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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污水处理技术的适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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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当前农村水污染现状及农村生活污水排放的特点" 本文归纳了几种新型农村污水处理技术并对

其可行性进行分析" 对农村污水治理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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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多数农村没有排水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

农村生活污水随意排放#造成环境污染#影响居民的生

存环境和身体健康#制约农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不同于城市#农村污水在水质水量以及收集等方面有

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必须根据农村实际情况#综合考虑

每种技术的适用性选择污水处理方式(

$(农村污水处理特点

#Q#!水质特点

生活废水是农村污水的主要来源#各种污染物浓

度相对较低#其成分包含有机物&氮&磷及悬浮物等污

染物质#基本不含重金属和有毒物质#此外还包括一些

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可生化性好0#1

/厕所排放的污水

水质较差#但可以进入化粪池用作肥料/不同地区生活

习惯习俗&经济发展状况和发展潜力对水质有较大

影响(

#QJ!水量特点

农村居民居住分散#水量较小/居民生活很有规

律#具有早中晚不同时段相对集中排放的特点#而其他

时间的排放量小#特别是夜间#还可能发生断流现象#

水量变化系数大0J1

/水量受村镇的人口规模&生活条件

"给排水系统&水资源利用方式等$以及生活习惯等因

素直接影响0J5K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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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K!收集处理难度

我国农村污水处理难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

响0R1

!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经济承受能力

不同/农民知识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缺乏技术人员/污

水成分复杂#且各种污染物浓度相对较低#波动性很

大#难以正确评估生活污水的污染负荷及其昼夜&季节

性变化/不同地区自然生态条件"温度&雨量等$不同#

对处理工艺的选择有影响(

#QR!农村污水处理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污水处理模式主要包含两种!分散

处理模式和集中处理模式( 大多农村采用的是城镇的

排放标准#缺乏针对农村特点的排放标准( 农村污水

处理得不到有效解决#主要原因是!资金短缺/污水处

理技术的局限性/村民环保意识薄弱/相应政策以及监

管不足等(

#(不同农村污水处理技术特点

本文分析介绍了八种新型农村污水治理技术(

JQ#!分散处理模式

分散式处理主要是针对广大农村以及偏远地区#

受自然及排水收集管网缺乏的影响而采用的农村污水

处理模式( 其出水水质稳定#水资源回用可以缓解用

水紧张/施工简单#节约管网建设#运行管理维护费用

低#投资少/可以结合当地自然条件&经济水平&人口规

模等灵活选取合适的处理技术( 但分散处理技术日常

运行做不到统一管理/总占地面积相对较大"净化槽除

外$#在人口密度大&用地紧张的农村难以推广(

JQJ!快速渗滤土地处理系统

快速渗滤土地处理系统"G]系统$是将污水有控

制地投配到具有良好渗滤性能的土壤系统中#污水在

向下渗透过程中由于生物氧化&硝化&反硝化&过滤&沉

淀&氧化和还原等一系列作用而得到净化的一种污水

土地处理工艺#如图 # 所示( G]系统对 W[H&ZZ&E(

和EF有着较高的去除率/具有较高的水力负荷#处理

效果稳定/可充分利用当地地形#选择不适于耕作的土

坡&荒山&废弃河道等作为处理场地#投资少/管理方

便#运行维护费用低#可以节省人力物力#适用于缺乏

资金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村镇/G]系统启动时间短#能

够快速投入使用( 但G]系统占地面积大#在土地资源

较紧张的农村地区难以推广/G]系统受气候影响较

大#寒冷地区由于微生物活性低导致处理效果大大下

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在北方地区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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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系统处理工艺

JQK!膜生物反应器

膜生物反应器"/bG$#是将膜分离技术和污水生

物处理技术有机结合而形成的新型高效污水生物处理

工艺( /bG主要由生物反应器和膜组件两个单元设

备组成#如图 J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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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G污水处理工艺

膜分离技术生化效率高#出水水质好#可以满足大

部分的回用水标准要求#如!农田灌溉用水水质标准/

反应室内微生物浓度高#抗负荷冲击能力强#且不受场

所和气候的限制/流程简单#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节

省用地/流程简短#模块化设计#易实现自动化控制/启

动快#运行稳定( 同时 /bG也存在膜组件费用昂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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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污染&膜驱动压力以及曝气导致的能耗高等问题#不

利于/bG的推广应用(

JQR!改进生态塘处理技术

改进生态塘处理技术是在保持生态塘本身优点的

基础上对其进行改进#如图 K 所示( 改进生态塘处理

技术具有更高的污水处理效率#其出水可作为中水回

用/抗冲击负荷能力强#由于曝气的强制表面循环作

用#使其在寒冷条件下能够正常运转/占地面积减少/

污泥量少#二次污染小/此外在生态塘中还可以养鱼#

集污水处理&美化环境&经济效益于一体( 但改进的生

态塘具有更深的塘深#其投资高#工程难度较大#运行

过程中需要曝气#能量消耗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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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改进生态塘处理工艺

JQ"!湿地处理技术

湿地处理系统分为自然和人工湿地处理系统( 自

然湿地处理系统主要是利用农村特有的荒地&沼泽池&

废塘&洼地以及农田灌溉渠道等组成湿地( 湿地处理

技术出水水质好且能脱氮除磷/可以根据农村地形建

造#结构简单#基建费用低#运行维护简单/耐冲击负荷

能力强/可提供间接效益( 湿地处理系统也存在很多

问题#比如占地面积较大#易受病虫害及气候的影响#

易堵塞#湿地系统成熟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启动时

间长(

JQT!一体化'N[处理技术

'N[工艺是污水处理中最常用的工艺#也是应用

最广泛的脱氮工艺( 一体化 'N[处理技术将固定膜

及活性泥结合#其工艺流程为原水
#

一体化 'N[处理

#

出水排放( 如图 R 所示#污水进入处理系统#在初沉

池进行初步自然分离与沉淀"必要时可安装格栅过

滤$#远程安装于地面的低噪声曝气鼓风机对系统进行

曝气#污水以一定的流速流经被浸没的膜介质 "填

料$#在膜介质"填料$上形成生物膜#通过微生物的新

陈代谢#污染物得以去除#污水经处理后#透明无臭的

水可按照标准或更高的要求进行直接或进一步处理(

处理效果高#可大大降低污水中的有害污染物及

氮#出水可达到一级'标准/固定的膜介质提供了一个

高比表面积#以便在低&中及高负荷运作时都能维持良

好的微生物增殖#耐冲击负荷能力强/受气候影响小/

占地面积小/安装&维护便捷#只需定期清理鼓风机中

的空气过滤网即可/污泥产生量少#二次污染小/运行

管理成本低/使用寿命长( 但该处理技术投资较高#曝

气带来的能耗也较高(

图 '(一体化)OP处理工艺

JQL!传统地埋式处理技术

地埋式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是指将污水处理系统的

主体构筑物完全或基本埋在地下的污水处理技术( 地

埋式处理技术分为无动力和有动力处理技术( 无动力

地埋式污水处理技术受气候影响小/没有动力消耗#无

须运行费用#管理维护技术水平要求低#不需要专人管

理/占地面积小/对周围环境影响小( 但无动力地埋式

污水处理技术存在很多问题!水力停留时间短#处理效

果不理想/对大水量冲击敏感#耐冲击负荷小/挖掘施

工及大量使用建材#尤其对于北方#要使其在最大冻土

层以下#因而增加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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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M!生物转盘处理技术

生物转盘技术作为生物膜法处理工艺的一种#在

污水处理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 生物转盘法微生物浓

度高#处理效果好/设备构造简单#无曝气和污泥回流

装置#能耗低#操作管理方便/可以实现一体化设计/无

泡沫和污泥膨胀问题( 但也存在如下缺点!占地面积

相对较大/生物膜易脱落#寒冷地区需做保温处理#水

力停留时间短#耐冲击负荷能力不强(

%(不同农村污水处理技术的适用性分析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和气候条件复杂#地理环境差

异较大#且不同地区的生活习惯&经济发展程度和发展

潜力都不同#因此要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污水处理

工艺(

KQ#!出水水质

/bG&G]系统&改进生态塘&人工湿地以及一体化

'N[处理等技术的出水达一级 '标准#可作为中水回

用#特别是分散处理中的净化槽处理后其出水可作为

高级回用#因此适用于环境较敏感地区和水资源短缺

地区#如西部和北方地区#可以缓解用水紧张#保护水

生态环境(

KQJ!运行稳定性

污水处理的运行稳定性非常重要#净化槽&/bG&

改进生态塘&一体化'N[等处理技术耐冲击负荷能力

强&受气候影响小#运行稳定性好( 而 G]系统&湿地处

理以及生物转盘处理技术容易受气候影响#微生物在

寒冷条件下活性降低#生物转盘难以挂膜#处理效果下

降#因此在北方地区应用受限( 无动力地埋式污水处

理虽然受气候影响小#但容易受水量冲击影响#耐冲击

负荷能力小#不适用于水量水质波动较大的地区(

KQK!投资运行费用

污水处理工艺能否得到应用与投资运行费用高低

息息相关(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如西部#要求所选用的

污水投资省#运行费用低( G]系统和湿地处理技术管

理方便#可以利用当地的地理条件#投资运行费用低(

在北方如果应用传统地埋式处理技术#需要建在最大

冻土层以下#投资相对增加#但基本不需要运行费用(

KQR!占地面积

不同地区人口聚集程度不同#可利用的空地也不

一样( 对于G]系统&湿地处理技术要求有较大的可用

土地/改进生态塘和生物转盘处理技术占地面积相对

较小/而净化槽 /bG&一体化 'N[以及传统地埋式污

水处理技术占地更小#适合于用地紧张地区(

KQ"!模块化建设

模块化处理在将来的污水处理中有着巨大的发展

前景#在本文所述的八种处理技术中#反应槽&/bG&一

体化'N[&生物转盘等污水处理技术可以实现模块化#

节约空间#搬运拆装灵活#有效缓解排水管网建设的压

力#可以快速适应农村发展(

KQT!启动速度

污水处理系统的启动时间关系到其是否能快速投

入使用#在处理过程中#经常存在更换部件等问题#因

此启动时间的长短对处理工艺的选用也至关重要( G]

系统净化槽启动后可立即发挥作用#/bG在很短时间

就能运行稳定#出水达标( 一体化 'N[&改进生态塘&

传统地埋式以及生物转盘处理技术等需要微生物生长

繁殖到一定阶段才能发挥良好的净化作用#启动时

间长(

KQL!经济发达程度

经济发达地区能够承担较高的投资运行费用#能

配置专业技术人员负责运行管理#可以选择处理效果

好&占地小的工艺#如净化槽&/bG和一体化'N[处理

技术等( G]系统&湿地处理以及传统地埋处理技术则

适用于经济基础薄弱&排水管网尚不完善&缺乏操作管

理人员的地区( 生物转盘和改进生态塘处理技术则受

经济发达程度影响较小(

新型农村污水处理技术的可行性分析见下页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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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型 农 村 污 水 处 理 技 术 的 可 行 性 分 析 表

对比项目 G]系统 /bG

改进生态

塘处理

湿地

处理

一体化'N[

处理

传统地

埋式

生物转

盘处理

分散处

理模式

出水水质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二级标准 一级b 大部分到一级

运行稳定性 不稳定 稳定 稳定 不稳定 稳定 较不稳定 较稳定 较不稳定

投资运行费用 低 高 高 低 高 低 较低 较低

占地 大 小 较小 大 小 小 较小 较大

是否模块化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否

启动速度 短 短 较长 长 较长 较长 较长 大部分较长

经济发达程度 不发达 发达 都可以 不发达 发达 不发达 都可以 较不发达

'(建议与对策

从政府层面看#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污水处理的

投资#同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形成完整&清晰&合理

的治理责任体系/从个人层面看#村民对水环境的保护

至关重要#要加强环保理念的宣传#增强村民的环保意

识/从技术层面看#农村污水处理技术应根据农村具体

条件以及相应政策要求#因地制宜选用适合的处理技

术( 从这些方面出发#推动农村污水治理工作快速&高

效&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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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L 页& J$#$*J$J$ 年年均递减率为 $QTLS#

J$J$*J$K$ 年年均递率为 $QR"S( 不会对水库的蓄

水造成较大的影响(

,(结(语

从承德市水资源供需的分析来看#承德市的水资

源是紧缺的#并已部分地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要素之

一( 随着水资源开发利用率的提高# 水资源开发利用

的难度越来越大( 因此#建议首先要对现有用水户加

强管理#减少污染#达标排放#使水资源最大限度地达

到可持续利用( 然后就是要合理规划社会经济发展#

大力开展节约用水#同时规划兴建相应的蓄水供水工

程#合理调度( 这样才能使本区的水资源基本满足社

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会对下游京津两大水源地造

成过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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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R1!/'GgHE,?03#ĝ ]E\^Z7B*88*.<D'Z*?680'663,+7B 4,

H*14*.<2*1B +̀.>5210+.> W8*?+4057B+.<0 -̂-0741,. _+4035

1B0> \;>3,8,<;0Y1DY,23.+8,-\;>3,8,<;#J$$O"KLT$!JR5KKD

0"1!王苓如#薛联青#王思琪#等D气候变化条件下洪泽湖以上

流域水资源演变趋势 0Y1D水资源保护#J$#"#K# "K$!

"L5TJD

0T1!仇亚琴#周祖昊#贾仰文#等D三川河流域水资源演变个例

研究0Y1D水科学进展#J$$T##L"T$!MT"5MLJD

0L1!王启优D甘肃省近 T$ 年来水资源演变及趋势预测研究

0Y1D气象水文海洋仪器#J$$M"K$!LJ5LMD

0M1!承德市统计局D承德市 J$#"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0G1D承德!J$#"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