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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的工业也正快马加鞭地前进,订单量在逐渐增多,人们的生
活水平也在逐步提升。在以此得益的同时,这一系列的利益联系也增大了污水的产生量,目前污水处理成
为很多企业发展中的压力,如何在强化污水治理力度的同时,降低污水处理过程中废气对大气环境的影
响成为了重要的研究课题。并且在“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的环保意识下,我们更要对污水处理造成
的环境污染予以高度的重视。本文就浅谈污水处理过程中曝气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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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eration on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in sewage treatm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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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and economy, our industry is moving forward
rapidly, increasing our orders and improving our living standards. At the same time, this series of interest
connections have also increased the production volume of s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aeration on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during sewag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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