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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在生活和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垃圾数量与种类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也造成了相应的环境污染。工业垃圾的污染一般包括工业废弃物,废水,粉尘和二氧化硫的排放
等等,工业垃圾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环境与身体健康。但随着工业垃圾发电技术的革新,人类在不断采取有
效措施进行垃圾处理,工业垃圾的发电就是其中一种。在生态文明背景下的我国工业垃圾发电正逐步迈
向成熟,但也存在些许问题需要在未来不断改进。
[关键词] 工业垃圾发电；现状；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X773 文献标识码：A

Discussion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industrial waste power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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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people produce more and
more kinds of garbage in life and industrial produc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causes correspond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e pollution of industrial waste generally includes the discharge of industrial waste,
wastewater, dust and sulfur dioxide. Industrial waste affects human living environment and health. However,
with the innovation of industrial waste power generation technology, mankind is constantly taking effective
measures to deal with waste, and industrial waste power generation is one of th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hina's industrial waste power generation is gradually moving towards maturity,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improv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Power generation from industrial waste; present situation;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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