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与保护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第 3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能耗、大气污染物排放及碳排放协同研究可视化分析
李红梅
新疆中汇新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石河子分公司
DOI:10.12238/eep.v3i8.953
[摘 要] 现阶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问题。为进一步提高能耗、大气污染排放物及碳排放
协同研究的可视化水平,在知名数据库中,对与上述指标内容相关的数据进行搜集,对其协同性研究的
文献记录加以归纳,采用计量软件Citespace对参考文献展开可视化分析,可得到协同研究的知识基础
和热点演变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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