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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 water resources pollution has become a key topic of concer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China has invested more attention to the
treatment of water pollution, but also strengthened the protection. As the staff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t is their duty to further
clarify the problem of water resources pollution and its harm. Choosing more targeted treatment measures and methods can properly
optimize and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water resources pollution and promote the benefit level of all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arm and impact of water pollution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puts forward effective measures and methods to strengthen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hoping to further solve the
problem of water pollution and improve the effect of water environment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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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水资源污染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的重点话题，中国在水污染的治理方面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也加强了保护。作为
环境保护的工作人员，对水资源污染问题及其危害产生作出进一步的明确，选择更具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和方法是其职责所
在，可以让水资源污染的问题得到适当的优化和处理，促进环境工程各方面的效益水平提升。论文结合实际情况分析环境
工程中水污染造成的危害和影响，并提出加强水污染治理的有效措施和方法，希望可以让水污染问题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促进水环境治理的效果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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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些年中国的社会发展速度异常迅猛，经济效益得到
了大幅度的提升，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环境污染问题。环

的日常生活，所以需要加强关于环境工程中水污染危害问题
的重视，提出相对应的治理措施和方法，让有关问题得到
顺利的解决。

境问题中，水污染的问题最为明显，尤其是各种生活污水以

2 环境工程中水污染造成的危害

及工业废水没有节制的排放，会导致原本就有限的淡水资源

2.1 环境工程中水污染对工农业发展造成的危害

变得更加稀缺。因此，针对水污染问题进行的治理已经成为

当水体资源遭受到污染之后，受到污染的水资源应用

现如今环境工程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水资源本身是人类社

在工农业的生产和发展中，会导致用于实际工农业生产的机

会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主要资源，在水资源污染日益严重

械设备被腐蚀，甚至损坏。由于这些专用的仪器设备的使用

的过程中，水资源的应用率进一步受到限制，影响到群众

寿命缩短，性能也会下降，进而影响到相应的生产质量和发
展脚步。与此同时，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如果要使用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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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地下的水资源必然遭受污染和破坏，这也会导致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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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减少，无法保障农业生产的品质。此外，在针对农田进

细的分析和调研，使有关的工作人员清楚了解当前的实际

行浇灌作业时，使用了遭遇到污染的水体资源之后，不但会

情况以及在水资源的管理过程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尽量

导致土壤结构产生变化，更严重的是会使农作物的生长受到

选择更具针对性的治理措施，让污染的处理效果更加理想。

影响，让农业生产的质量更加无法得到保证。

为了保护水资源，就需要将污染的防治工作放在最合理的位

2.2 水污染对群众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置，对每一个环节的污染情况进行相应的处理。此外，在工

水是人类生命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水资源中掺杂

业企业中针对生产的废水以及城镇生活污染的排放进行防

着各种类型的矿物质元素，能够通过人的消化和呼吸进入人

范治理工作，也是一块比较重要的内容，有关方面的行政管

身体内的各种器官中。当人长时间饮用受到污染的水体资源

理部门都需要参照水功能区域限制排污量强化水污染的防

时，会导致人体的免疫机能下降，使人的身体器官遭受到这

范和治理工作。这需要对城市污水处理设备进行改造，优化

些危害和影响，产生各种生理上的疾病。尤其是在人类食用

配套的管网系统，让污水废水的收集能力和处理能力得到进

的水体资源中，有害物质较多时，人们遭受到的危害也更大，

一步的提高，最终使水体资源的回收应用率达标 [3]。

其中主要的危害不但包括有机物的污染，也包括水中毒的现

3.3 要实现水生态系统的循环

象。有机物污染主要是在水体资源遭受了有机化学产品的毒

水资源本身作为一种自然资源，人们在使用水资源的

害污染之后，造成水质的破坏，当民众饮用了这样被破坏的

过程中一般都是付费的方式。现如今，水资源的销售定价已

水资源之后，会产生腹泻，甚至是癌症。水中毒主要是水体

经到达了一定的标准，但是却并没有根据水资源的实用性价

遭受了工业重金属的污染和影响后，食用这样的水资源会产

值，对其合理定价。中国针对用水量进行计量时的方式比较

生中毒的现象，这对人身体的骨骼、肾脏以及肝脏等器官均

落后，在用水的缴费强制性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有关

会造成危害 [1]。

部门需要加强管理，适当提升当地的用水价位，这样才能够

2.3 水污染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

让人民群众对水资源产生更强的管理和保护意识，规范群众

水资源污染对水域生态环境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

的用水行为，让水体资源的重复利用率得到提升，防止产生

很多的生活废水以及工业污水在进入水域之后，会对水体

水体资源过度消耗的问题，进而让水资源污染的程度下降，

的净化能力造成破坏，同时也会存在其他类型的有机物质，

最终实现水体环境优化的目标 [4]。

比如说氮和磷等。这些物质的存在会导致水中的藻类生长加

3.4 要加强水环境的监测

速，使水体资源中的溶解氧变少。而溶解氧本身是水域生物

针对水体资源的管理以及保护体系来说，如果水环境

得以稳定生存的必要物质。水域生物的代谢原本是对污染物

监测工作能够完美地落实，就可以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提供比

质进行净化的有效途径，如果水中溶解氧的含量不足，就会

较有用信息化资源。当前的水环境监测状态和水平、水体资

导致水域生态环境中的生物快速死亡，进而导致水域生态平

源管理以及保护标准并不匹配，针对该情况，有关部门就需

衡遭到严重破坏。

要定期针对水体环境监测的设施、仪器、工具进行及时的维

3 环境工程中水污染的治理方式
3.1 对水资源进行保护和管理
环境工程项目的开展过程中，要顺利解决水污染问题，
则需要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同时要确保有关方面的

护和更新。这样能够让水资源监测的整体质量和水平得到提
升，也能够帮助有关部门监测各种污染的源头，也能动态了
解水功能区域的实际状况，为后续水体资源污染问题的防范
创造有利的基础 [5]。

3.5 要针对水环境的破坏者进行惩处

法律法规得到完美的落实和执行，这样才能够使有关人员的

在环境保护以及环境监测工作完善的同时，也需要加

工作行为得到约束和管理，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够在发展

大关于水环境破坏者的合理性处罚。例如，工厂偷排废水的

的过程中自觉维护水体资源的污染并做好防治工作。对此，

情况被发现时，就需要针对造成污染的严重性以及排放水污

必须深入分析导致水体资源污染防治的关键因素，从而提高

染问题的量来做一个综合性的评估。根据评估获得的数据结

[2]

环境工程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果，对造成污染的企业进行严格的处罚，并处罚金。罚金中，

3.2 要关注水资源污染问题的治理

一部分用于水污染的处理，另一部分则可用于关于水环境保

一般来说，针对水资源污染问题进行治理的过程中，

护的教育工作。只有当企业真正认识到随意排放废水会承担

要求有关部门参与并配合，共同对水资源的污染情况进行详

较大经济风险，影响企业管理者的利益，他们就会在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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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约束自己的行为，并规范自己的处理方式。当所有的

不断发展。

企业都能够自觉按照排放污水的标准排放时，水污染源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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