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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发展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水平虽然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严重
危害人们身体健康,不利于人类可持续性发展。尤其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以及生活污水的影响,城市河
道水环境生态问题越来越严重,造成赤潮、黑臭河道等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因此,要树立正确的
环境保护意识,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对城市河道水环境进行综合治理,优化城市生态环境,为人们
打造更加和谐美丽的生存环境。本文主要对城市河道水环境生态问题进行分析,并对河道水环境综合治
理原则和方法进行分析,旨在进一步提升城市河道水环境治理效果,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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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although people 's living standards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hich seriously
endangers people' s health and is not conducive to hum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pecial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domestic sewage, the problem of water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of urban river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causing red tide and black and smelly rivers, which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correct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conduct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the urban river water environment, optimize the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create a more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living environment for peopl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ecology of urban river water environment, and also analyzes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comprehensive
control of river water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ffect of urban river water environment
control and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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