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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类不断改造社会与自然,也产生了许多环境污染问题,尤其是大气污染,这导致了人们呼
吸道疾病以及其他许多疾病的频发。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生活,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发展和
民族的振兴。本文以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空气污染事件为研究对象,从环境活动的角度,详细论述了环境工
程中净化空气污染的措施,期望本文的研究能对大气污染的治理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环境工程；空气污染；治理措施
中图分类号：Q958.12 文献标识码：A

Air pollution factors and treatment methods
Weiyuan Chao1, Zhaolei Jia2, Junye Fu2
1 Shandong Xinf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sign Institute Co., Ltd
2 Shandong Tianren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Ltd
[Abstract] As human beings continue to transform society and nature, there are also man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especially air pollution, which leads to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respiratory diseases and
many other diseases.It seriously threat people's healthy life,and also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ety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n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frequent air pollution events in recent yea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activities, discusses the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ir
pollution purification measures, hoping that the study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to the
treatment of air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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