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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将城市公共厕所的工程建设水平和维护管养水平作为评价的主要

内容，根据综合评价得分和关键项得分确定评价等级，从而实现城市公共厕

所建设与管理的有机结合，达到“建管并重”，为公众提供设施完备、功能

齐全、管理有效、干净无味、运行良好的如厕环境。

根据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20−2021年中国城市环

境卫生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第五批）》（中环标﹝2021﹞26号)的要求，

《城市公共厕所等级评价标准》编制课题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

经验，参考 GB/T1.1-2009等有关标准规范，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

定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评价内容；3.评价方法；4.综合评

价及等级设置。

本标准由常州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心负责管理，由常州市环境卫生管理中

心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常州市

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后塘河路 1号；邮政编码：

213000)。
本标准主编单位：常州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心

本标准参编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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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城市公共厕所的建设和维护管理，评价城市公共厕所的

设施设备、卫生管理和日常运维等，提高我国城市公共厕所的设施和

管理水平，制定本标准。

1.0.1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编制的目的和意义。城市公共厕所是城市

基础设施的必要组成部分，城市公厕可方便人们生活、满足生理功能

需要，是收集、贮存和初步处理城市粪便的主要场所和设施，同时，

作为城市建筑的公厕设施本身也是人文景观之一。公厕的建设和管理

也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范城市公共厕所的评价，提

升建设标准和维护管养水平，意义重大。

1.0.2 本标准适用于独立式和附属式城市公共厕所的等级评价。本标

准所评价的城市公共厕所，工程建设标准应达到《城市公共厕所设计

标准》（CJJ 14）的要求。

1.0.2 本条明确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是指独立式和附属式城市公

共厕所，不包括活动式公共厕所。城市公共厕所等级评价对象包括环

卫公共厕所和社会对外开放公共厕所。本条文规定了所评价的城市公

共厕所设计及工程建设标准应达到的要求。

1.0.3 违反《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CJJ 14）第 4.2.7、4.5.4、5.0.11、
7.0.1条强制性条文要求的，一律不得参加城市公共厕所等级评价。

1.0.3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CJJ 14）第 4.2.7、4.5.4、5.0.11、

7.0.1 为强制性条文（4.2.7 固定式公共厕所应设置洗手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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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1 化粪池和贮粪池距离地

下取水构筑物不得小于 30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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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以上强制性条文要求的，一律不得参

加城市公共厕所等级评价。

1.0.4 对城市公共厕所进行评价时，除应执行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

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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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本标准涉及已有规范规定的内容，除必要的重申外，本标准

不再重复。因此，除执行本标准外，还需符合国家现行的相关标准的

规定。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

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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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价内容

2.0.1 城市公共厕所的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建设水平评价；

2 维护管养水平评价。

2.0.1 本条文规定了城市公共厕所等级评价的内容。

2.0.2 城市公共厕所工程建设水平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规划建设与设计，包括：项目建设依据、设计文件和

图纸、建筑风格、室内净高、大便厕位尺寸、管理间面积、工具

间面积、小便位间距、男女厕位比例、坐、蹲位比例等；

2 工程与设备，包括：儿童厕位、无障碍设施、洗手盆、冲水

方式、婴儿台、；紧急呼叫、供纸、扶手、挂钩、废弃物收容器、搁

物板（台）、洗手液、干手设备、面镜；

3 辅助设施，包括：消防设施、应急灯、空调（采暖、降温）、

休息设施、虫害防治、通风设施、除臭措施；

4 智能化与标识，包括：厕位信息指示、背景音乐、臭味浓度、

人数统计、公厕标志标识、外部指引、内部标识；

2.0.2 本条文规定了城市公共厕所工程建设水平的评价内容。

2.0.3 城市公共厕所维护管养水平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管理制度，包括：厕所编号、开放时间、人员信息、监督电

话、制度及标准、保洁记录、检查要求、记录要求、专人管理、着装

要求、上岗要求、行为要求、整洁要求、保洁工具配置、摆放要求、

易耗品补充、设施设备完好度；

2 日常运维，包括：异味控制、设施保洁、地面保洁、墙面保

洁、角落清洁、虫害治理、消毒、清掏作业、废弃物容器清理、疫情

防控及应急管理、应急处理要求；

3 设施维护，包括：污损及修复、便器维护、洗手盆维护、配

件维护、标牌维护、废弃物容器维护、设施安全；

4 便民措施，包括：便民要求、综合印象；

2.0.3 本条文规定了城市公共厕所维护管养水平的评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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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方法

3.1 一般规定

3.1.1 城市公共厕所等级评价采用现场核查和查阅资料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评价。

3.1.1 本条文规定城市公共厕所等级评价既要进行现场核查，也要

进行资料评价，确保评价结果公正、真实、可信。

3.1.2 参与等级评价的城市公共厕所，应填写《城市公共厕所现场

评定基础信息统计表》（见附录A）

3.1.2 本条文规定了城市公共厕所必须填写《城市公共厕所现场评定

基础信息统计表》才能参与等级评定，《城市公共厕所现场评定基础

信息统计表》能够更系统的反映其工程建设水平，便于后续现场考核。

3.1.3 城市公共厕所等级评价应在对工程建设水平和维护管养水平

评价的基础上，将工程建设水平和维护管养水平评价得分之和作为城

市公共厕所综合评价得分。参与等级评价的城市公共厕所按表3.2.2

和表3.3.2进行打分。

3.1.3 本条文规定了城市公共厕所评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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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工程建设水平评价

3.2.1 被评价的城市公共厕所应至少提供下列文件:

1 能反映建设水平的规划、建设与设计相关资料；

2 工程与设备相关参数；

3 辅助设施设备情况；

4 智能化与标识等反应整体建设水平的设施设备；

3.2.1 本条文规定了参与等级评价的城市公共厕所评价时需要提供

的反映其工程建设水平的相关材料。

3.2.2 城市公共厕所的工程建设水平评价打分应按表3.2.2。

3.2.2 表 3.2.2 中设置了城市公共厕所的工程建设水平评价的重点

内容，并按照重要程度设定了分值，说明了每项的给分范围。表 3.2.2

各分项、子项评价内容和分值说明如下：

1.规划、建设与设计

1-1～1-2 建设项目必须有相应的建设依据，能够提供相应文本材

料。

1-3 建筑风格是指建筑设计中在内容和外貌方面所反映的特征，主

要在于建筑的平面布局、形态构成、艺术处理和手法运用等方面所显

示的独创和完美的意境。城市公共厕所的风格新颖、与周边环境协调

可作为得分项，是评价各类城市公共厕所等级的重要指标。与周边环

境相协调,也包括厕所选址不能对周边环境造成重大破坏，不能影响

居民正常生活，是否接到投诉是判断依据。

城市公共厕所的公开性是相对的，需要有相对应的私密空间来保

证如厕人的隐私需要。厕所内应分设男、女通道，在男、女进门处应

设视线屏蔽。城市公共厕所能保护隐私也作为评分的重要指标。

1-4～1-12 对公共厕所建筑设计的、室内高度、大小便厕位尺寸、

管理间面积、工具间面积、男女厕位比例、坐便器和厕位面积等提出

了具体要求。

1-13 悬挂式小便斗排水入墙不仅美观度提高，防止排水管道出现

“滴、漏”现象，同时打扫更便捷，防止卫生死角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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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与设备

2-1～2-14 城市公共厕所的工程与设备主要通过儿童厕位、无障碍

厕位、洗手盆、婴儿台等 14项内容的具体说明。

3.辅助设施

辅助设施包括消防设施、应急灯、空调、休息设施、虫害防治设施、

除臭设施等具体内容。厕所公共厕所设置独立式大便、小便厕位侧向

吸风口，可以有效的及时将臭气排出，确保厕所内无异味。距离地面

超过 1.5m，臭气收集效果会受影响。

4.智能化与标识

智能化与标识包括厕位信息指示、背景音乐、臭味浓度、用水量、

用电量、人数统计、公厕台账等内容。公厕智能化实现了对城市公共

厕所的精细化管理，使传统厕所具备即时感知、准确判断和精确执行

的能力，为人们提供优质、高端、舒适的服务，提升城市形象，可以

作为区分不同类别不同等级厕所的重要依据。

公厕标识包括标识牌图形、外部指引和内部标识。公厕标识的规

范化作为表现城市细节、折射城市文明水准、体现城市人文关怀的重

要体现。

公共厕所的标识应符合《公共信息图形符号》（GB/T 10001.1）

第 1 部分：通用符号表 1 通用图形符号规定和《环境卫生图形符号标

准 》（CJJ/T125）相关规定。主要标识包括男厕所标识、女厕所标

识、卫生间标识、冲水按钮、卫生纸、擦手纸、座便器垫圈纸、盥洗

间、感应出水、洗手液、干手器等；第三卫生间的标识符合《城市公

共厕所设计标准》CJJ 14 图 4.3.9 规定。

公共厕所外部指引标识应规范设置，清洁完好，指示清晰、路线

规划合理（与厕所的距离宜在 50～200 米），能通过连续指引的方式，

方便居民识别和寻找公厕。夜间开放的厕所，外部指引标识牌有主动

发光功能，更便捷的帮助居民在夜间找到公共厕所。

公共厕所内部标识的设置需位置合理、醒目，指示清晰，厕所门

牌设于厕间、管理间、工具间入口处；每个大便厕位门上设置坐蹲位

标识；厕所内设置安全警示和温馨提示牌，可以极大的减少一些意外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11782/37398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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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雨天和雪天要在明显处放置“小心地滑”黄色警示牌。设置

倡导文明如厕的宣传牌，也是厕所文化的体现，营造"明如厕"的良好

氛围，打造品质公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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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2城市公共厕所工程建设水平评价打分

序

号
分项名称

分项

总分

子项

编号
子项内容

子项

分值
子项评价内容及得分

子项实

际得分
备注

1
规划、建

设与设计
15

1-1 项目建设依据 1 有项目建设依据得 1 分，没有不得分。

1-2
设计文件、

图纸
0.5 有项目建设设计文件、图纸得 0.5 分，没有不得分。

1-3
建筑风格与隐

私保护
5

根据建筑外观、风格和与周边环境协调程度，以及厕所内部隐私保护酌

情给分，总分不超过 5 分。

1-4 室内净高 1
室内净高≥3.5m 的，得 1 分；室内净高≥3.0m 的，得 0.8 分；室内净高

≥2.2m 的，得 0.5 分；室内净高<2.2m 的，不得分。

1-5 大便厕位尺寸 1

宽度≥1m、深度≥1.5m(内开门)或 1.3m(外开门)的，得 1分；宽度≥0.9m、

深度≥1.4m(内开门)或 1.2m(外开门)的，得 0.8 分；宽度≥0.85m、深度

≥1.4m(内开门)或 1.2m(外开门)的，得 0.5 分。

1-6 管理间面积 1
管理间面积≥6㎡的，得 1 分；管理间面积≥4 ㎡的，得 0.8 分；管理间

<4 ㎡得 0.5 分；无管理间不得分。附属式公厕此项得 1分。

1-8 工具间面积 1
工具间面积≥2㎡的，得 1 分；工具间面积≥1 ㎡的，得 0.8 分；工具间

面积<1 ㎡的，得 0.5 分；无工具间但设置其他工具专用空间，得 0.3 分。

1-9 小便位间距 0.5 小便位间距≥0.8m 的，得 0.5 分；小便位间距≥0.7m 的，得 0.3 分。

1-10 男女厕位比例 1.5 男女厕位比≤2:3（含男用小便位），得 1.5 分；男女厕位比例≤1:1（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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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用小便位），得 1 分；男女厕位比例 ≤1:1（不含男用小便位），得

0.5 分；男女厕位比例 >1:1（不含男用小便位）不得分。

1-11 坐便器 1 男女厕间内分别设置≥1个坐便器得 1分。

1-12 厕位面积指标 1
厕位面积指标≥5㎡的，得 1 分；厕位面积指标≥3 ㎡的，得 0.8 分；厕

位面积指标≥2㎡的，得 0.5 分。

1-13 小便排水 0.5 悬挂式小便斗排水管入墙得 0.5 分，落地式小便斗不得分。

2
工程与

设备
15

2-1 儿童厕位 1.5

第三卫生间内设置儿童坐便器得 0.5 分。第三卫生间内设置儿童小便器

（可同时兼顾成人及无障碍功能）得 0.5 分。男厕间内设置儿童小便器

（可同时兼顾成人及无障碍功能）得 0.5 分。

2-2 无障碍设施 2.5

公厕设置无障碍通道得 1 分，第三卫生间（或无障碍卫生间）内设置无

障碍坐便位得 1 分，第三卫生间（或无障碍卫生间）内设置无障碍小便

位得 0.5 分。若无第三卫生间或无障碍卫生间，在男女厕间设置无障碍

坐便位得 0.5 分，在男厕间设置无障碍小便位得 0.5 分。

2-3 洗手盆 1.5
设有洗手盆得 0.5 分。有无障碍功能洗手盆，得 0.5 分。有儿童洗手盆，

得 0.5 分。

2-4 冲水方式 1
厕位（包括小便位）使用自动感应冲水方式的得 1 分；使用手动冲水方

式得 0.5 分；使用集中水箱自控冲水得 0.2 分。

2-5 婴儿台 0.5 第三卫生间或男女厕间内有婴儿台功能的多功能台，得 0.5 分；

2-6 紧急呼叫 0.5 第三卫生间内有紧急呼叫按钮且能正常使用得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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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供纸 3
每个厕位免费提供手纸得 3 分；在公共区域免费提供手纸得 2 分；在公

共区域有偿提供手纸得 1 分。

2-8 扶手 0.5 每个大便厕位（包括第三卫生间）内设置扶手得 0.5 分。

2-9 挂钩 0.5 每个大便厕位（包括第三卫生间）内设置挂衣钩得 0.5 分。

2-10 废弃物收容器 0.5 每个大便厕位（包括第三卫生间）内设置废弃物容器得 0.5 分。

2-11 搁物板（台） 1 所有大便位设搁物板，得 0.5 分。所有小便位设搁物板，得 0.5 分。

2-12 洗手液 0.5 洗手台免费提供洗手液得 0.5 分。

2-13 干手设备 1 洗手区域设有烘手器或免费提供擦手纸得 1 分。

2-14 面镜 0.5 洗手区配置面镜，得 0.5 分。

3 辅助设施 10

3-1 消防设施 0.5
设有定期检查且功能正常的灭火器或其他消防设施，并有使用说明得 0.5

分。

3-2 应急灯 0.5 设有应急灯，得 0.5 分

3-3
空调（采暖、降

温）
2

厕间内设有空调得 1 分；厕间内没有空调但有其他降温取暖方式得 0.5

分。管理间内设有空调得 1 分,管理间内没有空调但有其他降温取暖方式

得 0.5 分。

3-4 休息设施 1 公共区域设置休息座椅、沙发等设施，得 1 分。

3-5 虫害防治 1 设置了纱窗得 0.5 分。设置杀虫设施（灭蝇灭虫）得 0.5 分。

3-6 通风设施 2
设置厕位侧向吸风（含小便厕位）得 2 分；设置厕位侧向吸风口（不含

小便厕位）得 1.5 分；设置集中机械通风设施的得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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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除臭措施 3
厕所配置臭气处理装置的得 3 分；厕所配置能喷洒除臭剂装置的得 2 分；

厕所配置其他除臭措施的得 1 分。

4
智能化与

标识
10

4-1 厕位信息指示 2 能在厕位上显示有无人得 1 分。能在公共区域显示有无人得 1 分。

4-2 背景音乐 1 有背景音乐且能正常播放得 1 分。

4-3 臭味浓度 1 能检测臭味浓度并能在公共区域显示得 1 分。

4-4 人数统计 1 有男女如厕人数统计得 1 分。

4-5 公厕标志标识 1 标识牌图形内容符合 GB/T 10001.1 的规定标准图案，得 1 分

4-6 外部指引 2
道路上公厕指示牌位置设置合理、醒目、连续性强，得 1 分。夜间开放

的厕所的标识牌有发光功能，得 1 分。

4-7 内部标识 2

厕所门牌设于厕间、管理间、工具间入口处，位置合理、醒目，指示清

晰，得 0.5 分。每个大便厕位门上设置坐蹲位标识，位置合理、内容清

晰，得 0.5 分。设置安全警示和温馨提示牌，内容准确、位置合理，得

0.5 分。设置倡导文明如厕的宣传牌，得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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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当使用本标准表3.2.2实际打分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依据资料信息或数据评价打分时,所依据的资料信息或数据

应经过核实,真实可靠;

2 各评价子项的实际得分不得高于表中所列的满分分值;

3 对于未达到满分水平而又无给分和扣分说明的子项,可根据评

价子项的实际水平由评价人员确定扣分;

4 若提供的资料或现场考察无法判断某项的水平,可将该子项分

值给予0分。

3.2.3 本条文是对表 3.2.2 的补充说明。

3.3 维护管养水平评价

3.3.1 被评价的城市公共厕所应至少提供下列文件:

1 管理制度及相关记录；

2 人员配备；

3 设备运行状况；

4 外部清洁卫生要求；

5 室内清洁卫生要求；

6 异味控制；

7 配套服务；

8 开放时间；

9 管理间要求；

10 便民要求。

3.3.1 本条文规定了城市公共厕所进行等级评价时所需要提供的反

映其维护管养水平相关材料。

3.3.2 城市公共厕所维护管养水平评价打分应按表3.3.2执行。

3.3.2 表 3.3.2 中设置了体现城市公共厕所的维护管养水平的重点

内容，并按照重要程度设定了分值，说明了每项的给分范围。表 3.3.2

各分项、子项评价内容和分值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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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厕管理

1-1～1-4 公厕外墙要规范设置标牌，内容包括公厕名称（编号）、

保洁员信息、管理单位、投诉监督电话、开放时间等。

1-5～1-9 公厕要建立运行管理制度，并在明显位置处公示管理制

度和保洁标准。能提供相关体现维护管养水平的记录，包括:保洁记

录台账、检查或考评记录台账、厕所业务资料等。

1-10～1-16 对保洁人员日常行为要求。

1-17 对公共厕所内部设施设备整体完好度的要求。

2.日常运维

2-1～2-9 对公厕日常清洁要求，公厕清洁应包括门窗、灯罩、洗

漱台以及墙面污迹等的擦洗，蜘蛛网的清除，公厕周边垃圾的清理，

化粪池的检查，蹲位槽沟尿垢的清除等。化粪池定期清掏要有清掏记

录。污水直排（无化粪池）是指公厕粪便污水经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

直接排放，现场打分时，对公厕粪便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需符合要求

并确保正常运行。保洁作业时间内，公厕保洁员要做到厕所随用随检

查，保证厕所随时清洁；清理垃圾纸篓（不超过垃圾篓的 2/3）、添

加厕纸、公厕内部地面（坑位）干净整洁，无污水污迹，随时检查洗

手液、蚊香、消毒液等耗材是否充足，并及时补充。

2-10～2-11 公厕要建立疫情防控和应急管理制度。

疫情期间的开放时间要在公厕外墙上明示。

设置场所消毒，公共厕所消毒平时要求如下：一类、二类公共厕

所坐便器、扶手、洗手器消毒应每日不少于 4 次 ，龙头、烘手器、

通风口等处的消毒每日不少于 3 次；三类公共厕所坐便器、扶手、洗

手器消毒应每日不少于 3 次，龙头、烘手器、通风口等处的消毒每日

不少于 2 次；疫情期间要增加消毒次数。消毒作业前要对工作人员进

行培训，作业前带好口罩。消毒剂要符合 GB27948 和 GB27952 的规定。

消毒作业时厕所要暂停公厕服务。同时消毒作业人员要做好消毒记

录。

公厕要设置废弃口罩回收处，涉疫区废物要专门收集处理。

疫情期间，保洁员对如厕人员要进行体温测量，查看健康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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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记录。

公共厕所要制定应急预案，包括恶劣天气应对要求、维修要求、

突发情况（断水、断电等）及其他。

3.设施维护

3-1～3-7 公厕应建立、健全维护管理制度，运行管理单位制定维

护计划并组织实施。

3-8 运行管理单位应建立健全安全责任制，定期检查安全工作，做

好记录，消除安全事故隐患。

4.综合得分

4-1 厕所能够根据实际使用需求提供便民服务和信息化服务等个

性化服务，包括便民服务箱、物品售卖、物品寄存、手机充电站、宣

传资料、擦鞋器、轮椅租借、婴儿车租借、拐杖租借、免费图书、雨

具、免费 WiFi、厕所电子评价设施和其他便民项目等。

4-2 城市公共厕所综合环境可以通过干净卫生、功能完善、美观雅

致、群众满意等方面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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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2 城市公共厕所维护管养水平评价打分

序

号

分项名

称

分项

总分

子项

编号
子项内容

子项

分值
子项评价内容及得分

子项实

际得分
备注

1
公厕

管理
20

1-1 编号 1 有厕所编号位置合理得 1分。

1-2 开放时间 3
公厕 24 小时开放得 3 分；公厕 16 小时开放且有开放时间公示得 2分；公

厕 8 小时以上开放且有开放时间公示得 1 分。

1-3 人员信息 1 有保洁人员信息公示，位置合理得 1 分。

1-4 监督电话 1 有监督电话公示，且开放时间内能够接通，位置合理得 1分。

1-5 制度及标准 1 有管理制度和保洁标准公示，位置合理得 1分。

1-6 保洁记录 1 有保洁记录公示且有保洁记录台账的得 1 分。

1-7 检查要求 1 有检查或考评记录且有相关台账的得 1分。

1-8 记录要求 1 有厕所业务资料得 1分。

1-9 专人管理 2
设有专人管理且开放时间人员在岗得 2分。有定时有流动清扫能在保洁记

录中体现得 1 分。

1-10 着装要求 0.5 保洁人员按规定着装得 0.5 分。

1-11 上岗要求 0.5 保洁人员佩戴胸卡或工作证上岗得 0.5 分。

1-12 行为要求 1
工作期间注重行为管理，保持良好的工作形象，并能提供基本的问询服务

得 1 分。

1-13 整洁要求 1 管理间、工具间（或工具柜）整洁有序得 1分。

1-14 保洁工具配置 2 有扫帚、簸箕、拖把、毛巾、地板刷、玻璃刮刀、垃圾袋、清洗用品、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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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用品、黄色告示牌等有 8种及以上的得 2 分；有 5种及以上的得 1.5 分；

有 3 种及以上的得 0.5 分。

1-15 摆放要求 1
保洁工具统一摆放在工具间或规定区域内，不出现在服务区可视范围内得

1分。

1-16 易耗品补充 1 手纸、洗手液等易耗品补充及时得 1 分，发现一处不补充减 0.5 分。

1-17 设施设备完好度 1 设备完好得 1 分，设施设备出现缺损、功能丧失，每处扣 0.2 分。

2
日常

运维
15

2-1 异味控制 3
厕所通风良好，基本无异味得 3 分；厕所通风较好，勉强能感觉到异味得

2分；厕所通风条件不好，有明显异味得 1分。

2-2 设施保洁 3

隔断板（墙）、搁物板（台）、扶手、烘手器、灯具、开关、呼叫器、手

纸盒、坐垫纸盒、挂衣钩、面镜、台面、洗手液容器、洗手盆、水龙头、

便器及其触发装置等保持洁净，无污垢的得 3 分，每发现一处污垢减 0.5

分

2-3 地面保洁 1
厕所内地面能够保持洁净没有废弃物、水迹、尿渍、污垢、杂物、冰雪的

得 1 分，每发现一处上述情况扣 0.5 分

2-4 墙面保洁 1 卫生间内外墙体、内外房顶整洁、无破损、无乱贴乱写乱画现象得 1 分

2-5 角落清洁 1
墙角、门窗（含天窗）、门帘、窗帘、窗台、屋檐等角落应保持洁净，无

卫生死角得 1 分

2-6 虫害治理 1 厕所内无蚊子、苍蝇、蟑螂、老鼠等虫害现象得 1 分

2-7 消毒 1 公共厕所每日全面消毒且有消毒记录的得 1分。

2-8 清掏作业 1 化粪池定期清掏且有清掏记录的得 1 分。污水直排（无化粪池）的此项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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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

2-9 废弃物容器清理 1 内部垃圾不超过二分之一容量得 1分；废弃物容量不超过上限得 0.5 分。

2-10
疫情防控及应急

管理
1

有疫情期间管理制度及开放时间要求；设置场所消毒、废弃口罩回收、涉

疫区废物专门收集处理设施、温度测量等相应疫情防控措施的得 1分。每

缺一项扣 0.5 分。

2-11 应急处理要求 1
有恶劣天气应急预案的得 0.5 分；有突发情况（如断水、断电、集会等）

应急预案的得 0.5 分。

3
设施

维护
9

3-1 污损及修复 3

厕所建筑表面及其设施上没有任何乱刻、乱写、乱画、熏烫、污迹残标以

及修复痕迹得 3分；厕所建筑表面及其设施上有修复痕迹但修复后与原材

质色泽相似、 整体协调得 2分；厕所建筑表面及其设施上有修复痕迹但修

复后与原材质色泽不相似得 1分。

3-2 便器维护 1 便器及其配套冲水设施无损坏得 1分。

3-3 洗手盆维护 1 洗手盆及水龙头无损坏得 1 分。

3-4 配件维护 1

隔断板（墙）、搁物板（台）、无障碍设施、烘手器、灯具、开关、呼叫

器、扶手、手纸盒、坐垫纸盒、挂衣钩、面镜、台面等安装稳固、维护完

好，无破损现象，每发现一处不符合要求减 0.1 分

3-5 标牌维护 1 标识标牌无损坏、脱落、老化、掉色等现象，发现一处不合格减 0.2 分

3-6 废弃物容器维护 1 废弃物收容器无破损现象，发现一处不合格减 0.2 分

3-7 设施安全 1
厕所内无安全隐患，若有设施损坏导致停用现象或正在清扫时，应有醒目

的提醒标识和围挡得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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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

得分
6

4-1 便民要求 3
厕所能够根据实际使用需求提供便民服务和信息化服务等个性化服务，满

分 3 分。

4-2 综合印象 3 城市公共厕所综合环境良好 3分；城市公共厕所综合环境一般 0~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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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当使用本标准表3.3.2实际打分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依据资料信息或数据评价打分时,所依据的资料信息或数据

应经过核实,真实可靠;

2 各评价子项的实际得分不得高于表中所列的满分分值;

3 对于未达到满分水平而又无给分和扣分说明的子项,可根据评

价子项的实际水平由评价人员确定扣分;

4 若提供的资料或现场考察无法判断某项的水平,可将该子项分

值给予0分。

3.3.3 本条文是对表 3.3.2 的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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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评价与等级设置

4.0.1 城市公共厕所等级评价综合得分应为工程建设水平评价得分

和维护管养水平评价得分之和，总分为100分，其中工程建设水平评

价满分50分，维护管养水平评价满分50分。

4.0.1 本条规定城市公共厕所等级评价综合得分的分值组成。

4.0.2 城市公共厕所的划分为4个等级，由高到低依次分为AAA级、

AA级、A级和B级。

4.0.2 本条规定了城市公共厕所等级评价的级别设置。

4.0.3 城市公共厕所评级应同时依据综合评价得分和关键项评价得

分，并符合表4.0.3的规定。综合评价得分达到表4.0.3要求的分值，但

表4.0.3中任一关键项分数未达到该等级要求的分值的，则按关键项达

到的级别评定。

4.0.3 城市公共厕所等级划分表

城市公共

厕所等级
AAA级 AA级 A级 B级

综合评价得分 M≥85 75≤M<85 65≤M<75 55≤M<65

所需关

键项评

价得分

表3.3.2中2-1

异味控制得分
3 3 2 1

表3.2.2中3-7

除臭设施得分
3 3 2 1

表3.3.2中1-2

开放时间得分
3 3 2 1

建设水平

评价得分
≥40 ≥35 ≥30 ≥25

管理水平

评价得分
≥40 ≥35 ≥3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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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 本条给出了城市公共厕所等级评价每个等级对应的分值。关

键项对于城市公共厕所的建设和维护管养是至关重要的，关键项分值

达不到要求会直接影响公厕的建设水平和维护管养质量，因此对不同

类别等级的城市公共厕所不只要求综合评价得分达到分值要求，而且

关键项得分也要达到表 4.0.3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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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城市公共厕所现场评定基础信息统计

单位/区域 申报等级

地址/编号 评定等级

项目建设依据

（有/无）

设计文件、图纸

（有/无）
室内净高（米）

除臭设施 大便间尺寸（m） 管理间面积（㎡）

工具间面积（㎡） 小便位间距（m） 男小便位个数（个）

男大便位个数（个） 女厕位个数（个） 男女厕位比例

男厕坐便器（个） 女厕坐便器（个） 小便位排水入墙（是/否）

第三卫生间内儿童

坐便器（有/无）

第三卫生间内儿童

小便器（有/无）

第三卫生间内无障碍坐便

位（有/无）

第三卫生间内无障

碍小便位（有/无）

紧急呼叫按钮

（有/无）

婴儿台

（有/无）

男厕间内儿童小便

位（有/无）

厕间内无障碍大便

位（有/无）

厕间内无障碍小便位（有/

无）

无障碍通道（有/无） 无障碍洗手盆（个） 成人洗手盆（个）

儿童洗手盆（个） 大便位冲水方式 小便位冲水方式

免费供纸

（有/无）

有偿供纸

（有/无）

厕位扶手

（有/无）

挂钩

（有/无）

废弃物容器

（有/无）

大便位搁物板

（有/无）

小便位搁物板

（有/无）
洗手液（有/无）

免费擦手纸

（有/无）

烘手器（有/无） 面镜（有/无） 消防设施（有/无）

应急灯（有/无）
管理间空调

（有/无）
厕间空调（有/无）

休息设施（有/无） 纱窗（有/无） 杀虫设施（有/无）

厕位吸风口（有/无） 集中通风（有/无） 除臭设施

厕位信息指示（有/

无）
背景音乐（有/无） 臭味浓度（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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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统计（有/无）
标识符合规范

（是/否）

外部指引

（有/无）

夜间灯光（有/无）
内部标识

（有/无）
坐蹲标识（有/无）

安全警示（有/无） 文明宣传（有/无）

厕所编号（有/无） 开放时间 保洁人员信息（有/无）

保洁制度公示

（有/无）

保洁记录

（有/无）

考评记录台账

（有/无）

业务资料（有/无） 监督电话（有/无） 专人管理（是/否）

统一着装（是/否） 工作证（有/无） 保洁工具（种）

便民服务

便民服务箱□物品售卖□物品寄存□手机充电站□宣传资料□擦鞋器□轮椅租借□

婴儿车租借□拐杖租借□免费图书□雨具□免费 WiFi□厕所电子评价设施□其他便

民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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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允许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

按……执行”或“应符合……的规定（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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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装配式整体卫生间应用技术标准》JGJ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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