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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随着水利水电工程的不断发展,水利施工区产生了大量的工业废水,在工业
废水处理过程当中产生了诸多问题。甚至有一些工业建造工程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环境问题。本
文就水利工程施工废水产生的环境问题,水利工程施工废水的处理办法以及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废水处
理的具体实践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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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 and practice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i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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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a large number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has been produced in the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area, and many problems have been raised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treatment. Even some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projects have brought about hug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s in the local are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wastewater, the treatment methods of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wastewater and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in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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