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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中国农村水环境污染问题尤为突出，主

要包括饮用水源的污染、农药污水与未经处理的生活

污水等水污染问题。最近 30 a 间中国经济发展突飞

猛进，农村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生活污水的排

放量成倍增加，据 2005 年建设部《村庄人居环境现

状与问题》对全国部分农村的调查显示，96%的农村

没有污水处理及收集系统，80%的村庄垃圾堆放在路

边、水源地及河流水塘边，这直接造成了饮用水源的

污染，危害农村居民的健康[1]。随着“十二五”规划

的出台，国家明确环境保护的目标和任务，将整治农

村水环境作为首要任务。因而，以村级为单位的农村

污水治理工程已成为建设环境优美、设施完善和文明

和谐新农村的重要内容。

1 分散型农村污水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农村地形复杂，布局分散，这增加了对污水

收集处理难度。经调查显示，大部分农村地区没有铺

设排水管道，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区，而

且污水处理设施比较简陋。此外，污水在输送过程中

还会有一些问题，如渗水、漏水，对排水设施周边的

土壤与水体造成污染。近年来，农村大部分地区制定

了一些适用于农村污水的处理技术、规程等具有指导

性文件。农村污水排放具有水质水量变化大的特点，

造成污水工程设计处理规模与实际污水量不匹配的问

题。一些农村在规划建设污水处理设施时，没有对当

地水质水量做出详细调查分析，造成污水处理设施与污

水量和污水水质不匹配，出水水质差的问题。中国幅员

辽阔，地理地貌、气候环境和经济状况等区域性差异较

大，因而在污水处理工艺的选择上也有很大不同，所以

因地制宜地选择污水处理工艺变得十分重要。对农村污

水进行处理时，工艺选择要以达到当地排水标准和满足

当地用水需求为前提。农村污水的治理过程中需要有足

够的资金来源，包括工程建设和后期的运营管理维护，

这成为制约农村污水治理的一大难题。

2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

中国农村水污染特征不同于城市和中小城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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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点是污水水质区域差异大，污染源种类和数量

多，污水水量小且排放分散，污染范围大和水质水量

变化系数大等特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的选择以

经济、适用和简便为原则，综合分析技术本身的特征

和当地的特征因地制宜，采用投资少、运行费用低、
除污效率高、管理简便、容易维护、具有良好抗冲击

能力的处理工艺或技术。
2.1 人工湿地处理技术

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是在自然湿地的基础上进

行强化，形成一个生态环境，其中包括动物、植物和

微生物，通过一系列的物理化学和生物作用，如吸附

过滤、沉淀、植物吸收和微生物降解等，从而达到高效

净化农村污水的目的。该技术具有工艺简单、投资少、
运行管理和维护费用低等特点，适用于中国南方湿地较

多、财政收入和人均收入不高、人口密度相对集中的

中、小村庄[2]。此外，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艺运行操作

简单，对技术水平要求不高，出水常用于灌溉农田。
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艺由预处理单元和人工湿地

单元组成，净化后的出水水质可以达到城镇污水排放

标准二级甚至三级处理水平。已有研究表明[3]：当农

村污水中污染物浓度较低时，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艺

对 BOD5 的去除率可达 85%以上，对 CODcr 的去除率

可达 80%以上，对 P 和 N 的去除率分别可达到 90%

和 60%。由此可知，人工湿地污水处理技术具有一定

的应用前景。
2.2 快速渗滤污水处理技术

快速渗滤污水处理技术是将农村污水定量地排放

到渗透性能良好的土地表面，在污水向下渗透的过程

中，经过吸附、过滤、沉淀、离子交换和微生物分解

等物理、化学及生物的作用，使污水得到高效净化的

一种农村污水处理工艺。该工艺具有地域性、投资

省、维护管理简单等特点。适用于土质通透性能高、
财政收入和人均收入不大，农户分散、技术水平较落

后的中、小村庄。
快速渗滤污水处理技术需要定期的恢复渗滤性

能[4，5]，如对渗滤土层耕作等。目前，北京市昌平区投

入运行快速渗滤系统工艺中，COD、BOD5、SS、总

氮、总 磷 的 去 除 率 分 别 为 91.9%、 95.3%、 98%、
83.2%、69%。
2.3 一体化氧化沟污水处理技术

一体化氧化沟是一种集曝气、沉淀、泥水分离、
污泥回流等功能于一体的技术，它将传统氧化沟与沉

淀分离合并一体以实现污泥的无泵回流，可以节省占

地面积 20%~30%[5]。
该工艺具有占地少，构筑物和设备简单，污泥自

动回流，能耗低，管理简便，处理效果稳定可靠等特

点。一体化氧化沟污水处理技术在国内应用广泛，适

用于财政收入和人均收入较高、农户居住分散的地

区。该工艺对技术水平要求比较高，出水多排放河

流、湖泊等水体。
2.4 接触氧化污水处理技术

生物接触氧化法是生物膜工艺的一种形式，即反

应器内填充填料，污水浸没部分或全部填料，在一定

水流下与填料充分接触，填料上布满生物膜后利用氧

气在自身新陈代谢的同时，将污水中的污染物去除。
生物接触氧化工艺对进水水质、水量的适应性强，

勿需污泥回流，不发生污泥膨胀、污泥产生量少、易

于沉淀，这些特点使得生物接触氧化工艺运行方便、
操作简单、易于管理维护且不产生滤池蝇。该工艺适

用于财政收入和人均收入不高、农户居住分散的地

区，对技术水平要求比较高，出水多排放河流、湖泊

等水体。邱光磊等采用两段式生物接触氧化工艺对珠

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分散型生活污水进行了中试研究。
结果显示，两段式生物接触氧化反应器的出水水质达

到 GB/T18920- 2002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

质 的标准，可作为中水回用或浇洒绿地[6]。

3 结语

在中国，农村水体污染治理工作起步较晚，污水

处理技术不多，加之广大农村的地区差异性，开发适

合于不同农村地区污水治理的新技术显得尤为重要和

紧迫。对于上述几种污水处理技术，各地区应根据当

地地理地貌、自然环境和经济状况等因素酌情选择。
选择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时，要因地制宜，即技术

本身的特征，如建设费、运行费、技术要求、管理难

度、占地、能耗和处理效果等，与当地的特征，如地

形、气候、政府财政收入、人均收入、人口密度、技

术水平、出水用途等相匹配，实现成本的最小化和效

用最大化，有效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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