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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VOCs废气处理不当排放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和健康危害,因此工业生产行业应加强VOCs废气
处理。本文通过介绍VOCs废气及其危害,对我国当前处理VOCs废气的处理技术进行分析,以便提供有效
建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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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VOCs waste gas treatment technology
Chao Wang
Nanjing Zhonghua hua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 Ltd
[Abstract] Improper treatment of VOCs waste gas is easy to caus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health hazards,
so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dustry should strengthen the treatment of VOCs waste gas. This paper introduces
VOCs waste gas and its harm, analyzes the current treatment technology of VOCs waste gas in China, so as to
provide effective suggestions and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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