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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环境工程污水处理工作开展时,为合理应用膜生物反应技术,则需要契合生活废水、工业污
水的处理工作需求,采取最佳的膜生物反应技术,如气浮工艺技术、组合处理技术、曝气生物滤池技术、
动态内循环技术等。本文就环境工程污水处理中,膜生物反应技术的应用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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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embrane Bio-reaction Technology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ewag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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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the moder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ewage treatment work is carried out, in order to
reasonably apply the membrane biological reaction techn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treatment
of domestic wastewater and industrial sewage, and adopt the best membrane biological reaction technology,
such as air flotation technology and combined treatment technology, biological aerated filter technology,
dynamic internal circulation technology, etc.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membrane
biological reaction technology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ewag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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