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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类工业污染排放物日益增加,雾霾已经成为比较常见的现象。
VOC废气是一种有机化合物,有极强的挥发性,汽车尾气、重金属冶炼、车身涂装、各类房屋涂装等,都
是VOC产生的源头,其污染物对环境带来的影响巨大,由于我国一度不重视VOC的治理,导致现有的治
理水平比较落后。本文就VOC废气治理应用进行分析,以期给相关工作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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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increasing industrial pollution emissions
and haze has become a relatively common phenomenon. VOC exhaust gas is an organic compound with highly
volatility. Automobile exhaust, heavy metal smelting, body painting, various housing painting, etc., are the
source of VOC, and its pollutants have a hug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Due to China’s neglect of VOC
governance, the existing governance level is relatively backwar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VOC
waste gas treatment to provide reference to relev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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