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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析大气环境中持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的治理措施
刘劲松
榆林市环境科技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DOI:10.12238/eep.v4i4.1400
[摘 要] 持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对大气环境、人类身体健康的危害性比较大,而且该种污染物质很难降
解,可以在大气环境中持久存在,也可以进行长距离传输,对全球环境造成严重威胁。因此,需要对大气环
境中的持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进行全面分析,并采取科学方法对其含有量及浓度进行分析,并采取有效
的治理措施,从而降低大气环境中持久性有毒化学污染物的浓度,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优化人类生存环境,
促进生态环境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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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sistent toxic chemical pollutants are relatively harmful to the air environment and human health,
and it is difficult to degrade, and can persist in the atmosphere for a long time, or it can conduct long-distance
transmission, posing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glob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persistent toxic chemical pollutants in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adopt scientific
methods to analyze its content and concentration, and take effective treatment measures to reduce the
concentration of persistent toxic chemical pollutants in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optimize the human living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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