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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当然对于水资源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但是我国的水资源是非常紧缺的，所以我

们要做到节约用水，还要实现污水的循环利用，把水资源循环使用作为工作的重心。针对这一问题的存在，本文认

为可以利用一定的水处理技术将那些污水转化成生活用水或者是工业用水，这样可以有力的保护淡水资源的消耗，

使水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有力地缓解水资源短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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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些年来的不断努力，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是

相当迅速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环境受到

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水资源这方面受到了严重的

污染。加强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刻不容缓，还要加强技

术手段对这些污水的处理，这样就可以进行循环使用，

还能够减少很多水资源的消耗，同时也能够很好地保

证节能工作。所以说水处理技术要利用相关的技术手

段对污水进行净化，这样水处理技术在我国才有一个

更好的发展趋势。

1 环境工程污水处理的特点和意义

1.1 城市环境工程污水处理的特点

一是净化污水成本高，污水处理需要更多的基础

设施，污水处理厂占用空间大，净化废水经济成本小，

污水的处理效果好。在污水处理中，有关人员就可以

依照污水的具体情况履行必要的处理职能。此外，还

应考虑城市的特点，如城市人口、城市人口的用水量、

城市地理环境等，以帮助废水处理，减少资本支出。[1]

1.2 保障环境工程工作的顺利实施

环境工程是采取科学高效的处理手段，实现生态

环境平衡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城市污水作为城市生态

环境的污染源之一，是环境保护中需要解决的重点问

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严重影响城市生态环境的和谐

发展。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污水处理工作是否妥当，从

某种程度上来说，标志着城市发展的文明程度，也代

表着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自觉程度。人类的生存发展

必须依托于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水资源，而环境

工程能够促进人与自然的友好相处，提升人们的生活

质量。城市污水处理工作标志着环境工程工作的落实

程度。[2]

1.3 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城市污水处理应秉持两大原则：一是避免污染环

境；二是变废为宝，实现二次循环利用，节约水资源

的严重内耗。城市污水处理需要经过多次净化和提纯

等工序才能达到二次循环利用的标准。我国用水量日

渐提升，水资源是地球和大自然的馈赠，是人类民生

发展的根本。近年来，国民素质逐渐提升，人们越来

越关注水资源短缺问题，节约用水和保护水质的意识

进一步提升。因此，我们应更加注重水资源的循环利

用，城市污水可以作为循环用水的切入点，利用化学、

物理等处理方法，实现水资源的二次利用，杜绝水质

之间的交叉污染，降低水资源内耗。[3]

1.4 有利于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环境工程污染治理的关键是污染源的治理，污水

处理要从源头上控制，污水是环境污染源，污水通常

来自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但很少有公司直接进行污

水处理，因为污水处理成本高，企业不投资及逆行相

关设备或设施的采购。[4]

2 环境工程污水处理现存问题

2.1 污水处理能力有待加强

我国的环境工程污水处理技术发展迅速，但由于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步，污水处理能力跟不上时代脚

步，污水处理量正在不断增加，因此需要结合年度城

市污水排放分析，进而在最大程度上提升污水处理水

平。我国污水处理能力年均增加 24亿立方米，处理能

力年均增加 3亿立方米，排放量的增加使处理能力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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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满足需求，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的污水处理能力

相对薄弱。[5]

2.2 污水处理资金存在短缺

处理技术和能力的发展需要资金保障，污水处理

业务的运营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在污水处理业务中，

完全处理 1立方米污水的成本约为 2000元。正常情况

下，这笔费用由国家政府承担，但由于经济的快速发

展和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国家财力无法持续

满足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需要，环境工程污水处理设

施也较为落后，处理资金无法满足要求。[6]

2.3 污水处理工艺需要提升

当前阶段，大多数地区都在采用传统的环境工程

废水处理工艺，传统工艺有其自身的优势，但其效率

和质量无法满足现代发展的需求。

首先是污水处理工艺只能达到国家颁布的最低标

准，一些公司认为满足最低标准就足够了，但污水处理

质量恶化，无法形成良性循环，不利于未来发展。其次，

污水处理工艺需要革新，因为当前的处理技术不足以满

足污水处理需求。[7]

2.4 缺少专业人才

污水处理环境工程需要专门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支

持，但当前处理污水的专家很少，污水处理工艺相对

落后。在城市污水处理人员专业性能够满足要求的情

况下，便能够按照不同的城市制定合理的处理方案，

当遇到污水处理问题时，专家也能及时提出有效的处

理措施。当前，在小城镇，污水处理人员仍沿用传统

的处理方案和技术，专业能力不足，由于污水处理人

员的专业知识，落后的管理理念也与污水处理的有效

性有关，专业性欠缺导致城市污水处理效果不佳。针

对这种情况，污水处理厂将对员工进行专门培训，不

断进行新技术的引进，合理利用人力资源，处理人力

资源问题，在最大程度上提升污水处理效率和质量。[8]

3 环境工程污水处理新技术的应用

3.1 绿色氧化的技术

简单来说，绿色氧化的技术就是借助一些化学反

应对这些污水进行绿色处理。在一些工厂，这些污水

随处可见，他们大多是利用生物氧化或者是化学氧化

来进行污水处理的，通过这些手段来处理这些废水既

可以进行污水处理，也不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影响。

其中能有良好的效果主要是因为这项技术当中含有比

较高级的氧化技术、电催化氧化法和超临界水氧化法，

这就为我们对污水的处理带来了非常多的便利，也受

到了人们很大的关注和欢迎。[9]

3.2 生物凝絮的技术

生物絮凝这项技术主要是根据生物凝絮的原理来

降解污水中的一些有害物质，是通过降解来改变水质

从而净化水源的。在使用生物絮凝技术的时候也少不

了对生物絮凝剂的添加，因为它可以很好地改善水质，

达到污水处理的目的。生物絮凝剂能有这样好的效果，

主要是因为它是有微生物产生的，当液体当中存在一

些非常不容易降解的固体的时候，通过絮凝剂的添加，

可以使这些悬浮颗粒凝聚、沉淀，从而达到降解，轻

松进行水处理的目的。像这类絮凝剂也得到了人们广

泛的使用，主要是因为它们物美价廉并且高效无毒，

也不会对水资源造成污染，所以说人们对日常生活中

饮用水的处理也通常会使用这种方法。所以说，生物

絮凝剂是非常好的功能性材料，与我国提出的可持续

发展理念相一致。为此，我国技术人员经过不断的努

力进行探究和创新，根据一些具有絮凝性状的微生物

种类研究出来了多种多样的生物絮凝剂，这样就可以

根据水质的不同而做出更好的水质处理了。[10]

3.3 生物膜处理技术

在我国的污水处理技术中，经常会使用活性泥浆

处理技术，该技术操作容易，性能较好。但是，该技

术也存在一些明显缺点，即处理效果有限，对副作用

的抵抗力相对较低。生物膜技术能够有效解决有机土

壤技术的局限性。生物膜技术具有以下几方面优点：

一是废水处理效率高，可同时处理大量废水。二是在

运用阶段非常稳定，并且它具有很高的抗冲击性。三

是可与微生物技术结合，消除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

可转化为环保物质。[11]

3.4 等离子技术

在环境工程污水处理阶段，许多污水处理技术都

会被温度和环境等方面所影响，但等离子体技术除外，

即便是寒冷地区也可以分离污水污染物。事实上，当

温度比 13℃还低时，活性污泥处理技术的效果也将大

打折扣，而当温度将近为 0℃时，处理效果也会等同于

零。而等离子技术就算是在低温下也可以实现污水处

理，即使在水温接近 0℃时也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另外，

等离子技术可以处理所有的污水体，同时可以利用设备

单一控制进行控制，明显提升了污水处理有效性。[12]

3.5 AB污染去除工艺

这一技术利用生物降解清洁污水，当下，这项技

术是相对较新的，更是一种活性泥处理技术。这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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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可以把污水分批处理，并把其分成不同的部分，每

个部分都可以处理污水。一般情况下，污水还应在第

一部分接入吸附罐，沉淀之后污水被带到第二级处理

部分，在第三级部分分离回收。该技术可以在短时间

内去除杂质和淤泥，并且可以提高污水的 pH值，降低

污水中有害物质对水源的影响，并且不用投入太多的

成本，在小城镇可以积极使用。[13]

4 环境工程废水处理措施

4.1 健全污水管网配套设施

除了污水处理工程的场地设计，污水处理环境工

程还需要设计城市管网，保证管网配套设备满足新技

术的需求也很重要，以使更多的污水得到妥善处理。

一个处理项目的最大作用就是妥善处理附近所有的污

水。我们应首先分析城市存在的明显水污染问题，其

次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应对手段，确保当

前污染项目处理的顺利进行。[14]

4.2 改进废水处理系统

水资源是无法再生的资源，处理后的废水利用就

是我们现在要做的重要一步。这一环节应该注意的就

是，在提高复用效率的基础上保证安全。因此，提高

污水处理有效性，健全污水处理系统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要引导人们对再生水有一个很好的认识，使人们

不反对或拒绝使用再生水，保证污水的连续使用，使

用在植物灌溉、工业用水上，保证其起到最好的使用

效果。

4.3 污水处理新技术的应用

当下，中国科技进步很快，污水处理技术也得到

了明显的发展。矿物处理技术、光催化技术、声能处

理技术和膜生物处理技术等对污水处理的效果都很好，

重要的是还要提升污水处理有效性，还应避免废水肆

意排放。[15]

4.4 强化资金支持

相关部门对城市污水处理给予了一定的资金支持，

但是单方面的支持有限，面对日益严重的污水问题，

可开展污水处理公益募捐活动，减轻财政压力，倡导

人们节约用水，保护环境，一举两得。城市污水可采

用不同设备进行净化，减少化学手段处理的气体排放。

可购买全新的先进设备，减小老旧设备的噪声污染，

提升污水处理效率，减少污水排放量，从而解决污水

处理的难题，减少生态污染，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

4.5 发挥监督功能

城市污水大多被排放至大自然中，和雨水形成混

流，产生此问题的原因除了资金、技术方面的限制因

素以外，还有监督不力的责任。监督人员应不定时地

对区域环境进行抽查，发现问题立即纠正，并传播污

水处理知识，树立环境保护意识，使城市污水排放有

序进行，做好污水处理工作，形成良性循环，促进城

市文明和环境和谐发展。

5 结语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想要往好的方面发展，必定

少不了能源的消耗，虽然消耗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可

以减少能源的消耗，那就可以利用我国新型的水处理

技术来处理污水，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减少污水的存在，

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虽然说这项技术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但是还需要不断的创新和开发，提高水处理的效率

和质量，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水处理技术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1]　许丽 ,姚淑娣 ,罗亚飞 .环境工程污水处理的主要
技术分析 [J].中国战略新兴产业 ,2019(02):97-98.
[2]　张永强 ,张港 .超滤膜技术在环境工程水处理中的
应用分析 [J].绿色科技 ,2019(02):80-81.
[3]　高小龙 ,马红艳 .城市污水处理在环境工程中的问
题解析 [J].工程建设与设计，2019(02):158-159.
[4]　曾伟昌 ,周学敏 .环境工程污水处理中等离子体技
术的运用 [J].中国资源综合利用 ,2017,34(10):170.
[5]　孙轶刚 ,项林 ,王栋 ,等 .环保工程的污水处理思
路探讨 [J].资源节约与环保 ,2015(05):155-156.
[6]　苏欣 ,张益晰 ,王栋 .城市污水再生回用系统布局
规划研究 [J].天津 :天津大学 ,2016(18):99-100.
[7]　张序伦 ,马红艳 .城市环境工程污水治理策略研究
[J].住宅与房地产 ,2019(06):227.
[8]　许丽 ,邱庆奎 .环境工程污水处理的主要技术分析
[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上旬刊 ),2019,38(02):97-98.
[9]　罗艳秋 .环境工程中城市污水处理技术措施探析
[J].技术与市场 ,2019,26(01):136-137. 
[10]　巩瑞 ,李丁一 .城市环境工程污水治理策略研究 [J].
化工管理 ,2018(33):167-168. 
[11]　原文琪 .环境工程中城市污水处理技术 [J].环境
与发展 ,2018,30(10):95-96.
[12]　江华锋 .环境工程中城市污水处理存在的问题及
优化对策 [J].中国资源综合利用 ,2019(07):39-41.
[13]　肖晓平 ,赵欢 ,毛哲林 ,等 .大中型医疗机构污水
处理设计及案例 [J].资源节约与环保 ,2016(09):101,103.
[14]　张艳波 .环境工程中城市污水处理技术的应用 [J].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 (电子版 ),2019(04):149.
[15]　王鑫 .环境工程污水处理的主要技术分析 [J].中
国战略新兴产业 ,2019(34):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