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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污水的治理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本文通过对现阶段
我国农村的污水排放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并结合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对农村污水管网的设
计进行了总结,希望能够有效解决现存的农村污水治理问题,进一步促进城乡共同发展的生态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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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分散处理污水模式。上文中提到,
集中处理污水的方式适用于平原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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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对于那些处在山区或者是地形不
平坦地区的农村就不太使用了,因为地
形的问题会导致污水无法集中,所以这
种情况下就可以选择分散处理的方式。
针对不同的农村地形地貌进行分析和研
究,划分出切合实际的区块,将污水进行
分区处理,这种方式也能够降低一定的
[3]
污水处理成本 。

4 农村污水管网设计难点及要点
4.1难点。由于大多数的农村没有总
体建设上的规划,导致农村的污水管网
设计上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为后续的环
境改善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而且农村
居民的居住范围过于分散,再加上地形
不平坦等问题,造成了污水管网的铺设
困难。现阶段我国农村地区的道路得到
了硬化改造,但是大部分道路的建设过
程中并没有考虑到后续的污水管网等设
施的铺设问题,由于没有预留出管道空
间,导致后期出现建好重挖、挖好在建的
情况,造成了资金的严重浪费。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农村的污水管网
设计中出现了如下难点,首先是农村居住
点过于无序和分散,污水的排放面广,导
致对其的收集非常困难,加大了管网铺设
[4]
资金的投入。其次是污水流量不够稳定 ,

变化系数过大,这就为官网的流量设计带
来困难,如果设计过小,那么污水流量的
不确定性会对管线带来很大的冲击,导致
负荷过大,甚至产生外溢的现象,如果设
计偏大又容易出现管内流速过低,从而造
成悬浮物沉积的情况,而且加大管径还会
浪费一定的资金成本。
4.2要点。针对上述的农村污水管网
设计难点本文提出了如下需要注意的事
项：(1)污水排放系统地规划需要科学、
合理的进行,一定要结合农村的实际地
形来确定污水的具体排放方向；(2)新
的污水排放系统需要与现有的设施相
结合,对排水系统地设计方案进行全面
的优化和分析,从而提出最切合实际、
低成本的污水排放系统设计方案；(3)
污水排放干管的埋设位置及其走向需
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结合该地区未来
的用地规划进行铺设,避免对农田、道
路等设施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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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管材的选用要点。(1)由于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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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速度,避免工期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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