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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环保意识在不断地增强。污水处理量增加的同时,污水处理的排放
标准也有所提高。近年来,我国污水处理设施的吨水能耗呈现上升的趋势。根据实际数据表明,在污水的
一级处理阶段、二级处理段和深度处理段的耗电量分别占19%、57%和16%,因此,需要重点关注风机和提
升泵在使用过程中的能源消耗问题,仔细的分析能够降低污水厂能源消耗和运行成本的途径,降低污水
厂的节能消耗。
[关键词] 污水处理厂；节能降耗；途径
中图分类号：Q938.1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n Energy Saving and Consumption Reduction Methods in Sewage Treatment Plant
Xu Deng
Jiangsu Zhongyi Huank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Co., Ltd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people'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With the increase of sewage treatment, the discharge standards of sewage treatment is also
improved. In recent years,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tons of water in Chinese sewage treatment
facilities is rising. According to the data, the power consumption in the primary treatment stage,
secondary treatment section and deep treatment sections accounts for 19%, 57% and 16% respectively.
Therefor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the fan and lifting pump need to be focused on. Careful analysis
can reduc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operation cost of the sewage plant and the energy saving
consumption of the sewage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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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工业行业、科技行业等都有了非常快速的发展,随之也就造成
了大量的能源消耗以及大量污染物质的排放,给我们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影响了环境的发展。
因此加强环保管理力度是解决目前环保问题,缓解环保压力的重要的措施。
[关键词] 高校：环保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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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a and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ongfeng Zhao1 Dongsheng Yuan2
1 Ulanqab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reau 2 Wulanchabu Medical College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dustr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developed
rapidly, causing a large amount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pollution emission, which brings great pressure to
ou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solve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blems and relieve
the environmental pressure.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ducatio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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