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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我国各大城市规模在不断扩大,同时导致很多城市中的机动车
尾气排放污染问题变得越发严重。所以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进行管理和控制,如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以
及环保能源,将这些能源充分应用到机动车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基于此,本文对城市机动车尾气污染的原
因进行了初步分析,从而进一步探究了有效的防治对策,为改善城市机动车尾气污染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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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measures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otor vehicle exhaust pollution
Xuebin Yun
Ninghe District motor vehicle pollution inspection and control station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modern society, the scale of major cities in China
is expand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blem of motor vehicle exhaust pollution in many citie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for management and control,
such as vigorously developing renewable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ergy, and fully applying these
energy to the production and use of motor vehicl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ke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n the
causes of urban motor vehicle exhaust pollution, so a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untermeasur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urban motor vehicle exhaust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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