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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化工产业近些年来得到快速发展,但发展同时也要注意环境保护,做好自身的废水处理工作。本
文主要从环境工程化工企业废水处理的重要意义分析入手,探讨环境工程中化工企业废水处理技术的
应用要点,从而提高废水处理技术在化工企业的应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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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technology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hemical enterprises is
discussed
Dan Huang
Huank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Service Co., Ltd. Pingxiang, Jiangxi, China
[Abstract] The chemical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but it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do its own waste water treatmen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and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points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technology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o as to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level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technology in chemical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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