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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生态效率理论(生态效率(ecological efficiency)是指食物链的各个营养级之间实际利用的
能量占可利用能量的百分率。)已广泛应用于电力、煤炭等多个领域。本文详细介绍了涉VOC工业企业
污染治理设施的技术现状,结合相关理论对其合理选择提供指导,为各个领域的VOC工业企业带来了全
新的发展思路,加快了我国经济与环境一体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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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Technical Status and Reasonable Selection of Pollution Treatment Facilities in VOC-relat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Jun Xue
Suqia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enter, Suqian, Jiangsu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efficiency (ecological efficiency refers to the percentage of the
actually utilized energy among the nutritional levels of the food chain in the available energ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many fields such as electric power, coal and other field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in detail the technical
status of pollution control facilities in VOC-relat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combined with relevant theories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ir reasonable selection, brings new development ideas to VOC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various fields,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of my country’s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Key words] VOC industrial enterprises; pollution control facilities; pollution control technology; status quo
analysis; reasonabl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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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超标现象不能作为处罚依据。此外,

表 1 宿迁市 12 家工业企业 VOC 治理情况

公司VOC治理涉及行业众多,治理工作进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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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 产生工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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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设施设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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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催化

在线监测缺乏

4

XX 筑路机械公司

表面涂装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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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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