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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乡村的经济也高速发展,村镇的污水处理就显得更加重要了。为了迎合我
国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对乡村的污水处理也逐渐重视。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小镇占全国的大部
分面积,在乡村污水的处理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有些村落连基础的环保设施都没有,污水的随意排放可
能会导致乡村环境的恶化,同时还会影响村民的正常生活。污水的合理处理,对水资源短缺问题也有着积
极的改善作用,所以让污水变得无污染、无害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就如何处理村镇小型化污水处理进行
了分析,对污水处理的条件、模式和技术进行简单的分析研究,希望能够引起相关人员的重视,做到减少
污水对村镇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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