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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工业现代化的发展,各种固体废弃物逐渐增加,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和成分的复杂,
对固体废弃物处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更好的提高固体废弃物处理技术,需要加强废弃物污染的防
治。对此本文主要从环境工程中固体废物污染的防治进行研究,具体阐述了废弃物的成分和种类、危害
性,等旨在为我国环境工程提供数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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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various solid wastes gradually
increase,the complexity of solid waste discharge and composition brings certain difficulties to solid waste disposal.
In order to better improve the solid waste treatment technology, it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waste pollution.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olid waste pollution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specifically expounds the composition, types and harmfulness of waste, aiming
to provide data basis for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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