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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活垃圾是当前人们生活中经常产生的生活废物,生活垃圾的处理直接关系到了人们生活的
质量和城市环境。而生活垃圾经常是焚烧处理,在此过程中会产生各种烟气污染物。本文将会针对当前
垃圾焚烧烟气成分和环境危害进行分析,探讨各种污染物的控制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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