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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问题及对策思考 

赵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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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的一项接续工作，是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基础。做好乡村振

兴，就必须提升农村的人居环境，这就离不开加强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本文着眼于解决农村生活污水的

治理问题，在分析已有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问题的研究内容上，探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现状以及存在的

问题，并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进一步提高我国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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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continuous work after the task of getting rid of poverty, and it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beautiful countryside. To do a good job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we must improve 
the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which is inseparable from strengthening the treatment of rural domestic sewage. This 
paper focuses o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rural domestic sewage treatment, analyzes the existing research contents of 
rural domestic sewage treatment, discuss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rural domestic sewage 
treatment,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solution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evel of rural domestic sewage treat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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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于农村环境的污染治理问题，水污染的治理

是重中之重，而在水污染中，生活污水是其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程度不断增

加，乡镇企业也不断增多，排放污水的情况屡见不

鲜，造成的水污染也日渐加重，对农村的自然生态

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对农村地区的农民的生活和生

产都产生极大的影响，特别是给当地人们的身体健

康带来了很大的危害。面对农村水污染造成的一系

列问题，相关部门和当地农民已经意识到它的严重

危害，并采取了必要的举措，最大程度减少水污染

对于当地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的不良影响。 

1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宏观目标 
在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以后，我国开始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生活

质量。其中，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就是一大短板，

需要引起重视。因此，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

出了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全面提升居住

质量，稳定的解决“垃圾围村”和农村生活用水污

染等重点问题，要从乡政府所在地和中心村作为第

一批整治单位，分批次进行污水治理，净化农村水

系，以达到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的目标。对此，党中

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要改进农村厕所，解决

农村污水、黑臭水的问题，因地制宜的建设适合当

地环境的污水处理体系。目前，福建省 14178 个行

政村（含涉农社区），全省包含 640 万户农村常住

家庭，常住人口达到 2367万人，早在 3年前，福建

省就开展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现在已经颇有

成效，基本实现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系统的完善，

全面提高了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效率，在此基础上，

开展了 2021-2015 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升五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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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率达 65%以上，设备稳定运行程大 90%以上的目标。

虽然农村环境治理卓有成效，但完成制定的目标仍

然有很大的压力，全省农村污水的管理规划、设备

的建设以及成果的交接都需要进行统筹规划，使之

合理运行。因此，要建立集污水治理工程设计、施

工、运营维护于一体的全过程、全方位的管理机制，

切实维护好各环节的稳定发展，落实责任担当、确

保施工质量、明确运维要求，真正改善好农村生活

污水的污染问题，按时完成制定的目标
[1]
。 

2 我国农村污水治理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2.1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完

善 
我国对于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还在摸索的阶

段，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目前只设立《环境

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污染物排放标准》

等，这些法律法规在我国改善农村环境，净化生活

污水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已有的法律

并不能完全覆盖污水治理的方方面面，在污水处理

设施的标准和污染物排放的数额以及污染物排放的

控制指标方面都存在漏洞，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有

权威性的标准。同时，农村地区监控难度较大，难

以及时处理污水排放问题，监督也十分困难，因此，

尽管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实际生活中对于这

些法律法规的执行效果却不尽人意
[2]
。 

2.2 农民对于生活污水治理的参与程度低 
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对于治理生活污水的积极

性不高，例如，在云南农村地区进行实地调研时发

现，当地居民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程度较低，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

农民难以改变长期以来的生活方式。在传统生活中，

当地居民在喂养农畜的同时，为了方便，会直接将

农畜的粪便就近排放，造成污染；靠近河流的居民

也会在河边清洗衣服、倾倒生活用水等，造成河流

的污染。其次，农户参与动力不足。面对管理薄弱

的法律法规，人们很难自觉形成约束，主动参与污

水治理，既没有正向的激励措施，也没有相关行为

的处罚措施，难以实现预期的目标。最后，乡村难

以推行生态经济中的河流补偿。 

2.3 缺乏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维护的资金 

从我国农村地区生活污水的现状来看，雨污合

流排放是最为常见的方式，这种方式尽管具有高效

率的特征，但由于无法将生活污水从中分离处理，

导致后续的治理难度相对较高。此外，我国农村数

量众多，农村污水治理工程的规模相对较大，这也

意味着资金需求量大。在农村开展生活污水治理，

需要大量资金进行建设，但是，农村现有的资金难

以支撑项目的运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购买先进治理设备的资金不足，无法实现生活污水

的净化处理，使得生活污水大量直接排放在河流和

土地中。第二，设备运行成本高，地方财政无法负

担过多成本，当地居民也难以分摊余下的资金。第

三，设备维修保养花销大，地方政府和居民无法承

担这笔开销
[3]
。在资金不足，群众缺乏环境保护意

识的基础上，导致农村地区普遍存在污水肆意排放

的情况。 

2.4 缺乏监测和维护生活污水设施的专业人才 
首先，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需要专业性强的设

备，这些设备离不开专业人员的操作维修，但农村

很难吸引人才落户，污水处理设备交由村民进行管

理，短时间内无法发挥设备的最大效用。其次，农

村生活污水设备管理复杂，所用知识学习难度大，

在缺乏专业人员只能由村民进行管理时，就会出现

村民难以掌握设备操作的情况，无法发挥设备的作

用。最后，农村地区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

培养人才的意识，有些地区还缺乏培养专业人员的

预算。 

2.5 循环农业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没有统筹规

划 
首先，部分地区只重视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

却没有与循环农业联系起来，造成农村治理走入高

成本低效率的困境，极大程度上浪费了农村资源，

降低了农村的资源利用率，无法得到预期的效果。

其次，没有专门的部门对生活污水治理和循环农业

进行统筹规划，各部门间缺乏沟通协作，只着眼于

本部门自身的利益和需求，不能从全局的角度出发

进行治理，进一步加大了农村资源的浪费，也损害

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后，我国循环农业和生

活污水的治理都刚刚起步，相关技术还不成熟，两

者统筹发展的技术专利更是少之又少，也难以在高

层次领域进行开发利用，因此，现有技术难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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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推广。 

3 我国农村污水治理问题的对策 
3.1 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我国污水治理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对比国外

的法规制度，还有很多不足。因此，我国应该学习

借鉴国外的相关规定，例如，美国和日本已经建立

了大量法律，包括《清洁水法》《安全饮用水法》

和《水质量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已经完成了全国

范围的普及。对此，我国要加强对于农村污水治理

的法律体系的研究，完善国内相关法律体系，为农

村生活污水的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3.2 增强农民参与意识 
当地居民参与意识不强，可以通过宣传教育的

方式，让农民意识到生活污水治理的重要性，提高

污水治理意识，认识到污水治理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养成绿色生活的习惯。对于继续随意排放生活污水

的人，应该严格按照奖惩机制进行惩罚，而对于按

要求处理污水的居民，也应公开表扬并进行物质奖

励，提高居民参与治理的正向激励。 

3.3 增加资金来源 
农村污水治理资金不足的问题是项目完成的

“卡脖子”问题，因此，要努力增加农村资金来源，

一方面加大污水处理项目的财政投入力度，引用相

关政策申请更多的资金；另一方面，鼓励社会参与

污水治理，拓宽资金渠道，设立鼓励政策吸引企业、

社会团体投资建设。在扩充资金后，也要对资金进

行监管，因地制宜的分配资金投入，保证资金发挥

最大效用。 

3.4 做好农村污水处理项目的规划设计 
当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运行不畅，主要原因是

缺乏健全的项目管理机制，无法在项目成立初期就

参与其中，全程跟进项目建设，保证项目良好运行。

因此，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管理机制，首先要因地制

宜的确定好项目的费用标准，参考设计的工作量或

者在 PPP、EPC等项目的情况，不生搬硬套原有的标

准模板。此外，要加强对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的监

督管理。对于设计单位应该要求其结合实地情况制

作设计图纸，确保图纸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在设计

前就在现场进行调研，以便合理的设计管道铺设的

位置和标准，真正达到“应收尽收、设计到户、一

户一图”的设计要求，提升用户使用的方便程度，

避免因设计不合理而造成项目返工的情形。同时，

污水的收集包括了化粪池、浴室水、洗衣机、洗衣

台、洗手台、厨房等各个场景，要做到污水不直排，

清除黑臭排水沟，将这两个指标纳入验收考核标准

中，并在施工和设计之前明确提出相关要求，保证

顺利达成标准。此外，为了避免当地人员不配合施

工，在项目开始前就应该积极向村民宣传项目的优

点，激发村民的参与热情，为之后的施工和验收打

好民众基础。施工完成后，也要紧跟时代的潮流，

引入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搭载物联网平台，建立

主管部门、运营部门以及村民的三级管理制度，实

现项目运行的多层次监督管理。同时，将对排污设

备管理和维护工作纳入员工的考核中来，保证排污

设备高效运行，使得排污管道网络体系正常运行，

进一步推动项目运行智能化、规范化发展，确保当

地居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会规范排污。此外，

地方政府也应积极创新农村污水治理的方案，借鉴

其他地区的优秀案例，因地制宜的将排污技术和排

污方法融入本地排污体系，实现当地农业循环发展。 

3.5 加强专业人员的培训与建设，吸引人才加

入 
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离不开专业人员的参与，

因此，要加强对人才的培训力度，对有专业技能的

人才进行补贴，减少农村污水处理团队的税收，提

高对人才的工资和待遇，以确保人才不流失；同时，

设立优质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更多的专业人员在

当地落户，也可以出台返乡福利政策，确保当地的

人才储备充足。 

3.6 设立循环农业和污水治理的统筹部门 
为避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不彻底，甚至浪费资

源的问题，需要设立一个专项部门，负责生活污水

治理和循环农业的统筹规划。只有在全局性、整体

性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农

村污水的净化，确保整个治理项目的科学性和可行

性，做到因地制宜，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益。因此，

这个部门应充分了解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具体情

况，明确各部门的责任，做到权责分明，避免出现

管理混乱失序的情况。此外，该部门也可以集中推

广相关技术，使得污水治理变成常态。 

3.7 落实污水治理后勤维护的责任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的内容复杂，是一项非

标工程，且其运行特点和重要性决定了对后勤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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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农村由于其范围广、不容

易管理、排水处多、所需规模大等特点，生活污水

处理项目的维护难度较大，要求更多，也更复杂
[3]
。

同时，由于农村单个项目规模小，当地居民缺乏专

业知识技能、资金不足等缺陷，导致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项目维护管理的成果普遍不理想，主要原因在

于开展维护管理工作前没有详细调查项目情况，维

护管理标准脱离实际，常常生搬硬套，做不到因地

制宜的管理，也没有专业的维护监督岗位，这也直

接影响到了农村污水治理项目的实际运行效果。因

此，只有落实相关的责任，确保后勤维护工作的可

行性和科学性，才能使排放的生活用水都达到了规

定的标准，为农村宜居环境的建设添砖加瓦。 

3.8 加强先进技术应用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应尽可能采用生物净化技

术，如厌氧生物滤池等。需要在池子内加入一些填

料，当污水从池底进入后，经过净化的水会从池顶

排出，这种技术处理效果比较好
[4]
。当污水温度在

15℃左右时，cOD 进入浓度在 800mg/L，若 HRT 为

12h,COD 处理效果可达到 85%。另外，还可发展生态

处理技术，在农村建设生态塘，利用水体的净化能

力来处理污水。在太阳能的作用下，可利用菌藻共

生系统来滤除有机物,并可将净化后的水进行回收

利用，能有效保障污水处理效果，实现其综合效益

价值
[5]
。 

3.9 稳定塘处理系统 
稳定塘是一种利用天然净化能力对污水进行处

理的构筑物的总称。其净化过程是自然水体的自净

过程的真实模拟。一般情况下，需要提前对农村土

地进行合理规划，在制定范围内建立池塘，并进一

步设置围堤和防渗层。菌藻是稳定塘中最为常见的

微生物，而稳定的池塘环境也可以为稳定塘内的微

生物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整体来看，稳定塘无论

是在建设成本还是运行成本上均具有显著的优势，

且能够有效处理污水中的有机物和病原体，后续也

不必进行污泥处理。尽管稳定塘对于占地面积有着

一定的要求，但农村地区本身就地广人稀，故较为

适合应用稳定塘系统。 

结束语 
农村生活污水问题严重妨碍了建设美丽宜居新

农村的步伐，因此，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对于农村的

生态文明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容忽视。

农村必须重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积极引进专

业人才，加大投资力度，举办宣讲活动，调动当地

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实

现科学治理污水，改善农村环境，做到循环农业与

污水治理协调发展，推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将节

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理念融入农村发展的规划中来，

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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