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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资源不仅关系到群众的生命安全,还关系到区域生态环境的稳定发展。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
带来世界范围内的环境问题也越来越明显,而水污染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虽然现阶段,生态环保工程
项目中的污水处理技术越来越重要,但不同污水处理技术的生态环保效益大相径庭。未来的发展中,污水
处理技术应朝着生态环保的方向迈进。基于此,文章就生态环境保护的污水处理问题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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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resources are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life safety of the people,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vironmental problems worldwide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and the problem of water pollution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Although the sewage treatment technology in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gineering project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t this stage,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different sewage treatment technologies are quite different.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sewage
treatment technology should move in the direction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sewage treatment problem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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