厕所

每 个 社 区 和 个 人 都 有 各 自

处理粪便的方法，即使这种方法

或许只是在灌木丛或树林里大小

便。并非社区里的所有人都使用

相同的方法处理粪便，即使是同

一个人也不会用相同的方式处理

粪便。不论是对厕所进行改造，

或是让安全厕所更便于使用，还

是修建新式厕所，最终都可以促

进厕所的进步。尽管有的人愿意

改进，而有的人却并不把厕所当

回事。

循序渐进的改变比突然而来的剧变要容易些。小的改变也能在健康、安全和舒适等

方面产生大的影响，例如：

·厕所旁设洗手处，并放有肥皂。

·为坑式厕所增加蒙上纱网的通风口，保持空气流通，防止苍蝇出入。

·在开放粪坑边加上稳固的地台。

当计划或试图改变社区粪便处理的方法时，请记住任何一种方法都应该做到：

· 预防疾病  要让传播疾病的粪便、蚊蝇远离食物和人。在上厕所时或对于邻近厕

所的住家更需特别注意。

· 保护供水系统  不污染饮用水、地表水或地下水。

· 保护环境  将排泄物转变为肥料的生态厕所，有利于水源的保护、储存，防止污

染，还能培肥土壤。(见第124~135页)

· 简便易行  使用当地材料自行修建，便于清扫、维护。

· 文化适应  符合当地习惯、信仰和需求。

· 广泛适用  满足不同人群使用厕所的要求，包括儿童、妇女、男人、老人和

残疾人。

如果是人们尤其是妇女们不愿使用的厕所，那么
建了也无助于预防社区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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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卫生设施，社区共同决定
要满足人们对厕所的不同需求，就应当由使用者共同决定怎么来修厕所。家庭、街

道或者村庄的厕所都会影响居住在下游的人们。所以相邻社区要共同合作，才有益于全

体居民的健康。

政府、外部团体在社区改建厕所成败的关键是社区参与。

如果人们参与了厕所的规划，结果会更符合他们的需求。

被错建的厕所？

1992年，萨尔瓦多政府花费了一千多万美元建了数千座新式厕所，希望将粪

便转化成肥料。但比起人们已经习惯了的老式厕所，新式厕所需要经常清洗和维

护。由于修建厕所时没有任何一个社区居民参与其中，厕所建好后，也无人来宣传

指导，所以没有人知道怎么使用和维护这些新式厕所。

修建厕所项目结束后，政府对厕所的使用情况进行调研发现，许多新式厕所

并没有被很好地使用，有的甚至根本就没被使用。

这 些 厕

所 根 本

没用！

政府从来没问过我

们需不需要。

先 建 少 数 厕 所

试 试 看 ， 可 能

更好。

应该有人对此负责。

它 们 能 起 作 用

的，只是我们的

使用方法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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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扫厕所
厕所要有人清扫，但许多情况下却没

有人愿意清扫厕所。

人们通常认为规划、建造和维修厕所

的工作是男人或专家的事，而妇女和穷人

从规划伊始就未能参与，但打扫厕所这样

乏味、重复的工作却要他们来承担，这是

不公平的。

人们要共 同分担那些无人愿做的工

作，才能把事情办好，尽管这可能会引起

一些矛盾。

男女对厕所的不同需求

男女使用厕所的方式和要求是不同的。在公共场所或露天场所大小便，男人也许并

不太在意，妇女却不同。而那些有遮挡且安全、干净、舒适的新式厕所，妇女们也不一

定用得上，因为她们有很多家务要做，如带孩子、挑水、打柴、做饭和清扫等。

男人比女人更容易找到地方排便。

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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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厕所时牢记妇女的特殊需求

如果妇女没有参加厕所的规划，就不能满足她们的需求，妇女的健康可能受到更多

的威胁。所以改善社区居民的健康，改进社区厕所，必须考虑妇女的需求。

要让妇女参与到社区卫生规划中，不是简单地让妇女多做一些工作，而应当：

·在妇女方便的时间召开会议。

·邀请妇女参加，并让她们能畅所欲言。

·组织只有妇女参加的会议，让她们更愿意发言。

·让妇女参与决策。

教育一个男人，只是教育了一个人。

教育一个女人，就教育了整个国家。

                                                 ——非洲格言

抚育孩子的责任大多由妇女承担，

卫生设施满足不了妇女的需要，也就满

足不了儿童的需要。不论是家庭还是社

区的卫生设施规划，没有妇女参与所带

来的损失是整个社区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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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妇 女 带 来 方 便

活动帮助人们弄清导致妇女使用不了干净、安全厕所的原因，并找出改进的措施以改

善人们健康。在只有妇女参加的讨论结束后，再组织男女共同讨论。

        时间：1～1.5小时。

        材料：大绘图纸，笔，黏胶带。

在整张白纸上写出有关对使用厕所的评议，然后逐一念给大家听，请每个人发表意见（同意

的举手，否则为不同意），并在评价意见旁边把赞成的人数记下来。

下面的说法有可能被提到：

数一下每条意见旁的标记。从最常被提到的问题开始讨论，找出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

么？这些问题会引发什么疾病？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我们能够做什么？改善这些状况会遇到哪

些障碍？

当小组对一些做法达成共识后即可结束活动，这些做法可以同时被男女接受，并且能确保每

个人的需求都得到满足。

月经期间不允许

我们使用厕所。

儿童使用起来不

安全。

离家太远了。
到灌树丛中更安全。
没处洗手。
厕所太脏，而且就只由我来清洗。
不想被别人看到进出这个厕所。

不允许孕妇使用厕所。
月经期间不允许我们用厕所。
儿童使用起来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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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厕所更便于使用
方便儿童和残疾人使用的厕所有很多种，只要按照他们的需求作出调整就可以做

到。所以规划厕所要考虑各类人的需求，创造性地开发出不同的方

案以适合各类人群的需求。

     方便轮椅使用者的厕所

切记，残疾人与正常人一样，有保护隐私的需求，应予保证。

足够容纳轮椅的空间能使轮
椅进入。

安有铃铛或其他能发声的东
西，以便使用者求助。

有靠背。

安有扶手，方便轮椅使用者
移坐到坐便器上。

坐便器与轮椅处在同一个
高度。

向外开的厕所门。

有拉绳的门把手。

道路平坦，便于
从住所到达厕所。

如需要，椅子前面
可以加活动横栏。

有人

对于下蹲困难的人，可以安装简单的扶手

或加高的椅子。如果是地面嵌入式的厕所，就

在椅子或凳子中央开孔，并放置在厕坑上。
对于控制身体困难的人，要为其背部、两侧和腿部设置支撑，

并准备安全带或护栏。

对有视力障碍的人，用粗绳或者篱笆以引导盲人从家走到厕所。

对穿脱裤子困难的人，准备可以躺下来穿脱裤子的干燥洁净的

地方，或穿宽松且有松紧带的裤子。

对坐下困难的人，安装扶手和台阶，以便移动到坐便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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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厕所

简陋的厕所会增加儿童得病的风险。腹泻类疾病对于成年人来说，或许只是得病或

带病原体，而对于孩子，却有可能因腹泻而失去生命。（见第51页）

有了使用安全、便于清洁的厕所孩子会少得病。坑式厕所坑大且黑，对于幼儿来说

是危险和可怕的。很多孩子因为学校没有安全的厕所而退学，尤其是女孩们。

允许孩子对修建厕所提出建议，并且教给他们预防因简陋卫生设施引发疾病的相关

知识，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卫生习惯。

每个学校都应该有安全的厕所和
让儿童便后洗手的地方。

所有的粪便都带有病菌，儿童和成人接触粪便都可能导致严重的疾病。在农村，对

年纪太小而不能使用厕所的儿童，父母可在房子附近挖个坑给他们作厕所，并在便后盖

一层土。同样重要的是：

·在婴儿和幼儿便后，要帮其清洗屁股。

·处理婴儿粪便后要洗手。

·粪便要倒进卫生厕所中，或掩埋。

·清洗脏衣服的地方要远离饮用水源。

教育儿童便后擦净或洗净屁股并洗手。尤其是女孩子，要教她们

从前往后擦屁股。从后往前擦会把病菌带到尿道和阴道，导致泌尿系

统感染和其他健康问题。

让儿童保持清洁习惯

男生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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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厕所

在应急安置点建造
简易沟槽式公共厕所

因为战争、自然灾害和其他搬迁原因，越来越多的人被迫生活在紧急状态之中。在

应急安置点（如难民营），卫生设施应该得到优先考虑。

沟槽式公共厕所的构造示意图

节水洗手器
（见第58页）

遮雨棚
木头、塑料管搭

建的轻质框架

保护隐私的隔帘

木制的踏脚板和平台

简单的沟槽式厕所可以就地取材，快速建造。对每个家庭或多个家庭来说，拥有一

个封闭的沟槽厕所，可以为他们的生活提供最大限度的方便。

沟槽式厕所应远离水源，并处在水源的下坡向，同时尽可能靠近居住地，保证人们

能就近使用厕所。

有踏脚板的沟槽式厕所比起简单的沟槽式厕所更安全。厕所的沟槽也应该尽可能深

挖（最深不超过2米），如果人力有限，也可以稍浅。每次便后，使用者须用少量土壤

掩盖自己的粪便。沟槽快满时，用泥土将其全部填满。在这种肥沃的土壤中生长的植物

更为茁壮。

可以在沟槽上建造简易隔墙，以保护使用者的隐私并遮风挡雨。隔帘可用布、芦苇

或者其他材料制作。应特别注意确保妇女、儿童使用公共厕所时的隐私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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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公共卫生设施

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和乡镇疾病会迅速扩散。没有政府、非政府组织或是其他社团的

大力帮助，要改善城镇的卫生服务设施是非常困难的。这里所提供的指导意见，将有助

于读者思考、发现更多具有可操作性、且能实现的方案。

制约城镇公共卫生设施发展的因素：

·城镇现状  通常新街区和安置点在通路、通电和通水之后，就应考虑修建卫生设

施。但在已经建成的城镇中来规划、建造厕所和排污系统，困难就比较多。

·经济因素  排污系统和公共厕所的建造和维护费用昂贵。如果政府支持不足，社

区就难以负担卫生设施的建设和维护费用。

·政治因素  地方政府可能不愿意对非正式安置点和较贫困的街区提供服务。法律

也可能阻止人们自己设计和建造所需的厕所和排污系统。

·文化因素  城市居民和官员通常想要冲水式厕所和一劳永逸的排污系统，这有碍

于人们选择可持续运作且能够负担的卫生设施。

创造性方案让城市更健康

任何一种厕所，包括本书所介绍的厕所，都可以在城市里建造和使用。如果卫生服

务设施与公园、都市农业（见第310页）、回收和循环利用资源（见第387~417页）以及

清洁能源（见第525~543页）相结合，城市将变得更健康和更适宜居住。如果城市政府

与街区团体合作提出创造性的实施方案，城市就会变得更干净、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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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的公共卫生设施

不久以前，约夫村是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城外的一个典型西非渔村。这里家家

有院落，户户路相连，村中还有一些供村民活动的空地。达喀尔的城市发展吞并了

约夫村，约夫村也融入大城市，有了国际机场和许多车辆。

随着小镇的发展，许多家庭安装了与室外粪坑相连的冲水厕所，粪坑成了藏污

纳垢之地，病菌孳生。有的穷人因为盖不起厕所，只能到沙地大小便。由于人们住

所靠近，这很快成了一个健康问题。

为了解决卫生设施问题，村民自发组织了镇发展委员会。他们一开始就考察了

社区现有的资源，这里有完善的社区网络、技术娴熟的建筑工人以及希望维护和谐

生活的村民，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生态卫生设施的新想法。

村庄里，一块块开阔空地把相邻的家庭分隔成一个个组群，每一个组群的人

们会聚在空地上交流和讨论问题。经过与多位村民交谈后，发展委员会制定了一

个计划，在这些公共空地上建设卫生设施，让空地变得更美观，而不是更丑陋。

发展委员会提倡的是建设社区公共的生态卫生设施，而不是各户自建的厕所和地

下排污池。

发展委员会与居民合作，建设粪尿分集式厕所。一个组群共用一个厕所。尿液

通过管道进入芦苇地里，粪便干燥腐熟后用作林地的肥料。这些做法不仅有助于村

庄的绿化，也使当地的工匠有活可干，他们常受雇修建和维护公共卫生设施。

约夫镇的卫生设施项目不仅预防了疾病，也让人们过上了他们所希望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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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问题

污水系统可以用水将粪便通过管道排走，有利于改善社区的环境与健康，尤其是在

人口密集的城镇。但是，为了预防疾病，污水必须经过处理，使之安全后方可排放和再

利用。

污水处理成本高   大多数情况下，污水未经处理就被随意排放。这会使粪便及其携带的

病菌、寄生虫和有毒化学物质扩散，在排放地引发诸多健康问题，如肝炎、霍乱和伤寒等。

即使有了造价高昂的污水处理系统，用水来冲走粪便往往是不可持续的，也可能由

此导致以下一些问题： 

·污染下游饮水水源。

·污染人们居住和耕作的土地。

·农作物失去所需的营养物质（肥料）。

·污染生产、生活和饮用水源。

·产生难闻的气味。

污水会引起疾病。含有多种有害物质的污水要进行安全处理或再利用的难度更大，

比如工厂排放的有毒化学物混入生活污水中。

就地处理粪便是低成本、且最安全的方法。粪便被土壤吸收后滋养植物。化粪池

（收集和分解粪便的一个地下大池）加过滤田（液体流出然后进

入土壤的地方）是一种最方便的就地处理方法。本指南不包

含这一方法所需的技术。（更多信息，

见本书附录《资源》部分）

排污系统往往使用大量的水，但实

际上不一定需要那么多水，甚至不需要

水。选用其他类型的厕所，

仍然能够让那些缺水的或

者无力修建排污系统的社

区受益。

未经处理的厕所污水

会让居住在排放处附近的

人们深受其害。

受未处理污水影响最大的人是生活在污水倾倒处附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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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兰吉镇是巴基斯坦卡拉奇一个有90万人口的镇。多年来，奥兰吉镇一直没有

安全用水的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污水和废水直接流入开放的渠道，蚊蝇孳生，引

发了不少疾病。1980年，阿卡塔•哈米德•汗博士启动了“奥兰吉试点项目”（简称

“项目”），帮助当地群众认识影响他们健康的问题，找出解决方法。

奥兰吉的居民认定修建地下排污系统将会最大限度地改善他们的生活。刚开

始，他们期望政府来建这个排污系统。但阿卡塔•哈米德•汗博士知道，卡拉奇政府

是不会出资修建的。在多次商讨之后，奥兰吉居民决定，即使没有钱，他们也要自

己修建下水道。

第一步是建立社区组织。每条小巷的20～30户人

家组成一个小组来修建一条下水道，以小组为单

位向“项目组”申请协助。“项目组”对每条

小巷进行调查并拟订实施方案。小组向居民筹

集修建下水道的资金。

起初，居民们不知道怎样使用混合水

泥，怎样挖出平整的下水道坑，所以有些

工程做得并不是很好。两年以后，有的下

水道尚未建成，有的已经建好，但有瑕疵。

“项目”组织者意识到，这与居民没有得到很好的培训有关。为此，他们开办了很

多培训课程，还吸收妇女、儿童参加培训。方案的调整和工作的改进降低了成本，

更快地完成了排污系统的修建，使“项目”能更好地服务社区。

几年以后，每一条小巷，每一户居民都有一条输送污水的下水道，健康状况得

到了改善，奥兰吉镇更加适宜居住了。可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奥兰吉人虽然

自己修建下水道，但是仍然需要政府的资金和支持来建造污水处理厂，而政府不会

给钱。多年以后，政府找到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并给予了资助。新的解决方案是把下

水道与过滤系统相连，在污水流动过程中将污物清除。通过与居民合作修建起来的

下水道，让社区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也让政府和许多专家认识到，只要修建满足

社区需求、与社区实力相匹配的排污系统，就能极大地改善社区健康。

自己修建下水道

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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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选择的厕所类型

没有一种厕所能适用于所有的社区和家庭，所以有必要了解各种厕所的优缺点。有

排污系统的厕所修建起来很复杂，所以本书只介绍用水很少或不用水的厕所。（第138

页的活动将帮助人们选择最适合本社区使用的厕所）

用水很少或不用水的厕所

树坑式厕所 最适合建在人

们打算种树的地方，应具

备使用可移动厕所的足够

空间。（见第126页）

坑式冲水厕所  最适宜建

在地下水位深、人们有便

后用水清洗屁股习惯的地

方。（见第136页）

改良型通风坑式厕所 最适

宜建在地下水位深且没有

洪水泛滥的地方。（见第

123页）

封闭坑式厕所 最适宜建

在地下水位深且没有洪

水泛滥的地方。（见第

120页）

粪尿分集式旱厕 最适宜建在人

们把处理过的粪便用作肥料、以

及地下水位高且有洪水泛滥的地

方。（见第129页）

双 坑 式 堆 肥 厕 所  最 适 宜 建

在粪便处理后用作肥料的地

方。（见第128页）

注意：图示的厕所都没有门，厕坑上也没有盖，这主要是为了让读者看清厕所的内

部结构。实际上所有的厕所都应该有门，而且厕坑不用时也要盖好，这样社区的居民才

能安全使用。（见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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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厕所的地方，应确保不会污染井水或地下水。地下水是否会受到污染取决于当

地条件，如土壤的类型、地区的含水量以及地下水位。但是，也有一些能够确保地下水

不受污染的一般性原则：

粪 坑 的 底 部 必 须 高 于 地

下水位2.5米以上，不论

是 坑 式 厕 所 的 粪 坑 ，

还 是 旱 厕 或 堆 肥 厕 所

的 粪 坑 。 若 挖 坑 时 ，

发现土壤很潮湿或坑中

有水，那么，此地不宜

修建厕所。切记，修建厕

所时要考虑雨季时地下水位

高于旱季。有可能被洪水淹没

的地方不能修建坑式厕所。

坑式厕所有可能污染地下水时，应考虑修建地上厕所。（例如第129页的旱厕）

地下水会顺势而下。如果厕所只能建在有可能污染地下水的地方，而别无选择时，

就必须建在水井的下坡方向。

厕所的选址 

厕所应距离水源至少20米。

距水井20米以上

距泉眼20米以上

距河20米以上

坑式厕所必须建在水井的下坡方向。

排泄物从坑式
厕所进入地下水。

饮用的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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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式坑厕

封闭式坑式厕所里有一个带厕坑的平台和厕坑盖。厕所不使

用时将厕坑盖好。平台可以用木头、混凝土或者盖有泥土的木头

做成。其中，混凝土的平台耐用而且防水。封闭式坑式厕所的粪

坑须砌有内壁或使用混凝土环梁，以防止粪坑和平台坍塌。（制

作混凝土平台和环梁，见第121页和第122页）

坑式厕所的问题在于，一旦粪坑积满就不能再使用。为了充

分利用坑中的粪便，可以在厕所的位置上种树。只要移走平台、

环梁和围墙，并用30厘米(2掌宽)的土壤和干的植物覆盖即可。搁

置数月后，填上更多的土壤，便可种树。

另一种做法是，使用时经常向坑中添加土壤，搁置两年，待粪便腐熟后，再挖出用

作肥料，厕所即可重新使用。出粪和挖掘厕所周围的土壤后必须洗手。

怎样改进封闭式坑厕

1. 挖一个直径在1米以内、深度超过2米的坑。

2. 坑上最好放置混凝土环梁（见第122页），

没有条件的可用石头、砖头、混凝土或其他材

料围砌坑的顶部，既支撑厕所平

台，又防止粪坑坍塌。

3.  在坑上建厕所

平台和围墙。平台以

混凝土制作的最好，

也可以使用本地材料，

如木头、竹子和泥土。如果用

木头制作平台，要选用耐腐的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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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 样 制 作 混 凝 土 厕 所 平 台
一个制作良好的混凝土平台可用多年。一袋50千克的水泥可做4个平台，或者2个平台加

2个环梁（见下页）。还需要高强度铁丝、砖和木板。用木板或砖可做成锁眼状模子。平台可

以是方的，也可以是圆的。

平坦的地面铺放一块塑料布或用过

的水泥袋，在塑料布上用

砖 头 或 木 板 做 一 个

长120厘米、宽90厘

米、深6厘米的模子。 

1份水泥、2份石子、3份沙子，加足

够的水拌合成混凝土，      这样混

凝土既湿润，粘合度也

好。将拌好的混凝土倒

入模子内，至一半高。  

倒入剩余的混凝土，并用木头抹平。

当混凝土变硬后，把平台移至粪坑

上，如果粪坑上有混凝土环梁的话，

平台的安放会更加稳固。

模子中央放上锁眼状木模以

留出厕坑位置，或用

砖头围出厕坑。待浇

灌混凝土后，厕坑就

成形了。

接着，在混凝土上放3毫米粗的

高强度铁丝网。每个方向

4～6根。再用8～10毫米粗

的钢筋做成提手，放入模子

四角的混凝土里。

大约3小时后，混凝土开始变硬，此时

取走锁眼状木模，如果是用砖头做厕

坑模的就移去砖头，并将洞修成锁眼

形。当晚用湿麻袋或湿衣服，或塑料

布覆盖在混凝土上。随后的7天每天洒

水多次，保持湿润，混凝土会慢慢变

硬且更为坚固。

用混凝土或木头做一个有把手的厕坑

盖，或做成可用脚移动的厕坑盖，以

避免双手沾上病菌。

 平台的改进
厕坑附近易孳生病菌和蛆虫，如果厕坑两侧设有踏脚板的

话，可以降低疾病传播的可能。如果喜欢坐便的话，可将厕坑修

成圆形，加上混凝土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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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厕座模子  原理是用两个不同大小的水桶（两桶直径相差约20厘

米），小桶放在大桶内，内外桶之间留有10厘米左右的间隙。小桶里放入石

头使其增重，并与大桶底部紧密相贴，之后将混凝土注入两桶间的空隙中。

当然同样需要抹平、养护、加盖的程序。

如 何 制 作 混 凝 土 环 梁

环梁模子

倒入混凝土

铁丝加固

环梁由混凝土浇铸而成，或方或圆、中空，用来支撑厕所平台、挡墙，以防粪坑侧壁坍

塌。这里介绍的环梁可与第121页介绍的平台组合，用于所有坑式厕所。环梁的大小取决于粪

坑的大小。

厘米，内围100厘米×70厘米。

1份水泥、2份石头、3份沙子和足量水拌合成混凝土，这样混凝土既

湿润，粘合度也高。混凝土倒入模中到一半高。

混凝土模块的纵横方向上各放2根3毫米粗的加强铁丝网。如果需要，

可以用8~10毫米粗的钢筋做提手，放入靠近四角的混凝土中。

将剩余的混凝土倒入模子中，并用木头刮平。

当晚用湿麻袋、湿衣服或者塑料布覆盖浇铸好的环梁，每天洒水数

次，保持湿润7天。

环梁固化后，即可移到修建厕所的位置。先平整地面，再放环梁，然

后沿环梁内围挖坑。再用泥土将环梁外围固定、夯实。

将厕所平台放置到环梁顶上，再建挡墙。

在平坦地面上铺放塑料布或水泥袋。

制作环梁模的材料可以是砖头，也可以是木板，也可两者兼用。如果

厕所平台尺寸为120厘米×90厘米，环梁外围尺寸应为130厘米×100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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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孔内径与

通风管外周相同

若 纱 网 破 损 、 脱

落，应及时更换。

通风改良坑式厕所
改良型通风坑式厕所仍属于封闭式的坑式厕所，可以减少臭味，减

少蚊蝇。

原理
臭味随气流经通风管上端排出而随风散去。围墙让厕所始终保持黑暗，

粪坑中的苍蝇沿着光亮飞到通风管的顶部，被困于网罩中，最终死亡。

建造
1. 挖一个深2米，宽1米、长1.5米的坑。用砖块围砌坑的上缘，或选用尺寸相当的混

凝土环梁。 （见第122页）如果围墙很重的话（例如使用砖块、混凝土或重的木头），

除了坑的底部，整个坑壁都要围砌。砌砖时砖与砖之间要留空隙，以便液体渗出。

2. 制作一个1米×1.5米并留有一

个厕坑、一个通风孔（直径大于11厘

米）的厕所平台。（见第121页）

通风孔应靠近平台边缘，用来放

置通风管。通风管孔直径应大于11

厘米。

3. 在平台四周修建围墙。

4. 将直径至少有11厘米的通风管紧紧插入通风孔。通风管须涂成黑色以吸收热量，

改善厕所通风条件。通风管顶部放一纱网（铝或不锈钢的较为耐用），高出厕所屋顶50

厘米以上，以便流动的空气带走臭味。

使用与维护
·厕所不用时，应盖严厕坑。

·厕所内部保持黑暗。

·保持厕所清洁，经常清洗和清扫平台。

如果通风管被蜘蛛网堵塞，可从上端注水疏通。

可能出现的问题：
如果厕所内部不够黑或者厕坑没有加盖，苍蝇就不会飞

到通风管里。如果厕所没有顶、网罩破损脱落，就起不到捕

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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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厕所

化粪为肥

生态厕所能将粪便和尿液转化成肥料和腐殖土。把有害废物转化为有用资源，预防

病菌的传播，改善人们的健康和环境。

生态厕所具有节水和保护水质的优点，除清洗之外，使用时不再耗水。由于生态厕

所是建在地面上或使用浅坑的，所以与其他厕所相比对地下水的影响也更小。

生态厕所适用于城镇、乡村。虽然生态厕所的使用维护比冲水厕所方便，但仍比坑

式厕所麻烦，所以让人们了解生态厕所的使用方法是很重要的。

动植物死亡、分解后留下的物质叫有机物。提高土壤肥力离不开有机物质。堆肥是

有机物分解、进入土壤的自然过程。（见第287页）

土壤养育庄稼。

庄稼制成食物。

食物经人体

消化排泄。

人体粪尿转

化为肥料。

生态厕所可以化粪为肥。

肥料培肥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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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厕：

粪、尿分开收集。（见第129页）尿被

单独收集、处理、施用。

粪集入混凝土池或者可移动的塑料

池，使之不会渗入地下。

使用者每次便后往池内添加混有干植

物、草木灰的土，以减少臭味，干燥

粪便。

粪便万不可与水混合。干性混合物可

以杀灭大多数病菌，包括蛔虫卵。

粪便储存一年后，其质感接近干土。

堆肥厕所

粪和尿进入同一浅坑或混凝土池，且

不会渗入到地下。

每次使用后往坑内加入干性混合物，

例如稻草、树叶、锯末、土壤和草木

灰等，以减少臭味，并有助于粪便分

解、腐熟。

经 过 一 段 时 间 ， 大 部 分 病 菌 会 被 杀

死，包括最难杀灭的蛔虫卵。

经长时间（通常为一年）的沤制，粪

便里的病菌已被杀灭，粪便混合物即

可取出用作肥料。

农民把食物残渣、厩肥做成堆肥施入土壤使之富含肥力，有利于作物生长。就像人

需要从食物中摄取营养才能长得强壮、健康一样，植物也需要从土壤中汲取养分才能茁

壮成长，孕育果实。

人粪尿含有改良土壤的养分可以制成肥料，但人粪尿也带有病菌。所以，制作人粪

尿肥要比用厩肥、食物残渣制作堆肥时更加小心。

粪便只有在腐熟后才能安全施用，因此绝对不要使用新鲜的粪肥。腐熟的粪肥可以

促进作物生长，如粮食作物、林木等，因此无须使用化肥。与粪便相比尿中的病菌较少

且养分更加丰富，所以尿作为肥料会更安全，价值也更高。不过如果尿的浓度过高的话

不能直接施用，须进行特殊的处理。（见第134页）

生态厕所主要有两种：一是“堆肥厕所”，二是“粪尿分集式旱厕”，或简称“旱

厕”。两种厕所都能把粪便沤制成安全肥料，所以人们又把它们称为“堆肥厕所”。两

种厕所的主要区别如下：

一年以后，以上两类厕所沤制的腐熟粪便混合物就可以安全地混入其他堆肥，也可

以挖出腐熟粪便混合物倒入种树的浅坑，或者直接施于土壤中用于种植。

·

·

·

·

·

·

·

·

·

堆肥厕所和粪尿分集式旱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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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莫洛斯省有几个小镇，人们普遍使

用生态旱厕。其中拉西尼加镇对生态旱厕有特

别的需要，因为这里地势低洼、潮湿，洪水常

常殃及坑式厕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居民购

买了一种粪尿分集的坐便器，是当地工人在小

作坊里生产的。工人们还培训居民使用新型坐

旱厕促进地方经济

便器的方法。

拉西尼加镇的很多人以种植果树及其他作物为生。那些最先使用旱厕的人们发

现，可以用厕所收集的尿液和粪便作肥料。邻居们看见他们的果树长得健康茁壮，

也想试用新式旱厕来获得免费肥料。

现在，几乎拉西尼加镇的人们都用上了旱厕。制作粪尿分集坐便器的作坊生意

兴隆，而社区也更加健康和富裕了。

旱厕推广日

树坑式厕所可以提供种树所需的肥料，且建造简便，厕坑满后移走围栏即可种树。

在有空间或想要植树的地区，尤其适合修建树坑式厕所，在地下水位高的地区也同

样适合，因为这种厕所的厕坑浅。厕坑满后用土壤覆盖即可种树，有利于粪便分解。

修建这种厕所也是初建果园的好办法。如果不打算种树的话，就选择其他厕所。

1. 树坑式堆肥厕所：指厕坑满后改作植树坑，是为日后种树专门设计的简易堆肥厕所。

树坑式堆肥厕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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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坑式堆肥厕所的建造
在想要建厕所的地方平整土地，放置混凝土环梁。（见第122页）沿环梁内围挖

坑，坑深1米，环梁安放要稳妥。在坑和环梁上建一个平台。为了保护隐私，还须建一

个轻巧且方便移动的厕所挡墙。

使用和维护
·使用前，往坑内投入干树叶或干草，有利

于粪便分解。

·每次便后，往坑里放一把混有草木灰和干

树叶的土。

·坑内粪便混合物堆得太高时，用棍子搅拌

使其降低。

·经常清扫和冲洗平台，注意不要让过多的

水流入坑内。

·坑快满时，移走挡墙、平台和环梁。

·用混有干燥植物的土把坑填满，厚约15厘

米。几星期后，粪便干硬时，再加入更多的土、

秸秆、水后，即可在坑内种树。植入厕坑的果树

会生长良好，还能结出安全、丰硕的果实。

·把挡墙、平台和环梁移到它处，另挖一个坑，按上述步骤再建一个树坑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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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厘米
1米 1米

双坑堆肥厕所
双坑堆肥厕所类似于“树坑式厕所”，区别在于堆肥挖出

后施入园地、农田。比起传统的坑式厕所，双坑堆肥厕所更有

利于地下水的安全。因为粪便和土在厕坑里混合、干燥和灭菌

后才被运走。

双坑堆肥厕所的修建方法
挖2个深1～1.5米、宽1米、长1.5米、相

距30厘米的厕坑。两个厕坑都加环梁（见第

122页）或用砖石围砌坑口。一个厕坑上放置

厕所平台和简易挡墙，另一个厕坑用混凝土板或者木板盖严。先用第一个厕坑直至快满

时（一个六口之家大约可用1年）：

·当第一个厕坑快满时，填30厘米厚的土，然后用木板或混凝土板盖严。把平台和

挡墙移到第二个坑上，直到第二个厕坑快满为止。

·第一个厕坑经过一段时间的搁置，如2个月后即可加入更多的土，在坑内种植季

节性蔬菜，如西红柿。由于坑内的粪便还在腐熟过程中，所以不要种植在地下生长的作

物，如胡萝卜、马铃薯等。

·当第二个厕坑快满时，用铲子把第一个厕坑里的肥料挖出来，挖肥和运肥时要戴

手套，工作完成后要及时洗手。

·把厕坑里挖出的肥料放到敞口袋或桶中备用，或者直接运到肥堆或施入菜园。把

平台和挡墙移回到第一个坑上，让第二个厕坑内的粪便混合物搁置，如此循环使用。

双坑堆肥厕所的维护
·在挡墙内放一桶混有秸秆、稻壳的土。每次便后，往坑

里放一把土。

· 坑里粪便堆得太高时，用棍子

搅拌使其降低。

·经常清扫和冲洗平台，注意不

要使太多的水流入坑内。

一年后，双坑堆肥厕所的产物可以安全地与花园土混
合作为肥料。但在处理时，最好还是穿戴好手套和鞋。



建造厕所 129

粪尿分集式旱厕

双格旱厕

旱厕不须挖厕坑，是直接建在地面，方便出粪。带分隔的粪尿分集槽方便收集尿液

用作肥料，收纳的粪便也容易干燥，利于杀菌，减少臭味。因为旱厕建在地上，粪尿分

集槽有底，所以建造质量好的旱厕不会污染地下水。

修建旱厕的成本比坑式厕所高，使用和维护方法也与坑式厕所、冲水厕所不同，所

以安全、正确地使用旱厕需要进行培训。虽然维护旱厕要花些功夫，但对需要收集人粪

便作肥料的地区来说旱厕还是很适用的。此外，以下情况也适合选用旱厕：

·地下水位高，不宜建坑式厕所的地区

·地表过硬，不易挖坑

·洪水经常泛滥的地区

·居民希望在房屋附近或房中修建固

定厕所的坐（蹲）便器

双格旱厕的集粪池分为两格交替使用，将粪便分解成安全的肥料。即一格作厕所使

用时，另一格正用于干燥分解粪便。特制的粪、尿分集槽男女都适用，尿液经软管流入

厕所外的集尿桶中。集粪池里的粪便经一年的干燥，即可掏出运往肥堆，或施入田园。

收集的尿与水混合后可用作肥料。（见第134页）

双格旱厕的构造

厕所的前视图 厕所的后视图

围 墙 ： 保 护
隐私，保持厕所干
燥，使用舒适。

集尿桶：收集来
自坐（蹲）便器和小
便槽的尿液。

双 格 集 粪 池 ： 用
砖头、混凝土或其他耐
用材料制成。一格作厕
所使用时，另一格的粪
便在干燥和分解中。

粪尿分集式坐（蹲）便器：尿、
粪分开收集。家庭自制的尿液收集器
也有同样的功效（见第130页）。

小门：移除干燥粪便。

小便槽
软 胶 管 ： 把

尿从小便槽和坐
（蹲）便器导入
尿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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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 厕 的 三 种 类 型

厕所的类型
集粪池示意图 分离尿液

蹲式

坐式（有凳子）

坐式（坐便器）

3种形式的旱厕都要

有一个混凝土、砖头

或其他任何防水材料

做成的集粪池。集粪

池的构造见右图：

2扇小门
1个通风管

放通风管的孔

在 集 粪 池 每 一 格 的

边 上 或 前 面 开 孔 ，

使导尿软管穿出。

隔墙中留出空间，放置两格共

用的尿液收集器。

切去20升大塑料瓶（如瓶装水桶）底

部。将其倒置，拴在底座隔墙预留的

空间中，为集尿器。瓶口接导尿管。

要保证管瓶连接处无渗漏。在瓶口处

放一片细纱网，以防粪便和其他杂物

落入。

切去一个塑料罐的底部和侧面。在罐

口接软管用来导尿。罐中放一片细纱

网，以防粪便和杂物落入。

2个格间

1

2

3

在木头或混凝土制的面板

上开两个孔，盖在有分隔

的集粪池上。
粪尿分集坐（蹲）便器可以自制，也可

以购买。如果有现成的坐（蹲）便器，

安装和使用就非常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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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底座 修建围墙

3种形式的旱厕都要建围墙和台阶，并在集粪池的后墙

装上小门（用石灰砂浆把结实的门板封严效果较好）。

导尿软管从集粪池侧的洞中穿出，把尿引到集尿桶、坑

或者园子里，尿液可以肥田。

在平台上开一个长方形的孔，中央放一

个倒置的集尿器收集尿液，粪便落入集

粪池中。集粪池未用的一格的洞口用盖

子盖严。

尿 液 收 集 到

桶 内 作 肥

料 。 （ 见 第

134页）

尿 液 经 软 管

进 入 污 水 渗

透 坑 。 （ 见

第82页）

每一洞的前方接一个导尿器，把凳子放到

洞口上。

一个洞安装粪尿分集坐（蹲）便器，另一

个不使用的洞要盖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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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格旱厕的使用、维护

墙上张贴（“旱厕使

用方法”），指导人

们正确使用和维护。

放一桶水，小便后冲洗

小便槽或集尿槽以减少

臭味。

不用的一格要盖严。

用塑料罐做小便槽，接

上软管，把尿液导入尿

桶或者污水渗透坑。

装有干植物、草木灰土混合物的桶。

大便后舀一勺混合物撒入坑中，然后

盖上盖子。

废纸篓

保持尿液分离纱

网通畅。纱网堵

塞时须取出、洗

净或更换。

·不要让水流进集粪池中。

·集粪池中粪便过湿，可多加干混合物。

·厕所过臭，也可多加干混合物，并检查通风管是否堵塞。

·粪便堆得过高时，用棍子搅拌使其降低。

·尿桶集满后，应及时清空，制成肥料。（见第134页）

·一格粪池满后，使用另外一格。不用的一格务必盖严。

·粪便最好在集粪池中搁置一年后再掏出。一年后或者另一格粪池满后，再掏空第

一格粪坑，如此交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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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扔进厕所的物品。

挖出干燥的粪便做肥料。

切记，处理粪便时要戴手

套、穿鞋，清空粪池后要仔细

清洗双手。

不要往厕所里扔垃圾

生态厕所只能用来处理人的粪便，这样才能保证其正

常使用。妇女月经期可以安全地使用生态厕所，但是卫生

巾或者其他用品不得扔进集粪池中。

生态厕所不能分解那些不可降解的物品，如易拉罐、

瓶子、塑料、卫生棉或者大量的手纸。当然，少量的手

纸、叶子、木屑和植物可以扔进集粪池中，因为它们会分

解成腐殖质。

x
旱厕粪肥的安全使用

旱厕的粪便应在集粪池中存放一年，待其干燥、无臭或臭味不明显时方可掏出。

掏粪时先打开粪池隔间小门，粪便尚湿，可加些干植物、草木灰混合物，搁置数周

后再掏；如果粪便已经干燥，臭味不明显，就可以用铲子铲出。

经过一年干燥，粪便中大部分的病菌已经死亡，直接施入田园也是安全的。如果担

心病菌未死，可把掏出的粪肥装入敞口袋中或桶中，放在干燥有阳光的地方，或者用于

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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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份水+1份尿=安全的肥料

水          水          水          尿

尿液中加入堆肥，任其腐烂、变酸（发酵），形成可以种植作物的土壤，制作过程

如下：

1. 旱厕收集尿液，每1升尿液中加体积约15毫升堆肥或肥沃的土壤。

2. 混合后的尿液敞置4周，待其逐渐发酵变为褐色。因尿味刺鼻，放置地点应远离

居所。

3. 取一大容器，用厚塑料布垫底，以防尿液从底部漏出。干树叶、稻草或其他干植

物置入容器。

4. 加入发酵成褐色的尿液。最佳混合重量比例为7份干植物加1份尿液（约每0.3立方

米的干植物加3升尿液）。

5. 盖上薄土（不超过10厘米），就可直接播种，或者播经催芽的种子。

6. 每2天浇灌1份尿液和10份水的混合物1次(因为尿肥是用于密闭的容器，而不是

菜园或田野，所以配比前述的“简易尿肥”要淡) ，经10~12个月干植物便转化为腐

殖土。

新转化成的腐殖土可以用于种植。

尿肥
农民用水稀释经过发酵的尿液后就可直接施用。人尿富含有利于植物生长的养分，

如氮和磷。处理尿比处理粪便要安全些。不过，优质肥料中的养分也有可能会污染水

源，尿液中也可能带有虫卵。（见第56页）切记：不可把尿直接倒入水源中，也不可倒

在取水或洗澡地的附近。

制作简易尿肥

尿储存在封闭容器中，几天后即可杀灭尿中病菌，也可防止养分挥发。

3份水和1份尿混合即成尿肥，可施于作物，每周3次。

施用尿肥的作物和施用化肥的作物长势

相当，且需水较少，尤以叶类植物，如菠菜

或叶色深绿的蔬菜长势最好。处理尿液之后

要仔细洗手。

制作发酵尿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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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厕的改进措施

本书只介绍了几种生态厕所，不同社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因地制宜地进行改

进。下面是一些改进旱厕的方法：

·利用太阳能  太阳的热量有利于粪便分解。建

造厕所时让出粪的门朝向太阳，漆成黑色，可以提

高粪坑的温度，改善空气流动，加速杀灭病菌。

·促进空气流动  空气流动有利于粪便分解。在

厕所使用前可在集粪池底部放些竹子、玉米秆、树

枝或者其他干植物，使得粪便间的空气流动，加速

其干燥。

与植床相连的可洗衣厕所

火炭灰斗

洗衣水冲洗厕坑

后从洞口排入植床。

洗衣水

尿洞

使用前在双格集粪池内先垫入稻草做成堆

肥床，以吸收水分。每次使用时，撒入1～2把

土或灰。不时加入一些干植物，便于粪便干燥

和分解。厕所使用1年后，打开第一个格间，

将其掏出堆肥，或者施入田地中。

洗 衣 水 和 尿 液 排 入 植

床。植床是由沙和砾石填成

的，种上芦苇或不可食用的

植物。当植物长得过大时，

割下填入厕所。

粪便洞

印 度 人 对 旱 厕 进 行 了 改 良 ， 把 尿 和 洗 衣 水 都 冲 到 清 污

植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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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式冲水厕所
坑式冲水厕所在城市、农村都很常见，造价也不比坑式厕

所贵很多。使用者便后用水把粪便冲入粪坑，用水清洗屁股。

建造得当的坑式冲水厕所可以防臭，故可在房屋附近或家中修

建。

坑式冲水厕所可以选用塑料、玻璃纤维或水泥等材料制作

的坐（蹲）便器，安放在混凝土平台上。坐（蹲）便器的“水

封套”可以防臭，也可阻止昆虫在潮湿的粪坑内产卵。混凝土

平台可直接放在粪坑上，也可以用管道与1个或2个粪坑连接。

水封套

嵌在混凝土平台中水的封套

单坑冲水厕所

建 一 个 坑 口 加 固 的 粪

坑，深2米。5口之家约可使

用5年才满。
坐（蹲）便器的位置应高于地面，以利粪水

流入粪坑。如果定期维护，厕所可以使用多年。

通向未使用粪坑的管道用砖

头、黏土或者布堵塞。

水流

连 接 槽 里 的 混

凝土通道引流粪水。

坑式冲水厕所的使用方法
如果只有一个粪坑，坑满后须

清空才能继续使用。如果有两个粪

坑，可由连接槽把粪水导入正在使

用的粪坑。当第一个粪坑快满时，

就把粪便导入第二个粪坑。

连接槽

外面用砖、里面用水泥

砂浆砌成平滑的连接槽。

双坑冲水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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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双坑冲水厕所

粪坑可以是各种形状的，但以

圆形粪坑造价最低，也最稳固。

粪坑内壁应以砖头

或石头砌成，并留有间

隙，以利水分渗出。

两个粪坑间隔的距离至少与粪坑

的深度相同。如果粪坑深1米，那么

两坑间距至少应相隔1米。

粪坑要加盖。

坑盖须是坚固的钢

筋混凝土、石板或

者厚木板制成。第

121页描述的混凝土

平台，如果没有中

间的洞就可作为一

个很好的粪坑盖。

维护
便后须用水冲洗。使用前冲少量水可以使蹲便器盆面保持干净。每天都要清扫厕

所，并用洗衣粉、长柄刷清洗蹲便器。出现以下情况时，粪坑会有粪水溢出：

·水封圈堵塞。出现这一情况，厕所将无法使用。

·地下水位不足3米。此时，厕所有可能污染地下水。

清空粪坑
粪坑修得好，土壤质地和湿度合适，粪水就会缓慢而安全地渗入到周围的土壤中，

而不需要清空厕坑。

如果粪水不能分解并渗入土壤中，就需要清空粪坑。清空时先移开粪坑盖，加入一

层30厘米（2掌宽）厚的土壤，再盖上盖子。两年后，用铲子清空坑内粪便作肥料。

厕所位置应根据土壤和地下水水位而定。冲水厕所一般距水井须3米以上。如果土

壤潮湿，厕所距水井至少要在20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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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种厕所能够适用于所有的情况，而每一

种也都有改进的空间。本活动帮助人们思考可以修

建什么样的厕所，以及哪一种厕所是最适合的。

时间：1至2小时。

材料：绘图纸，大白纸，彩色笔或者

记号笔，胶带。

5～6人一小组。每个人把自己了解

的各种厕所或处理人粪尿的方法画出

来，可以画自己使用的，或见过别人使用的厕

所，甚至人们在没有厕所的地方处理人粪尿的方法。目的是画出各类厕所，从最简单的到

最现代的。

画完后，每个小组把画按厕所的好坏顺序排列，用胶带粘贴在大白纸上。

每个小组展示各自排好序的图画并说明排序的理由。为什么这个类型的厕所比那个类型

的好。每位组员也说一说自己家里使用的厕所是哪一种类型的，自己希望有什么类型的

厕所。

每个人展示自己的图画后，小组讨论各种厕所类型的不同。

提问以下问题：

·什么是最好的和最不好的厕所，大家的意见是否一致？

·有没有一种大家一致认为最好的厕所？是出于健康、造价考虑，还是其他原因？

·所画的厕所中，有没有哪种是小组成员没有用过的？为什么？

由此可以引导出大家讨论“依据什么来选择厕所”。

·在厕所对健康的诸多益处中，人们最看重的是什么？

·在厕所对环境的诸多益处中，人们最看重的是什么？

·人们改进厕所的各种愿望中，哪些是需要当地条件改变后才能实现的，哪些是需

要人们对厕所的认识改变后才能实现的？还有哪些是在现有条件下，用简单的方法就能实

现的？

·小组是男女都有吗？他们对问题的回答是否有别？

1

2

3

4

选 择 合 适 的 厕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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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e other toilets that 
people may not know about.  
This may include small changes 
to their current toilets such as 
vent pipes, or a new type of 
toilet. (It may include all the 
methods in this book, and 
others you may know of.) The 
group discusses these new ideas. 

Lead a discussion about the different methods, asking the group to think about 
the questions in the chart below. Each person shares his or her opinion about the 
benefits and shortcomings of each toilet, using numbers to show how strongly he 
or she feels. For example, 5 may mean the best and 0 may mean the worst. Mark 
each person’s opinion on the chart and count to see which method is judged best. 

The group makes new drawings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benefits and the new 
methods they have learned about. They tape the 
new and old drawings to large sheets of paper 
in order from worst to best. Finally, they 
compare the new order of the methods 
to the earlier order they had chosen.

What differences are there?• 

What ideas or information caused • 
people to change their minds about 
what toilets are worst and best? 

Based on this discussion, the group can 
decide what toilet or improvement is 
best for them.

 

No toilet

Closed pit toilet

VIP toilet

Compost toilet

Dry toilet

Pour �ush toilet

Health bene�ts?Environmental bene�ts?Cost? Work to clean 
and maintain 

Communicat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oosing safe and healthy toilets.

To know what changes 

are needed, decide what 

health benefits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matter most. 

To know what changes 

are possible, decide 

which sanitation 

systems people want 

and can afford. 

�

�

�

5

6

7

介绍一些大家并不熟悉的厕所类型，这

些厕所中有新型厕所，也有针对当地厕

所的简单改进措施（如通风管）。可以

包括本书中的所有方法和你所知道的其

他方法。大家共同讨论这些新的方法。

引导大家对不同类型的厕所展开讨论，要求组员思考下表中的问题，让每个人都说出自己

对每种厕所优缺点的认识，与大家分享，并用打分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例如，5分表

示最好，0分为最不好。在表上记下每个人的想法并计算哪种方法得分最高。

各小组根据对不同类别厕所的评价意见和了解

到的新方法，重新画图。按最不好到最好的顺

序把新绘的图与原来的图贴在大白纸上。最

后，比较前后两次的排序。

·有什么不同？

·什么想法或信息让人们改变了原来的

排序？

根据讨论结果，小组决定哪种厕所或哪些

改进措施是最适合自己的。

选择安全、健康厕所，男女沟通很重要。

了解改进厕所的需

求有哪些，找出对

健康和环境最有好

处的需求。

了解哪些改变是可能

的，找出人们希望、

也用得起的厕所。

不用厕所

封闭式坑式厕所

通风的改良厕所

堆肥厕所

干式厕所

冲水厕所

对健康的好处？       对环境的好处？      费用？    清洁维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