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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固体废物种类繁多、性质复杂,极容易给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而只有做好固体废物环境监测才能
避免固体废物对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和危害,才能保证对固体废物予以更好处理,达到更好环境保护效
果。因此要想就固体废物环境监测予以深入研究,就需要分析固体废物特点,并探讨固体废物环境监测中
存在的问题,立足于问题探索更好的解决策略,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固体废物环境监测水平的提升,才能避
免固体废物环境污染范围的扩大,达到更好的环境保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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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Solid Wast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Lvya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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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solid wastes and their properties are complex, which can easily cause serious
pollution to the environment. Only by doing a good job of solid wast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an we avoid
the possible pollution and harm to the environment caused by solid waste, in order to ensure better treatment of
solid waste, to achieve bett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order to study the solid wast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lid waste, discuss the problems in solid wast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explore better solutions based on the problems,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level of
solid wast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be truly raised, can the expansion of solid wast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e avoided, and bett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ults be achieved.
[Key words] Solid Waste Monitoring;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blem Analysis;
strategy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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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资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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