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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日益严峻的水环境污染问题,我国也加大了污水处理工作重视程度,然而受到缺乏水质特
性考虑、污水处理工艺落后、处理流程不够科学规范等因素影响,导致污水处理效果不够理想,还需要对
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结合实际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优化完善,并进一步提高污水治理效率与质量。本
文联系环保工程污水处理现状,从注意污水水质特点、选择合理处理工艺、灵活使用先进技术、优化工
程管理方式、污水回用等方面入手,提出几点有效的污水处理思路,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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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water environment pollution problem, China also increases the importance
of sewage treatment, but influenced by the factors of lacking water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backward sewage treatment
process and unscientific treatment process, the result of sewage treatment is not ideal,these problems need to be deeply
analyzed, and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optimize and improve,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sewage treatment.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jec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effective ideas for referenc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stewater quality, choosing reasonable treatment technology, using
advanced technology flexibly, optimizing project management mode and wastewater re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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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环保工程污水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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