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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化学简单来说,就是用化学手段对污染进行治理,由于在此过程中不会产生其他污染,所以
又被称为绿色化学。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对于环境的污染也越发严重,根据
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统计,我国每年产生近10亿吨垃圾,其中生活垃圾产生量约4亿吨,建筑垃圾5亿吨
左右,此外,还有餐厨垃圾1000万吨左右。中国的垃圾总量在世界排名也是靠前的,而且我国的空气污染
也相当严重。如此大的垃圾总量,如此严重的空气污染,仅仅依靠传统的治理手段是不够的,在未来,绿色
化学将是解决我国环境污染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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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short, green chemistry is to use chemical means to control pollution. Since no other pollution in
this process, so it is also known as green chemistry in general.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people'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more seriou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China Urban Environ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China produces nearly 1 billion tons of garbage every year,
about 400 million tons of domestic garbage, and 500 million tons of construction waste. In addition, there are
about 10 million tons of food and kitchen waste. China's total garbage count is also among the top in the world,
and China's air pollution is also quite serious. Such a large total amount of garbage and serious air pollution are
not enough to rely only on the traditional means of treatment. In the future, green chemistry will be an effective
means to solve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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