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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尤其是水
污染。水资源是我国城镇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重要资源,污水处理是当今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内容。
通过污水处理,在实现水净化的基础上,创造良好的水环境。本文对环保水处理化学品和水处理技术进行
了简要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能为今后水资源的健康发展提供有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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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al progress, while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it also brings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specially water pollution. Water resources are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towns and people's lives in our country, and sewage
treatment is the key content of our country'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today. Through sewage treatment,
on the basis of realizing water purification, it can create a good water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briefly analyzes
environmental water treatment chemicals and water treatment technologie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hoping to provide effective help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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