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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现状及运营管理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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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广东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县试点工作的深入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取得
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工程量大，涉及人口多．要想充分发挥治理设施应有的作用，必须切实做好项目的前期建设及后

期运行管理维护。本文在对广东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现状调研的基础上，总结分析了在工程设计、设施运行、日常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探

讨提出了从因地制宜选址、科学选择工艺、严控工程质量、健全资金筹措机制、加强考核评价等方面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发挥应有的作

用，以期在为广东省出台相关政策提供基础的同时，也能为其它地区的处理设施运营管理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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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B recent years．with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iq．1ral environ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 to carry out the work．especially in the ruraI

environment contiguous demonstration of the pilot counties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pilot．rural sewage treatment has achieved some success．but because of

rural living sewage collection，Handling a large amount of work，involving a large population，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governance facilities，we must

do agood iob in the pre—construction and post．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Based on tIle investiga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tlral domestic sewage

treat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design．operation and daily management，and discusses

the problems of site selection，scientific selection and strict contro】of project quality，Improve the financing mechanism．strengthen th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aspects of rural sewage management facilities to play its due role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but

also for other areas of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facilities to provid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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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现状
“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深入推进新

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明确了“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加大农村污水治理”的建设目标【11。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是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广东省农村人口众多，农村
污水排放量大。近年来，广东省以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及农村

环境连片整治示范县试点等工作为载体，采取以整村或整片推进

的方式，推动各区、县(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并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由于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工程量大，涉及人口多，

要想充分发挥治理设施应有的作用，必须切实做好项目的前期建

设及后期运行管理维护。本文在对广东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现状
调研的基础上，总结分析了在工程设计、设施运行、日常管理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探讨提出了从因地制宜选址、科学选择工艺、
严控工程质量、健全资金筹措机制、加强考核评价等方面推动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发挥应有的作用，以期在为广东省出台相关

政策提供基础的同时，也能为其他地区的处理设施运营管理提供
借鉴。

2存在的主要问题
2．1部分设计存在缺陷、项目质量难以保证

据调查的情况来看，某些项目最初选择的工艺技术、建设规

模就与现实情况存在较大偏差，存在不合理的现象。有些项目施
工质量较差，不能严格按照图纸施工，个别项目是由没有资质的

单位或个人在具体施工，存在人工湿地面积偏小、防水挡墙高度
不足的问题。此外，部分项目监理单位监而不理，形同虚设。

2．2部分已建成处理设施废弃、运行维护管理水平低

目前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普遍存在着重建设、轻管理
的倾向，存在治理设施前期建设与后期运行监管脱节的现象。目

前绝大部分地区缺乏专门的基层管理机构和专业的技术管理人
员，大部分设施由村民自行维护，管理及技术能力不足，导致已
建成的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和管理水平较低，一些设施甚至处于“零

管理”状态，“晒太阳”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低效运营甚至失效。

污水治理设施产生的污泥等随意丢弃堆放，存在二次污染隐患【21。
2．3后期运行维护资金短缺

由于目前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资金只能用于污水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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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而不能用于设施的后期运营维护。因此，各省普遍存在
运营资金来源较少，保障力度不足的问题[引。目前广东省只有少

数地区建立了地方财政专项资金扶持。由于绝大多数村、镇经济
基础较薄弱，治理设施后期运营维护资金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3对策建议
3．1因地制宜选址、科学选择处理工艺、严把工程质量关

因地制宜选址就要求根据建设现状、地形特点、受纳水体条

件及环境要求等确定，并结合生态公园、周边景观进行建设。选
址应遵循的主要原则如下：符合所在乡镇、村总体规划布局；应

位于当地村民聚居区的夏季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处；节约

用地，充分利用村内的荒地、坡地及河边滩涂地等，不占用良田
及经济效益高的土地：尽量利用地形、地势，一般选择地形有适

当坡度的地区或地势相对较低处，以满足污水收集管道重力自流

要求，避免污水提升；应有良好的工程地质条件，位于地下水位
较低的地区；有利于尾水排放，能够适应扩建的用地需求。

科学选择处理工艺首先应充分考虑各地区的环境容量和自净
能力、经济社会状况、土地利用现状和农村人口分布，选择效率

优先、经济实用、维护简便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艺。宜参照以

下原则选择污水处理模式和处理技术：(1)分类处理一对人口规模较
大、聚集程度较高、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庄，宜通过敷设污水管道

集中收集生活污水，采用生态处理、常规生物处理等无动力或微
动力处理技术进行处理；对人口规模较小，居住较为分散，地形
地貌复杂的村庄，宜采用就地生态处理。(2)资源利用．充分利用村
庄地形地貌、可利用的水塘及闲置地，提倡采用生物生态组合处

理技术，降低能耗，节约成本。(3)经济适用一污水处理工艺的选择
应与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村民的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力求处

理效果稳定可靠、运行维护简便，经济合理。

小型规模污水处理工程主要针对自然村或较小行政村r处理
规模小于300吨污水／日)，建议采用“调节水解+人工湿地、调节

水解+稳定塘或地埋式(有动力)污水处理技术”等处理工艺。中型
规模污水处理工程主要针对较大行政村或村庄集中连片区域(处

理规模为300～1000吨污水／日)，建议采用“调节水解+人工湿地+
稳定塘、调节水解+生物氧化+人工湿地f稳定塘)或沉淀池+快速渗

滤”等处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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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实验组水体化学需氧量浓度变化情况
Fig．1 Changes ofchemical oxygen demand in experimenta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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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实验组水体氨氮浓度变化情况
Fig．2 Changes of ammonia nitrogen content in experimental group

由图3可知：对于总磷，固载微生物对其去除具有一定效果，
尤其在2016年10月6日，对总磷的去除率达到28．14％，整个试

验期间，总磷的去除率维持在4．72％～28．14％范围内。较低的去

除率可能与微生物本来就是一种营养盐及与磷的自身循环有关，
而早期的磷浓度降低与磷的自沉淀有关。

3结论
(1)通过河涌模拟装置试验表明：火山石固载微生物具有一定

净水功能，能降解河道污水NH，一N、TP、COD，可应用于改善污

染河涌水环境的治理，处理效果优于直接泼洒。

(2)固载在14蚝火山石上的微生物在水体流量在0．164 m3／h，

水力停留时间为5．365 h条件下，对约lm3河道水体中NH3一N去
除率约为2．7％---60％，对于COD去除率约为7．8％／m3．28．7％，

对TP的去除率约在4．72％～28．14％，以上数据可作为工程指导

依据，但微生物要完全发挥作用还与现场众多环境因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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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实验组水体总磷浓度变化
Fig-3 Changes of total phosphorus in experimenta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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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质量是后期维护管理的基本前提，应选择有相关专
业资质的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最后，要制定竣工验

收标准，明确验收主管部门以及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工作任务、

职责和目标，进一步规范验收工作的操作过程[41。
3．2建立健全运行维护资金筹措机制

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运行维护经费纳入各级政府财政资金预

算，由于绝大多数村、镇经济基础较薄弱，可以考虑以县(市、区)
资金安排为主体。此外，可积极引导和支持民营企业、社会团体，

通过投资、捐助等形式，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建设和运行
维护。充分调动村集体和农户建设积极性，引导他们出资出力开
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51。

3．3建立运行维护管理制度
首先根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处理规模、工艺流程、技

术特点等情况，因地制宜分别选择专业的环保公司进行运营管理、

村民组织的自我运行管理、乡镇统一的维护管理或县有关部门运
行管理等多种模式，组织开展处理设施的日常维护[61。对于村民

组织的自我运行管理，各基层主管部门要分期、分批对管护人员
开展知识技能培训。如对人工湿地处理系统，要在植物生长茂盛、

成熟后，应对其进行及时收割、处理和利用，一般的植物收割时

间为上半年的3～5月份和下半年的9～11月份，并定期对人工湿地
内的杂草和植物残体进行清理，以防止人工湿地的堵塞。对稳定

塘内的水生植物生长旺季时要及时收割，清理水生植物残体，并
定期清理池塘内沉积的污泥，一般1～2年清理一次。如塘内装有

曝气设备，还需定期对曝气设备、控制系统等进行检查与维护。

3．4加强绩效考核、建立奖优罚劣机制
要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绩效纳入各级干部政绩考核、生态镇、

生态村考核内容，尽快制定出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绩效考核办法，

加强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专项督查、考核，对考核结果为
差的项目，要通报各级政府，向社会公布，并建立奖优罚劣的长

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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