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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当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环境工程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更加紧密,内容更加融合和渗透。
环境工程学科作为推动环保技术发展的动力核心,对绿色产业的健康发展和绿色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具有重要的作用。对社会发展绿色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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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other disciplines is closer, and the content is more integrated and penetrated. As
the driving force core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green industry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green technology level. It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green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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