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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生产生活用水,但随之而来的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困扰着越来越多国家。虽
然目前城镇污水实现基本进厂,但是其中污泥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处理和解决。基于此,本文旨在探索水
污染问题中对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问题,希望以此推动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技术的发展和处理质量,为减
少二次污染,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增长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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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production and domestic water, but the resulting
water environment pollution problem is increasingly troubling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At present, urban
sewage has basically entered the factory, but the sludge problem still needs to be further treated and solved.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problem of sewage treatment plant sludge treatment in water
pollution problems, hoping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treatment quality of our country's technology in
this area, and help to reduce secondary pollution and achiev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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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其营养程度。污泥降解及污泥腐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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