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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黑臭水体治理中排水管网面临的挑战和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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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而管网建设及管护中的问题,往往是黑臭水体
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理清城市黑臭水体与排水管网之间的关系,识别排水管网现存的普遍问
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管网规划设计、建设施工、管理维护,长效运营等方面的措施,将有助于做好城市
黑臭水体治理工作。
[关键词] 黑臭水体；排水管网；治理措施
中图分类号：X52 文献标识码：A

Challenges and Treatment Measures on Drainage Pipeline Network of Urban Black and Odorous Water
Bodies Governance
Yun Tian
Chongqing Nanping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Cluster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Center Nan'an District
[Abstract] The treatment of urban black and odorous water bodies is a long-term and systematic project, and
th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pipe network are often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production of black and odorous water bodies.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 black and
smelly water body and the drainage pipe network, identifies the existing common problems of the drainage pipe
network, and proposes targeted measures for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the pipe network,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and long-term operation. All of these will help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treatment of urban black and odorous water 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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