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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市政工程中,污水处理属于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否做好污水处理工作直接关系到城市建
设。本文从市政污水处理及回收利用的积极意义分析入手,对市政污水处理工艺和市政污水回用技术进
行具体分析,以期为市政部门做好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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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unicipal engineering, sewage treatment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whether to do a good job of
sewage treatment is directly related to urban construction. In this paper,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municipal sewage treatment and recycling, the municipal sewage treatment process and municipal
sewage recycling technology are analyzed in detail,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municipal departments to
do a good job in relate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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