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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详解疫情期间医疗废弃物处置方法——

如何与医疗废弃物
“作战”

大部分新冠肺炎复阳患者
无需医学干预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董碧娟
在湖南长沙医疗废物处置中心 ，工作人员在操作高温蒸汽灭菌处理控制
系统给新冠肺炎医疗废物消毒。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摄

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战“疫”
中，有一个关乎病毒传播防控、
避 免 二 次 污 染 的 重 要“ 战
场”——那就是医疗废物的处
理。疫情防控期间，我国医疗
废物应收尽收、应处尽处，基本
实现“日产日清”。那么，我们
是如何与这些危险的废弃物作
战的？经济日报记者近日独家
专访了相关权威专家。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医
疗废物“应收尽收、应处尽处”，基本实现“日
产日清”——守住了病毒传播防控中的一个
重要战场。数据显示，从 1 月 20 日到 4 月
初，
全国累计处置医疗废物 25.2 万吨。

高温焚烧是主要方式
“医疗废物之所以排在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首位，主要是因其病毒传染性。”北京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刘阳生告诉记者，
目前国内的医疗垃圾处理技术主要包括非
焚烧法和焚烧法。不同技术处理医疗垃圾
的难点是不一样的。非焚烧法的难点在于，
要真正做到对医疗垃圾彻底消毒；焚烧法的
难点在于，要确保焚烧烟气污染物的达标排
放。由于医疗垃圾中氯含量和汞含量较高，
烟气二恶英和重金属达标排放就比较困难。
刘阳生介绍，疫情期间，医疗机构诊疗
新冠肺炎患者及疑似患者时，在发热门诊和
病区（房）产生的废弃物，既包括医疗废物也
包括生活垃圾，均按照医疗废物分类收集。
这就比非疫情期间医疗垃圾的定义范围更
广一些。
“此次疫情期间产生的医疗垃圾最主要
的处理方式是高温焚烧，即首先在产生地蒸
汽消毒或者化学消毒处理，然后再高温焚烧
处理。”刘阳生介绍，主要包括以下 3 种焚烧
方式——
第一种是利用已有医疗垃圾专业焚烧设
施集中处理。这种方式主要在疫情不很严重
的湖北以外省份采用。这种焚烧设施通常远
离医疗垃圾产生点，且烟气净化系统非常完
善，
焚烧后对环境的二次污染比较小。
第二种焚烧方式是小型医疗垃圾焚烧
炉与医疗垃圾专业焚烧炉两者结合处理。
这种情况主要在湖北省采用，由于当地疫情

严重，医疗垃圾产生量很大，因而采取应急
性的小型医疗焚烧炉在医疗垃圾产生点就
地、快速焚毁医疗垃圾。
第三种焚烧方式是利用当地生活垃圾
焚烧炉处理医疗垃圾。
我国十分重视对疫情期间医疗废弃物
的严格规范处理。生态环境部于 1 月 28 日
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
物应急处置管理与技术指南（试行）》，指导
各地及时、有序、高效、无害化处置新冠肺炎
疫情医疗废物，规范新冠肺炎疫情医疗废物
应急处置的管理与技术要求。
《指南》提出，各地因地制宜，在确保处
置效果的前提下，可选择可移动式医疗废物
处置设施、危险废物焚烧设施、生活垃圾焚
烧设施、工业窑炉等设施应急处置疫情医疗
废物，实行定点管理；也可以按照应急处置
跨区域协同机制，将疫情医疗废物转运至临
近地区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处置。将疫
情防治过程中产生的感染性医疗废物与其
他医疗废物实行分类分流管理。

新方法不断涌现
要更好处理医疗废物，必须加大创新力
度。此次疫情期间，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
公司医废应急团队携创新技术奔赴武汉，与
医疗废弃物连续奋战了近两个月。该团队
技术负责人、启迪环境固废与再生资源中心
启迪环境科技医废应急团队在武汉搭建
的医疗废物应急处理系统。
（资料图片）

危废事业部副总经理兼技术总监房建忠告
诉记者，此次支援武汉的应急医疗废物处置
主要采取了 3 种创新工艺——
一是通过脉动式的高温蒸汽，在一定温
度和压力下，通过序批式进料，在密闭空间
内反复正、负压高温蒸煮，以达到消灭病菌，
实现无害化效果。该类设备工艺技术水平
成熟，标准化和自动化程度高，人工干预少，
且工艺性能易于实现，起到了良好的应急处
置效果。
二是依靠分布在不同定点医疗机构和
集中治疗点、可实现移动式安装的小型高温
焚烧炉。该类设备主要通过高温富氧焚烧
原理对医疗废物进行焚毁，以实现无害化与
减量化操作。
“一般该类设备规模较小，自动
化程度不高，需要小包装上料，人工劳动强
度较大，设备稳定运行周期多变，故障率稍
高，需要兼顾环境保护要求，但无害化、减量
化效果明显。
”
房建忠介绍。
三是依托微波灭毒设备。该类设备主
要通过微波原理，利用微波激发废物中水分
子高速运动产生热量，实现灭菌灭毒功能。
这类设备需要对医疗废物破碎处理，进而保
证微波消毒的均匀性与适应性；本身自动化
程度高，但疫情期间产生的医用隔离衣、病
床织物用品等易缠绕类垃圾占比较多，极易
造成破碎机的堵塞、卡死等故障。另外，微
波设备主要利用物料自热以达到消毒效果，
所以在病菌灭活的彻底性上没有高温蒸煮
与高温焚烧可靠。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会遇到不少难
题。
“ 应急处置设备需要对医废进行良好密
封和规范包装，并对处置过程中人工干预有
更高要求。”房建忠说，疫情期间的医疗废物
主要以各类防护服、口罩、手套等一次性防
护用品为主，以病区内针管、药瓶等医疗器
具、医患生活垃圾为辅。医疗废物的容重较
低，体积较大，包装袋一般都选用大规格且
比较饱满的。这些特点给小包进料为主的
焚烧设备造成了不小障碍，大大增加了人工
干预频次，对需要破碎预处理设备易导致堵
塞、缠绕等故障。
此外，疫情高峰时期医废产量迅速增
加且大袋医废居多，医废周转箱普遍冒箱，
箱盖无法完全闭合，给现场消毒防护与生产
任务调度安排造成了很大压力。

处置能力大提升
尽管疫情期间医疗废物激增，但我国
医废处置能力也在加速提升，很好地应对
了挑战。来看一组数据：4 月 10 日，全国
共收集医疗废物 3701.8 吨，其中涉疫情医
疗废物 262.6 吨，占 7.1%。当日全国集中
处置医疗废物 3692.3 吨，另有收集的 9.5 吨
处置计入次日，平均负荷率为 60.8%，涉
疫情医疗废物全部得到及时转运处置。截
至 4 月 10 日，全国医疗废物处置能力为
6074 吨/天，相比疫情前的 4902.8 吨/天提
高了 23.9%。
在实践中，我国医疗废物处理技术也在
不断升级。房建忠介绍：
“ 根据疫情期间医
疗废物的特点，处置设备主要以无害化为目
的，消灭潜在的病毒污染源，同时兼顾环境
保护要求，这是应急处理的基本功能，也合
乎疫情现实。因此，不同应急处置设备在实
际运用过程中也或多或少进行了适应性、产
能挖潜等方面的措施改进。
”
据介绍，技术人员围绕基本需求以及设
备核心功能点，尽量减少工艺环节，比如应
急高温蒸煮设备减少了灭毒后垃圾毁形工
艺环节。毁形工艺主要针对无害化后的医
疗废物，避免回收医废塑料、金属等成分流
入不法用途。在疫情期间医用输液管、输液
袋等可回收类较少，因此取消了毁形工艺。
此举，一方面减少了毁形设备的故障排除，
另一方面缩短了工作周期，大大提高了无害
化产量，
取得很好改进效果。
当然，创新无止境。在对医疗垃圾的科
学有效处理上，各方还需加大合力持续探
索。
“ 非焚烧法处理医疗垃圾主要包括高温
蒸汽消毒、化学消毒和微波消毒，主要应用
于小规模的医疗废物处理，应用于地级市或
者县级市比较多。焚烧法在省会以上城市
应用很普遍，适合大规模的医疗废物集中处
理。”刘阳生表示，对于非焚烧法而言，必须
确保消毒彻底，而且破碎毁形后的医疗垃圾
不再流入市场而被加工利用成其他塑料产
品。对于焚烧法而言，必须加强烟气污染物
的排放控制，尤其是二恶英和重金属的达标
排放。

本报记者 吴佳佳
国家卫健委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新冠肺炎患者治愈
率达 94%以上。然而，当前世界各地均有出院患者复诊核酸
呈阳性的病例。新冠肺炎出院患者复阳是病毒残留还是复
发？需要继续治疗吗？儿童感染新冠肺炎为什么总体病情较
轻？针对公众关注的问题，
近日，
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国家卫
健委相关负责人和专家。
“新冠病毒是一个新病毒，
其感染的疾病也是新发传染性
疾病。”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表示，目前来
讲，对这个疾病还是未知大于已知，对于其致病机理、病程全
貌等仍需不断加深认识。而新冠肺炎出院患者作为康复期患
者，体内有特异性抗体，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不会感染他
人，因此希望社区给予他们更多关爱——对于新冠肺炎患者
而言，
出院后的心理恢复也很重要。
那么，
出院患者复检阳性需要继续治疗吗？
“一般情况下，
复阳患者均没有明显临床表现与症状，只是核酸检测出现阳
性。也有极个别的会出现一些症状，但病情恶化的病例非常
少见。”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王贵强表示，对于复阳
患者，
首先要到定点医院隔离观察，
因为仍可能具有传播病毒
的风险；
其次是开展密切的医学观察，
以确定病情是否出现变
化，以便及时进行医学干预。国家卫健委在第七版诊疗方案
里明确，患者出院后要居家隔离观察 14 天，避免复阳人群可
能潜在的传播风险。通过这种手段，我国已经控制住复阳人
群造成进一步传播的可能性。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治愈后，该如何做好愈后康复？
“新冠
肺炎是急性传染病，
病程较短，
导致肺纤维化发生发展的概率
较低。”王贵强说，但重症和危重症病例有可能会出现肺纤维
化。这是因为新冠肺炎会对肺脏产生比较重的炎症损害，而
随后的修复过程实际就是纤维组织增生的一个动态过程：如
果病情不重，纤维组织可能很快就会被吸收；但严重的话，可
能会残留一些纤维化。从病亡病例的解剖也可以看到纤维化
表现。因此，对新冠肺炎重症和危重症病例要重视纤维化的
发生和发展。
“目前来看，所有新冠肺炎患者中，轻型和普通型占 80%
以上；而老年人以及有基础疾病的人更容易发展为重型和危
重型。”郭燕红说，新冠肺炎患者中，孕产妇与儿童病例数不
多且轻症居多，
治疗效果也比较好。有的产妇经过治疗以后，
不仅新冠肺炎得以治愈，
还生出了健康的宝宝。
数据显示，儿童病例占报告病例的 2.4%，总体病情较轻，
重型和危重型的病例数比较少。有专家分析，
这可能与儿童自
身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健全有关——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之后，
机
体的炎症因子风暴可能相对较轻；
另外对儿童来讲，
就诊更为
及时，
因此也佐证了早诊早治是保证诊疗效果的重要因素。

全国首款可重复使用
医用防护服上市
本报记者 李佳霖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医用防护服等防疫物资需求量猛
增。为此，北京市药监局、市科委等部门紧急启动“可重复使
用医用防护服”
科研攻关项目，
以缓解一次性医用防护服消耗
量大、生产周期长等供应紧张情况，并降低医疗废物处理成
本。历时 68 天，北京邦维高科特种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的可重复使用医用防护服获北京市药监局颁发的二类医疗器
械注册证，
成为全国首款获批上市的同类产品。
检测结果显示，
本次获批的可重复使用医用防护服，
在断
裂强力、过滤效率、抗合成血液穿透、抗渗水性等关键性能检
测指标上，均高于医用一次性防护服国家标准；且在材料组
成、生产工艺、服装结构等方面存在创新，可满足重复性使用
要求。
“该产品具有 4 个特点：一是在材料组成方面，改变了传
统一次性医用防护服的单层无纺布覆膜材料，采用企业自主
研发的三层复合材料组成，满足耐洗涤性要求，抗破损能力
强；
二是在生产工艺方面，
改变了传统一次性医用防护服的一
次性不干胶贴工艺，
可保证在重复使用清洗后，
仍能达到密封
效果；
三是在服装结构方面，
改变了传统一次性医用防护服的
外贴条结构，
提高了产品整体的防护密合性；
四是在使用管理
方面，新增了专用洗涤次数记录标识，可追踪产品的使用情
况。
”
北京邦维高科特种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技术负责人王旭
光介绍，
该产品可供临床医务人员在接诊、转运、筛查、隔离等
工作中，
对具有潜在感染性的患者血液、体液、分泌物、空气中
的颗粒物等进行阻隔和防护。

借助中医提高免疫力，四点要牢记
本报记者 吴佳佳
中医药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如何利用中医药提高人体
免疫力？中医是怎样认识新冠病毒的？就
公众关注的问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
院主任医师齐文升为大家答疑解惑。
中医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对于普
通人来说，日常生活中，中医药可以提供哪
些提高免疫力的方法？
“平常要想让正气存内就要讲究平衡，
中
医认为免疫力是调整出来的，
不是补出来的，
上火了就需泻火，
有虚才能补，
只有阴阳平衡
才是正气存内的状态。”齐文升介绍，传染病
的发生具有 3 个要素：
一是传染源，二是传播
途径，三是易感人群。中医在传染病的预防
上重视内因，着眼易感人群调理其体质，使

身体正气存内，
就不易感染这些传染病。
怎样保持阴阳平衡，正气存内？中医认
为，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第一，顺应四时季
节气候变化。人的起居生活要与四季相适
应，要有适当有氧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及时
增减衣服。第二，要调节情绪。精神状态的
波动和变化会损伤到正气，影响人体免疫
力，因此要保持心态平和，避免负面情绪。
第三，节制饮食，即饮食要均衡，不能偏食无
度，尤其在夏季、冬季或者感冒时，要注意饮
食清淡、营养。第四，可以适当药物调理。
如果经过上述生活起居调理仍有不适，比如
上火、便秘、睡眠不好、乏力等，可通过中药
调理。
中医如何认识新冠肺炎？中医药在抗

击疫情中发挥了哪些作用？齐文升介绍，中
医认为新冠肺炎仍属瘟疫范畴，具有疫毒，
一般从口鼻而入，通过呼吸道侵入人体之
后，病人常见表现有发烧、咳嗽——这是肺
的症状，另外有腹泻、乏力——这是脾的症
状。国外新冠肺炎患者早期的症状之一是
嗅觉、味觉丧失。而嗅觉主要是肺开窍于
鼻，味觉主要是脾开窍于口——因此，中医
认为新冠肺炎病变部位仍在肺和脾。
“关于病变性质，我们通过临床观察和
总结认为，早期还是以湿毒为主，中期有化
热倾向，后期则耗伤正气。总括新冠肺炎的
整个病程，中医认为疫毒闭肺是它的核心病
机。”齐文升介绍，中医药在本次武汉新冠肺
炎患者救治中发挥了很好作用。以第一批

国家中医医疗队接管的武汉金银潭医院南
一病区为例，医疗队在黄璐琦院士带领下，
历时两个多月，一共治愈出院 140 名患者，
其中经中西医结合治疗出院的达 132 人。
与其他 7 个相似病区相比，南一病区死亡率
最低，激素使用率也最低——中医药的疗效
比较确切。
“中医讲用药如用兵，中医治疗新冠肺
炎不是某个单纯的作用与某个单纯的靶点，
中医讲究君臣配伍，整体布局。”齐文升说，
从新冠肺炎患者整个病程来看，早期要以祛
邪为主，到了中期清热化湿比较多，后期则
一般扶正较多。中医讲的是辨证论治，要根
据病人病情的演变具体情况来辨证施治，这
实际上就是中医的用药思路。

北京邦维高科特种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内，工
人在生产可重复使用的医用防护服。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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