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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各行各业都在飞速变化,进而导致固体废物产生量迅速增加。在固
体废物的处理处置过程中,由于废物放置时间和废物类型多样的原因,会在处理处置过程中释放出大量
的臭气,在废物的处理处置过程中产生新的次生污染,甚至是危害处理人员的生命健康。本文就从固废处
理行业产生的臭气入手,浅谈臭气产生的原因、危害以及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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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industries of all walks of life are changing
rapidly, which leads to the rapid increase of solid waste production. In the disposal process of solid waste, due to
the waste placement time and various waste types, a large amount of odor will be released in the disposal process,
causing new secondary pollution in the disposal process of waste, and even endangering the life and health of the
treatment personnel.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odor of solid waste treatment industry and discusses the causes,
hazards and treatme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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