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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模式比较及建议
刘安庆
渊安顺市农业农村局袁贵州安顺 561000冤
摘要 本文介绍了安顺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现状袁将几种类型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模式进行了比较袁对比了其投
入资金量尧运维费用尧污水处理能力等袁对其运行管理模式进行了归纳袁分析了存在的问题袁提出了建议袁以期为安顺市
农村生活污水的合理处置提供参考遥
关键词 农村生活污水曰污水处理曰管护曰问题曰建议曰贵州安顺
中图分类号 X79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渊2021冤23-0143-02
DOI院员园援猿怨远怨/躁援蚤泽泽灶援1007原5739援圆园圆1援23援060
开放科学渊资源服务冤标识码渊OSID冤院

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袁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得

农户一般生活污水渊不含厕所冤尧农家乐污水出水后均

到很大提高袁但是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

经隔油池等设施处理后排入人工湿地遥 其占地面积较

水平尧农村居民的需求还有一定差距袁水环境污染问

大袁通常在 300 m2 以上遥

题日益凸现遥 大量未经处理或未经有效处理的生活污
水随意排放袁导致水体富营养化袁使沟渠尧池塘尧水库
的水质发黑变臭尧蚊虫滋生袁影响农村人居环境袁给人

1.1.2 缺氧生物池遥以黄果树旅游区龙宫龙潭村污水处
理项目为例袁总投资 80 万元袁污水处理量为 60 m3/d袁

肉眼感观出水发黑遥 其占地面积较大袁通常在 100 m2

畜饮用水水源的安全带来极大隐患袁甚至威胁农村居

以上遥

民的身体健康遥

1.2 微动力垣人工湿地类

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袁 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
村袁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遥 野十三五冶以来袁

安顺市按照野产业兴旺尧生态宜居尧乡风文明尧治理有
效尧生活富裕冶的要求袁积极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治

理袁建成了一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袁受益人口约
48 万人遥 靠近中心城区尧县城和乡镇的村产生的生活
污水就近纳入城镇污水管网集中统一处理曰在远离城
镇且人口较多的村建设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袁
采取氧化塘尧湿地等无动力尧微动力方式进行处理曰对
分布较散尧人口规模小尧地形条件复杂尧污水不能集中
收集的非环境敏感村袁采取化粪池尧生态蓄水池等方
式处理生活污水遥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涉及部门较多袁
其各自建设了一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且项目之
间存在较大差异遥 本文通过对安顺市各县渊区冤主要污
水处理模式进行实地调查袁对主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模式进行对比遥

1 几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模式比较
1.1 无动力类或人工湿地类
1.1.1 人工湿地遥 以贵州绿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西秀

此类型污水处理模式之一是香根草浮岛过滤袁如
广州市香根草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镇宁县丁旗街道办
事处马鞍山村污水处理项目尧普定县城关镇陇财村污
水处理项目均采用此方式遥 普定县项目由农业部门投
入 140 余万元袁污水处理量为 60 m3/d袁出水可达到一

级 A 标准袁年维护成本在 3 000 元左右遥其占地面积较
大袁在 600 m2 以上遥
1.3 生物氧化类

1.3.1 接触氧化设备+人工湿地遥 以贵州新天地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黄果树旅游区白水镇滑石哨项目为例袁
由农业部门投入 80 万元袁7 年需要大修维护袁 费用约

1 万元遥 项目占地面积较小袁通常为 50 m2 左右遥

1.3.2 流动床生物膜工艺遥 以苏州首创嘉净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西秀区旧州镇猓狸村项目为例袁由城管
部门投入 100 万元袁出水可达一级 A 标准袁7 年左右需

要大修维护袁费用约 1 万元遥 项目占地面积较小袁通常

为 50 m2 左右遥

1.3.3 MBR 膜工艺设备遥 以如金达莱或重庆淏园环

区旧州镇浪塘村污水处理项目为例袁总投入 50 万元袁

保科技有限公司黄果树旅游区龙宫桃子村二期项目

作者简介

100 m3/d袁出水可达一级 A 标准袁5 年需要更换膜组袁需

刘安庆渊1974要冤袁男袁贵州安顺人袁高级农艺师袁
从事农业资源环境保护工作遥
收稿日期 2021-04-27

为例袁由生态环境部门投入 125 万元袁污水处理量为

要 10 万~12 万元遥 项目占地面积较小袁 通常为 50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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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遥

出水水质没有专业人员定期检测袁难以对处理效果进

1.3.4 A2O 与接触氧化融合工艺遥 以青岛银河集团小

行评价袁影响项目投资效益有效发挥遥

川环保有限公司青岛帮扶的 10 个村污水处理项目为

3.4 规划滞后袁缺乏适用技术

护袁每个村费用约 1 万元遥 项目占地面积较小袁通常为

处理工作难度大遥 一是建设资金缺乏袁农村生活污水

例袁 污水处理终端投入为 8 000 元/t袁7 年需要大修维
50 m 左右遥
2

安顺市农村人口居住分散袁规划滞后袁农村污水
治理设施属于公益性项目袁各地财政投入有限袁村集

2 运行管理模式

体经济基础薄弱袁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曰二是认识不到

2.1 一般模式

位袁农村污水治理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曰三是总

安顺市已建设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运行管

体上还缺乏适合安顺市实际的处理技术袁特别是建设

理模式大多为政府尧各职能部门投资建设袁项目建成

成本低尧处理效果好尧运行费用低尧适合分散型处置的

后移交乡渊镇冤尧村管护遥

处理技术遥

2.2 PPP 模式

4 建议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采取 PPP 模式袁由首创公司

投资建设袁由首创公司试运营遥 该公司投入 660 万元袁

分别在么铺镇青方村尧宋旗镇白果村和石板村尧西航
办事处西湖村共建成污水处理项目 9 个袁生活污水处
理量约 456 m3/d遥

2.3 委托运营模式

安顺市绝大部分村庄在山区依地形而建袁 数量
多尧规模小而分散袁并且村内地势高低不平袁给基础设
施建设带来极大的困难袁导致建设投入和运营成本大
幅度提高曰山区农村经济落后袁农民收入低尧认识不
足袁因而农村污水治理投入大尧推进难度高尧运维管理
任重道远遥 这就需要从实际出发袁探索适合当地特点

由安顺市平坝区生态环境部门投资尧金达莱公司
承建的污水处理项目在建成后袁由政府出资委托第三
方公司负责日常运营维护遥

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遥
4.1 提高认识袁扎实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农村污水治理意义重大而深远袁 应根据本地资

3 存在的问题

源尧环境和生态特点袁发挥统一协调和政策导向作用袁

3.1 污水收集率偏低

理顺工作体制尧机制袁确保建设尧运营尧管护的长效化袁

从面上而言袁安顺市农村尚未建成完善的农村污
水收集体系袁已建成的部分项目因投入有限而未进行
系统的改厨改卫袁生活污水收集率低 遥
[1]

3.2 各处理模式差异大

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尧主动性和创造性袁形成工作
合力遥
4.2 加大资金投入
各级财政应加大对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投

各种处理模式的工艺尧资金投入尧运行效果及管

入遥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袁

护成本差别较大遥 在相关工作职能职责未明确以前袁

应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袁不断加大对农村环境基础设

项目资金渠道不同尧投资额不等袁各部门对项目的设

施建设的投入袁 安排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经费袁为

计理念不同袁造成处理工艺各异遥

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资金保障[2-3]遥

无动力污水处理系统投资小尧管护成本低袁在农

4.3 着眼长远袁合理规划村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村污水量产生不大的地区效果较好袁但在乡村旅游较

一是统筹城乡发展袁将能纳入城镇污水处理体系

发达地区袁由于污水产生量大袁处理效果普遍不理想曰

的农村生活污水尽量纳入遥 二是做好村镇建设的规

微动力污水处理系统前期投入大尧资金缺口大尧占地

划遥 目前袁安顺市农村普遍存在规划滞后尧不科学尧杂

面积大袁但项目效果较好袁后期管护成本低袁年平均为

乱无章等问题遥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袁应做到规划

2 000~3 000 元曰有动力处理系统的投入介于无动力与

微动力之间袁项目效果好袁但后期管护成本较高袁年平
均为 3 万~4 万元遥

3.3 存在野重建设袁轻管理冶的现象

先行袁将农村污水处理等作为重要建设内容袁并留有
建设余地[4]遥

4.4 统筹安排袁因地制宜选择污水处理模式
科学尧合理地选择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艺及运行

由于缺乏资金支撑袁乡渊镇冤尧村对项目进行后期

管理模式遥 不断探索尧总结经验袁根据不同自然地理条

管理时存在困难袁缺乏管护与运行经费袁导致污水处

件袁建设一批适宜不同区域尧处理工艺效果好尧运营管

理设施逐渐停用曰污水处理设施缺少专业技术人员管

护成本低且可复制推广的样板遥

护袁 导致污水处理效果下降或处理设施停止运行袁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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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磊院土壤修复技术在生态型土地整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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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加强宣传教育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尧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农
村污水处理相关知识袁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重要意
义家喻户晓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袁从而促进各项工
作稳步推进遥

5 参考文献
[1] 蒋克彬袁彭松袁张小海袁等.农村生活污水分散式处理技术

染土壤技术[J].环境工程学报袁2017袁11渊10冤院5696-5702.
芘污染土壤[J].中国环境科学袁2019袁39渊10冤院4247-4253.

区根际土壤环境的改良后效[J].农业工程学报袁2013袁29
渊8冤院242-248.

[28] 陈立荣袁黄敏袁蒋学彬袁等.微生物-土壤联合处理废弃钻
井液渣泥技术[J].天然气工业袁2015袁35渊2冤院100-105.

[29] 温志豪袁曾路生袁柴超袁等.生物质炭-过氧化氢联合修复

对火电厂土壤性质与小白菜生长的影响[J].环境化学袁
2019袁38渊10冤院2356-2365.

及应用[M].北京院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袁2009.
[2] 贾小宁袁何小娟袁韩凯旋袁等.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研究
进展[J].水处理技术袁2018袁44渊9冤院22-26.

[3] 谢林花袁吴德礼袁张亚雷.中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现

状分析 及评价[J]. 生态与 农村环 境学报 袁2018袁34渊10冤院
865-870.

[4] 李发站袁陆佳兴.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中存在的问题与对

策[J].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渊自然科学版冤袁2018袁39渊4冤院
23-28.
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