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与保护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第 4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环境工程中固体废物污染的防治措施
周丽芳 1 耿鑫 1 聂保新 2
1 沈阳万益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2 辽宁恒岳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DOI:10.12238/eep.v4i4.1395
[摘 要] 近几年来,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和治理环境,从而为人类提供更好的
生存环境条件。文章指出了固体废物的涵义及其危害,研究了环境工程中有关固体废物的污染现状和具
体治理现状,总结了环境工程中有关固体废物污染的针对性防治措施,并对其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对环
境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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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eople'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has been increasing,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governance, so as to provide better living environment conditions for mankind.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e meaning and harm of solid waste, studies the pollution status and specific treatment
status of solid waste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ummarizes the targeted prevention measures of solid waste
pollution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prevents and treats them to reduce th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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