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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生活污水主要来源于家庭生活中产生的黑水与灰水,其产量大、污染面广,如不及时处理,
将对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和破坏。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农村生活污水的特征及污水处理中面临的问题,
并提出了几点处理对策,希望能为提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水平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 农村地区；生活污水；处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TV73 文献标识码：A
Countermeasure Analysis of Rural Domestic Sewag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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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domestic sewage mainly comes from black water and gray water produced in family lif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output and wide pollution. If it is not treated in time, it will cause great influence and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domestic sewage and
the problems faced in sewage treatment,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hoping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treatment level of rural domestic sew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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