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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工业化速度加快,受城市化、工业化的影响,城市河流受污
染比较严重,不利于我国城市的长期发展。所以国家提高了对城市水污染问题的重视,加强了治理手段,
要求对城市水污染问题采用科学、规范、有效的治理技术,恢复城市生态河流系统,建设良好的城市生态
环境。本文主要阐述导致城市河流污染的原因,分析城市河流污水治理技术和城市河流污水治理存在的
问题,希望为我国提高城市水污染治理技术水平提供建议,促进我国城市发展水平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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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technology of urban rivers
Yong Jiao
Jiaxing Green Shield Registered Safety Engineer Firm Co., Ltd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speed up,
influenced by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urban rivers are seriously polluted,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China's cities. Therefore, the state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of
urban water pollution, strengthened the means of treatment, and required the use of scientific, standardized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technology for urban water pollution, so as to restore the urban ecological river system and
build a good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mainly expounds the causes of urban river pollution,
analyzes the technology and problems of urban river sewage treatment, hoping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technical level of urban water pollution treatment and promote the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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