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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得到快速进步,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同时人们的
生活品质追求也得以提升。我国工业在早期发展的方式不科学,没有协同推进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工作,
致使我国环境遭到严重的污染。尤其城市当中大气环境污染,究其原因是工业废气排放和汽车私有化数量不
断增长导致尾气排放量急剧增多造成的,大气环境的处理刻不容缓。为此,本篇文章主要针对环境工程中对
大气污染处理的思路进行探讨,以期能够为有效开展环境工程、提高大气质量提供一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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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de rapid progress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pursuit of quality of life.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ustry in the
early stage is not scientific, and there is no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hich leads to the serious pollution of China's environment.In particular, the air environment pollution in
cities is caused by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industrial exhaust emissions and automobile privatization, resulting in the
sharp increase of exhaust emissions, and the treatment of the air environment is urgent.Therefore,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idea of air pollution treatment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improving air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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