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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VOC废气产生的方式有很多种,具有挥发性的特点,对大气环境会产生严重的污染。近年来,我
国工业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VOC废气,该废气不仅对
环境产生污染,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也造成威胁。我国在VOC废气治理上虽有了较大的突破,但是对其治
理技术仍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最终达到将其完全去除的目的,从而实现VOC废气的有效治理以及环保
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基于此,文章就VOC废气治理工程技术方案进行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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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echnical scheme of VOC waste gas treatment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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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any ways to produce VOC waste gas, which is volatile and will cause serious pollution to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ccupies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but VOC waste gas is produced in the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
which not only pollutes the environment, but also poses a threat to people's health. Although China has made
great breakthroughs in VOC waste gas treatment, its treatment technology still needs to be continuously
innovated and improved, and finally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ompletely removing it, so as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treatment of VOC waste gas and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gree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ngineering technical scheme of VOC waste gas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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