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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火力发电厂为社会提供了充足的电能资源,增强了社会发展动力,同时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
也面临较大的困境。尤其是火力发电厂以燃煤为主,在煤炭燃烧过程中会造成大气污染的情况,不仅会对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也会威胁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为此,应该采取有效的大气污染治理技术,
以改善当地大气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本文将对火力发电厂大气污染情况进行分析,明确治理
工作的现状,探索火力发电厂大气污染治理措施的应用方法,为实践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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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mal power plants provide sufficient power resources for the society, enhance the impetu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lso face great difficulti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particular, thermal power plants are mainly coal burning, which will cause air pollu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al
combustion, which will not only affec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but also threaten people's
lives, health and safety. Therefore, effective air pollution control technology should be adopted to improve the
local air environment and realiz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air pollution situation of thermal power plants, clarif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reatment work,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methods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measures of thermal power plant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actic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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