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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年来,各地对污水进行分散和处理过程中大多采用了化粪池的技术,该技术原理简单,建设成
本低廉,而且运营维护的要求也比较低,确实起到过很重要的作用。随着城市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收集管网
的不断扩大、健全、完善,化粪池依然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管网系统长期有效运行。
因此,通过本文进行剖析,希望有关部门重视化粪池在污水管网系统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化粪池：污水管网系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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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role of septic tank in sewage pipe network system
Han Xiang1 Haotian Chen2
1 Qingyuan Drainage Co., Ltd. in Huai 'an District
2 Huaguang Street Lamp Management Co., Ltd. in Huai 'an District
[Abstract] Over the years, septic tank technology has been adopted in the process of sewage dispersion and
treatment in various places.The principle of the technology is simple, the construction cost is low,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are relatively low, really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perfe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urban sewage treatment plant and sewage collection
pipe network, septic tank can st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o a certain extent, can ensure the long-term effective
operation of pipe network system. Therefo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is paper, I hope that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septic tan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ewage pipe network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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