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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业生产产生的废气对空气造成了极大的污染,严重危害人的身体健康。目前
我国的空气污染已经相当严重,必须加大对空气污染的治理力度。在空气污染的治理中,由于挥发性气体
的挥发性,治理尤为困难,对废气治理造成了很大的难题。本文就从挥发性有机废气入手,浅谈挥发性有
机废气的危害和治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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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the waste gas produced by industrial production causes great
pollution to the air and seriously endangers human health. At present, China's air pollution has been quite
serious, and we must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air pollution. In the control of air pollution, due to the volatile
nature of volatile gases, the control is particularly difficult, which causes a great problem for the control of waste
gas.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volatile organic waste gas and discusses the hazards of the treatmen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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