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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与此同时,人类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我国河道污染情况不断加剧的

现状下,在此状况下人们也开始意识到了河道污染的严重性。为此,本文围绕河道整治过程中的污水治理措施进行系统性的
分析,对于当前存在的河道污染问题进行一一探究,同时提出相对应的治理措施,望能够更好地促使我国水资源得到生态性
的均衡发展,为我国居民提供健康的饮用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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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工业迅速发展的状态下, 由此便会有大量的废

段地域因水资源污染严重很多鱼虾类都濒临绝种的境地。

水产生,大量废水的形成严重的污染了现有河道,要知道, 水

1.4 水体已经失去原有的价值功能

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 河道污染问题可以说直接威

水污染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水的固有性能得

胁着人类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通过对水污染原因的具

到了很大的影响,水的景观特征、相关娱乐性能都开始不断

体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污水治理措施,从而促使我国河道水

地减少, 甚至有很大一部分的水环境风景区内水源也受到

资源现状得到进一步地改善, 为人们提供安全、健康的水

严重的污染。在水污染严重的基本现状下,大量有毒有害物

源。

质大量滋生, 对人们的正常生活及各行业的发展都带来了
1 水污染的基本特征
唯有对水污染的危害真正地了解, 才能够根据存在的

实际问题做好河道的整治工作, 促使当前的水质状况得到
根本性上的改善。

极大的危害性影响。
2 河道整治中污水治理的理念
河道污水整治过程当中, 要时刻坚持科学合理的河道
污水治理思想理念, 这样才能够促使河道污水治理工作取

1.1 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及生产环境

得显著的成效,使得河道整治工作效率大大提升,促使河道

对于人类而言, 水污染对人们的正常生活环境会造成

周边的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性的改善。

直接性的影响,关乎着人们的正常身体状态,其中,细菌、寄
生虫、病毒等都有可能是通过污水来传播到人的体内的。由
此可以看出,水污染问题是威胁到人们生命健康的大事。

2.1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我国, 不少城市为能够在短期内得到快速地发展,相
继在河道上进行水电站、水库的修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

1.2 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河道固有的平衡状态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对河道整治工作

水环境的急剧恶化在一定程度上对影响到社会的和谐

的开展是极为不利的。同时,要从该河道的基本现状入手来

与经济的稳定发展, 这一基本现状若不进行根本性的改变,

做好河道的设计工作, 在确保河道基本蓄水性能的前提下,

势必会对本区域的长期稳定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站在另

将河道固有的自然状态进行很好的保持。城市在发展的过

一角度进行分析, 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平均每年都会在水污

程当中一定要对河道的实际需求做出系统性的合理规划,

染整治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 这势必会造成我国经济的巨

正确协调人与城市、人类与河道、城市发展与河道间的密切

大损失。从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变化的现状入手,随着我国

关系,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同发展。

城市化进程的增快,各城市改造力度也在不断地增加,伴随

2.2 突破传统的“就水论水”理念

着我国工业的迅猛进步,各河流排水强度的提升,河道整治

对于河道整治的认识上, 传统的污水处理思想是非常

难度也在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变化趋势, 特别是有的河道比

落后的,最终所能达到的河道整治成效并不显著。对此,相关

较狭窄,其水体不易流动,经常会有死水的现象发生,随着局

单位要从根本上打破以往传统的就水论水的思想, 站在全

部河道水质的恶化加剧, 使得河道整治工作的开展步履维

面发展的角度及推动区域发展的高度进行分析, 对各方面

艰。

影响因素进行综合性的浅析,认真做好河道整治工作,从而
1.3 生物的多样性面临严重危机
在水环境逐渐恶化的现状下使得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

促使河道整治水平得到显著性的提高。
2.3 坚持可持续发展

环境遭受到巨大的改变,在此期间,水生物的多样化面临着

河道整治工作的开展要牢牢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准

极大的威胁, 有不少的动植物在种类上处于逐渐减少的发

则,要做到统筹规划、综合治理,从而达到最佳的河道整治领

展趋势,原本固有土地上生长的植物也在相继消失,有的河

先水平。此外,可对河道的具体结构进行科学合理地调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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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河道自然弯曲度的基本前提下, 尽可能地强化河道的

方式的实现需要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支撑, 在已经被污染

蓄水性能,促使其抗洪性能得到进一步地提升。最大限度上

的河道当中放入一些能够起到水资源净化作用的生化物

掌控河道的污染源, 在保持水体基本安全的前提下促使河

质, 利用水体自身的净化性能从而达到治理被污染河道的

道的社会功能得到有效地发挥。与此同时,加强河道的防渗

最终目的。生化处理技术不仅能够使得现有的能源得到有

透系统建设, 尽可能地减少河道污水对河道周边环境造成

效地节约,同时可达到十分显著的经济效果,实现最佳的水

的污染, 做好河道周边区域地下水及土壤的系统性保护。

污染治理成效。通常在目前的农村河道整治工作中,生化处

2.4 认真落实河道管理制度

理技术有着非常广泛化的运用, 对当前的农村水资源状况

不断强化河道管理与控制力度是做好河道整治工作的

进行了明显地改善。

基本前提,对此,对于控制区域内用水量、排污量要加以特别

3.3 采用植物的方法加以整治

的重视。同时,强化河道管理信息化建设力度,利用先进的科

水生植物净化处理属于一种通过强化水体自净能力的

学技术对当前的水利设施进行有效地改善, 创建完善化的

方式来整治水污染的一种治理方式。要知道,水生植物的运

河道整治系统,从而实现对河道的系统化治理。此外,其他有

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促使水体当中的磷、氮元素的含量得到

关政府部门也要强化河道整治监督力度, 完善相关法律规

明显地减少,使得一些藻类的生长得到有效性地掌控。除此

章制度, 通过一系列强制性的措施来促使河道整治成效得

之外,水生植物的运用可抑制水中游沉降物的滋生,避免水

到进一步地提升。

体浑浊现象的发生,起到保护水资源的有效作用。

3 河道整治中污水处理技术

植物自身有着独特的净化水体的功能,譬如：在水中生

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人类

长的植物可通过自身吸收水当中的垃圾来进行自身营养的

开始慢慢地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在我国社会

有效补充。为此,可借助植物这一独特的属性对河道中的水

经济日益发展的状况下, 人们开始慢慢地感受到生态环境

污染来进行针对性的整治, 借助水中所种植的植物来吸纳

保护的重要意义,并且,以往的河道整治模式早已不能满足

更多的污染颗粒, 这些植物的存在不仅能够将水中的污染

人们的基本需求, 现代化的河道整治不但要具备完善的整

物很好地吸纳,并且可起到降低河道污染系数的作用,并且

治理念,同时要有先进的河道整治技术为重要支撑。

可对河道周边环境做出进一步改善。利用绿色植物对河道

3.1 物理收集

整治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不可有腐烂植物的存在,以免

物理收集方法通常指的是在对污水进行处理的过程当

对河道造成二次污染。对河道进行植物整治能够收到非常

中所使用的现代化科学技术在河道垃圾、淤泥的处理上发
挥了显著性的作用, 并且对于河道周边污染源的有效掌控

显著的治理成效,整体所需投入的成本也是非常低的。
4 结束语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种有效的河道整治方式在达到河道

简而言之, 河道整治是关系着人们生命健康的大事,受

治理效果的前提下,同时又打到了控制污染源的目的。可是,

到目前水污染情况日益严重的影响, 水环境污染问题早已

此种河道整治模式所需投入的费用是比较多的, 工程量较

威胁到了人们的健康生活状态,为此,我们要采取一系列的

小,可适用区域非常狭窄。对于那些污染情况比较严重的河

有效措施,对当下的河道污染问题进行针对性的处理,从而

道是最为适用的。

维护好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间的平衡关系, 推动

3.2 生化处理

我国社会经济得到稳定地可持续发展。

生化处理指的是有效地借助植物、微生物等对污水进
行净化的一种处理技术, 此处理技术可以算得上一种原生
态的污水处理工艺,并且具有节能、清洁的独特优势。生化
污水处理技术属于一种分散式的污水处理方式, 得到了大
范围地有效运用。或以每户为单位对污水进行处理、亦或把
生活污水进行集中处理。此种污水处理方式比较适合在人
口居住比较集中的区域。
这里所说的生化方式通常借助的是一些生物、化学剂
等对河道水污染问题进行的处理方式。但是,生化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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