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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
综合治理方案与政策



提 纲

一、大气环境形势与VOCs排放控制情况

二、国家与地方VOCs减排政策体系框架

三、重点行业VOCs综合治理的思路与任务



人为源VOCs排放量巨大

注：中国SO2、NOx为2017年数据，颗粒物（烟粉尘）为2016年数据；
美国为2016年数据，颗粒物排放量指PM10排放量；欧盟（28国）为2015
年数据，颗粒物排放量为PM2.5排放量



人为源VOCs排放量巨大



人为源VOCs排放量巨大



VOCs污染排放对大气环境影响突出

➢ PM2.5污染控制取得积极进展，但PM2.5浓度仍普遍超标，是

打赢蓝天保卫战的重点控制因子。

全国338个城市，PM2.5年均浓度超标地级及以上城市占56.2%，超标50%

以上的城市占18.9%。

2018年338个城市PM2.5年均浓度

超标城市总数量 217

PM2.5超标城市数量 190

PM2.5达标、O3超标城市数量 10
PM2.5达标、PM10超标城市数
量 13
PM2.5达标、O3和PM10超标城
市数量 1
PM2.5达标、O3和NO2超标城
市数量 2
PM2.5达标，O3、PM10和NO2

超标城市数量 1



VOCs污染排放对大气环境影响突出

➢ “2+26” 城市秋冬季PM2.5组成中有机物占20%－40%，有机

物中二次有机物占30%－50%，主要来自VOCs转化生成。



VOCs污染排放对大气环境影响突出

➢ 2015－2018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等重

点区域O3浓度呈上升趋势，分别上升25.9%、18.4%、35.0%。

2015年
2018年



VOCs污染排放对大气环境影响突出

◼ O3污染问题日益显现，全国和汾渭平原超标天中，O3作为首要污染物天
数仅次于PM2.5；“2+26”城市和长三角地区超标天中，O3作为首要污
染物天数已超过PM2.5



VOCs污染排放对大气环境影响突出

在夏秋季，重点区域多数城

市超标天中，O3作为首要污

染物天数比例超过80%。



VOCs污染排放对大气环境影响突出

◼ 仅减排NOx,重点区域O3浓度

有较大幅度反弹

◼ 对人为源NOx和VOCs排放

量按1:1（10%：10%）削

减，可以满足“十三五”期

间全国范围内O3污染不恶化

◼ 当人为源NOx和VOCs排放

量以1:2（10%：20%）或

1:3（10%：30%）削减，

全国范围的O3污染将有所改

善，重点区域O3浓度下降尤

为明显

VOCs成为重点区域O3生成的主控因子



VOCs污染防治面临突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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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器家具涂装

水性涂料 溶剂型涂料

一是源头控制力度不足

➢有机溶剂等含VOCs原辅材

料的使用是VOCs排放的主要

来源

➢我国工业涂料中水性、粉末等低

VOCs含量涂料使用不足20%，低于

欧美等发达国家40%-60%的水平。

✓思想认识不到位

✓政策激励不足

✓投入成本高

木器家具涂装源头替代情况

溶剂使用源VOCs排放量占人为源排放总量的

37%，其中工业源中占61%，生活源占70%



13

➢VOCs物质易挥发，无组织逸散严重。
工业VOCs排放量1660万吨（包括油品
储运），其中无组织排放60%以上。

➢强化监督帮扶发现，企业特别是“散
乱污”企业普遍存在VOCs无组织排放
突出问题。

VOCs污染防治面临突出的问题

二是无组织排放问题突出

废气收集方式 收集效率

密闭负压收集系统 90%

密闭非负压收集系统 60%

开放空间有效收集 45%

开放空间无效收集 5%



三是治污设施简易低效

VOCs污染防治面临突出的问题

治理设施 治理效率

蓄热式热氧化 90%

直接燃烧 85%

蓄热式催化燃烧 85%

催化燃烧 80%

沸石转轮吸附+（催化）燃烧 80%

活性炭吸附+催化燃烧 60%

生物净化 50%

低温等离子+活性炭吸附 45%

活性炭吸附 30%

UV光解+活性炭吸附 30%

低温离子+UV光解 30%

低温等离子 20%

UV光解 20%

末端治理技术的应用率（二污普
）

30%

27%

25%

7%

4%

3% 2% 1% 1%

UV光解 等离子体
吸附 催化燃烧
生物处理 热力燃烧
吸收 膜分离

低温等离子、光催化、光氧化等
低效技术应用多，部分地区甚至
达80%以上



VOCs污染防治面临突出的问题

四是运行管理不规范

➢VOCs治理：全面加强过程管控，精细化管理

✓ 源头控制、设备或技术革新、无组织排放收集、末端治理、废物处置

✓ 操作规程、管理制度

➢目前企业普遍存在管理制度不健全、操作规程未建立、人员技术能力不

足等问题。



VOCs污染防治面临突出的问题

五是监测监控不到位

➢企业自行监测质量普遍不高

➢点位不合理、采样不规范、监测时段代表性不强等

➢部分重点企业未按要求配备自动监控设施

➢未开展无组织排放监测

➢涉VOCs排放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缺乏有效的
监测溯源与预警措施

➢缺乏现场快速检测等有效手段

➢走航监测、网格化监测等手段应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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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性有机物定义与监测方法

◼ 从物理特性角度说明这类物质的可挥发性

有蒸气压（0.01kPa）和沸点（250 ℃或260℃）两种表述方式

主要应用于工业界，对VOCs产品（如涂料、油墨、胶黏剂等）进行描述或检
测

◼ 在国家最新制定的涉及 VOCs排放控制标准中

• 挥发性有机物（VOCs）
–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有关规定确定的有机化合物。

在表征VOCs总体排放情况时，根据行业特征和环境管理要求，可采用总挥发性
有机物（以TVOC表示）、非甲烷总烃（以NMHC表示）作为污染物控制项目。

• 总挥发性有机物 （TVOC）
– 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对废气中的单项VOCs物质进行测量，加和得到VOCs

物质的总量，以单项VOCs物质的质量浓度之和计。实际工作中，应按预期
分析结果，对占总量90%以上的单项VOCs物质进行测量，加和得出。

• 非甲烷总烃 （NMHC）
– 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有响应的除甲烷外的气态有机化

合物的总和，以碳的质量浓度计。



挥发性有机物定义与监测方法

污染物项目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非甲烷总烃
（NMHC）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HJ 604

环境空气和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监测仪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HJ 1012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1013

苯

苯系物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3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 584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
谱法 HJ 64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 734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59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dqhjbh/jcgfffbz/201010/t20101008_195273.htm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dqhjbh/jcgfffbz/201010/t20101008_195274.htm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dqhjbh/jcgfffbz/201501/t20150115_294225.htm


国家VOCs排放控制标准体系

综合标准

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
正在修订

2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

1993）
正在修订

3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已发布

行业标准

4
橡胶制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7632-2011）

已发布

5
合成革与人造革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 21902-2008）

已发布

6
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950-2007）
正在修订

7
汽油运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951-2007）
正在修订

8
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952-2007）
已发布

9
轧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8665-2012）
已发布

10
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6171-2012）
已发布

11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 

18483-2001）
正在修订

12
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0-2015）
已发布

13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
已发布

14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

已发布

15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0484-

2013)
已发布

16
烧碱、聚氯乙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5581-2016)

已发布

17
汽车制造业表面涂装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

正在制订

18 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正在制订

19
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

正在制订

20 煤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正在制订

21 农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正在制订

22 涂料、油墨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已发布

◼ VOCs相关的排放标准35项，其中综合标准3项（1项正在制订），行业标准已发
布13项（3项正在修订），正在制订农药、制药、汽车涂装等19项行业标准，已
初步形成了固定源VOCs排放标准体系。



国家VOCs排放控制标准体系

23 染料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正在制订

24
家具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

正在制订

25
集装箱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

正在制订

26 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已发布

27 电子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正在制订

28
纺织印染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

正在制订

29
皮革制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

正在制订

30
人造板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

正在制订

31 印刷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正在制订

32 干洗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正在制订

33
林产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 炭与
活性炭类

正在制订

34 铝型材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正在制订

35 船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正在制订

◼ 行业标准自身规定了VOCs无组织

排放控制要求

• 炼油、石化、合成树脂等，

执行行业标准

◼ 行业标准引用本标准全部或部分

内容

• 涂料、农药、制药等，通过

引用而生效

◼ 未制订行业标准，VOCs无组织排

放控制执行本标准

• 与大气综合标准类似，兜底

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与行业标准的关系



地方VOCs排放控制标准
◼ 北京、上海和广东等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控制VOCs的地方标准，其中北京已发布14项、上海已发布

9项 、广东已发布6项 。在VOCs控制上，地方标准先于国家标准，进行了深入探索，并发挥了积
极作用。
➢ 京津冀地区

区域标准

1
建筑类涂料与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含量限值标准

DB 11/3005-2017

北京市

1
储油库油气排放控制和限值（NMHC）

DB 11/206-2010

2
油罐车油气排放控制和限值

DB 11/207-2010

3
加油站油气排放控制和限值

DB 11/208-2010

4
炼油与石油化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NMHC）

DB 11/447-2015

5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NMHC） DB 11/501-2017

6 铸锻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NMHC） DB 11/914-2012

7
防水卷材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NMHC）

DB 11/1055-2013

8 印刷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NMHC）DB 11/1201-2015

9
木质家具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NMHC）

DB 11/1202-2015

10
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NMHC）

DB 11/1226-2015

11
汽车整车制造业（涂装工序）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NMHC）

DB 11/1227-2015

12
汽车维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NMHC）

DB 11/1228-2015

13
有机化学品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NMHC）

DB 11/1385-2017

14 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11/1488-2018

天津市

1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
标准（VOCs）

DB 12/524-2014

2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12/059-1995

3 餐饮业油烟排放标准 DB 12/644-2016

河北省

1
青霉素类制药挥发性有机物和恶
臭特征污染物排放标准（TVOC）

DB 13/2208-2015

2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
标准（NMHC）

DB 13/2322-2016



上海市

1 生物制药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NMHC） DB 31/373-2010

2 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VOCs） DB 31/374-2006

3 餐饮业油烟排放标准 DB 31/844-2014

4
汽车制造业（涂装）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NMHC）

DB 31/859-2014

5 印刷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NMHC） DB 31/872-2015

6
涂料、油墨及其类似产品制造工业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NMHC）

DB 31/881-2015

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NMHC） DB 31/933-2015

8 船舶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NMHC） DB 31/934-2015

9 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1/1025-2016

江苏省

1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标准（TVOCs）

DB 32/2862-2016

2
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NMHC）

DB 32/3151-2016

3
表面涂装（家具制造业）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标准（TVOCs）

DB 32/3152-2016

➢长三角地区

浙江省

1
生物制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NMHC）

DB 33/923-2014

2
纺织染整工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VOCs）

DB 33/962-2015

3
化学合成类制药工业大气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NMHC 和
TVOC）

DB 33/2015-2016

地方VOCs排放控制标准

广东省

1
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排放标准（总VOCs）

DB 44/814-
2010

2
包装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排放标准（总VOCs）

DB 44/815-
2010

3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总VOCs）

DB 44/816-
2010

4
制鞋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
标准（总VOCs）

DB 44/817-
2010

5
集装箱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标准（总VOCs）

DB 44/1837-
2016

6
大 气 污 染 物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NMHC）

DB 44/27-2001

➢珠三角地区



重庆市

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NMHC） DB 50/418-2016

2
汽车整车制造表面涂装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总VOCs和NMHC）

DB 50/577-2015

3
摩托车及汽车配件制造表面涂装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总VOCs和
NMHC）

DB 50/660-2016

4
汽车维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NMHC）

DB 50/661-2016

5
包装印刷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总VOCs和NMHC）

DB 50/758-2017

6
家具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总VOCs和NMHC）

DB 50/758-2017

四川省

1
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标准（VOCs）

DB51/2377-2017

陕西省

1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 61/T1061-2017

山东省

1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1部分：
汽车制造业（VOCs）

DB 37/2801.1-2016

2
山东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3部分：家具制造业（VOCs）

DB 37/2801.3-2017

3
山东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4部分：印刷业（VOCs）

DB 37/2801.4-2017

4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5部分：
表面涂装行业》

DB37/ 2801.5-2018

福建省

1
印刷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NMHC）

DB 35/1783-2018

2
工业涂装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NMHC）

DB 35/1784-2018

3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NMHC）

DB 35/1782-2018

地方VOCs排放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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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组织排放源

 工艺排气（排气筒）

 火炬

◼ 无组织排放源

 工艺过程无组织排放

 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

 挥发性有机液体储存

 挥发性有机液体装载

 废水敞开液面逸散

VOCs 排放控制源项



◼ 特征污染物

 光化学反应性强VOCs

 毒性强VOCs

 致癌性VOCs

 恶臭物质

◼ 综合项目

 TVOC（总有机化
合物，以 “物质加和”
计）

 NMHC（非甲烷总
烃，以“碳”计）

VOCs 有组织排放控制项目



VOCs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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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途径 控制指标 监测或考核方法

原辅材料控制
涂料、油墨、胶粘剂等
VOCs含量

监测涂料、油墨、胶粘剂中的VOCs含
量；或核查产品配方

过程控制
工艺设计、设备、运行操
作要求

高性能设备；运行控制措施和管理要求

末端

控制

有组织排
放控制

排放浓度（特征污染物+
综合项目）

监测污染物（或综合项目）的排放浓度，
应注意防止稀释达标

VOCs去除率
监测处理装置进、出口VOCs浓度（一
般用简单的NMHC表示）

无组织排
放控制

措施管控要求 检查措施是否落实

泄漏检测值
监测泄漏点的VOCs响应值（基于PID、
FID、红外检测器等）

代表点（储罐罐顶、废水
液面、车间门窗等处）无
组织排放浓度

监测代表点的VOCs响应值（基于PID、
FID、红外检测器等）

厂界监控浓度 监测厂界环境空气中污染物的浓度



提 纲

一、大气环境形势与VOCs排放控制情况

二、国家与地方VOCs减排政策体系框架

三、重点行业VOCs综合治理的思路与任务



主要目标

到2020年，建立健全VOCs污染防治管理体系，

重点区域、重点行业VOCs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完成“十三五”规划确定的VOCs排放量下降10%

的目标任务，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重点区域

•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 长三角地区

• 汾渭平原

重点行业

• 石化

• 煤化工

• 化工

• 工业涂装

• 包装印刷

• 油品储运销



◼重点行业：石化、煤化工、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
油品储运销等



控制思路与要求——大力推进源头替代

➢ 全面加强溶剂型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等替代工作，

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行业要全面加大源头替代力度。

从源头减少VOCs产生

水性、粉末、高固体分、无溶剂、辐射固化等低VOCs含量涂料

水性、能量固化、植物基等低VOCs含量油墨

水基、热熔、无溶剂、辐射固化、改性、生物降解等低VOCs含量胶粘剂

低VOCs含量、低反应活性清洗剂

涂料种类 VOCs含量/%
水性建筑内外墙涂料 2-5%
水性工业涂料 15-30%
高固体分涂料 10-40%
传统溶剂型中低固分涂料 50-85%
粉末涂料 ≤5%
无溶剂涂料 ≤10%
辐射固化 15-60%

油墨种类 VOCs含量/%
溶剂型油墨 40-60%
水性油墨 10-30%
胶印油墨 3-10%
能量固化油墨 2-10%



➢ 企业采用符合国家有关低VOCs含量产品规定的涂料、

油墨、胶粘剂等，排放浓度稳定达标且排放速率、排放

绩效等满足相关规定的，相应生产工序可不要求建设末

端治理设施

➢ 使用的原辅材料VOCs含量（质量比）低于10%的工序，

可不要求采取无组织排放收集措施

➢ 企业使用的木器涂料、车辆涂料、船舶涂料、机械设备

涂料、集装箱涂料以及社会使用的建筑物和构筑物防护

涂料等，应全面推广使用低VOCs含量涂料

➢ 重点区域到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

重点

任务

控制思路与要求——大力推进源头替代

政策

引导



控制思路与要求——全面加强无组织排放控制

• 五类典型无组织排放源（以措施管控为主）

VOCs物
料储存
（储罐、
容器）

VOCs物
料转移
和输送

工艺过
程VOCs
无组织
排放

设备与
管线组
件VOCs
泄漏

敞开液
面VOCs
逸散



• 含VOCs物料储存：采用密闭容器、包装袋，

高效密封储罐，封闭式储库、料仓等

• 含VOCs物料转移和输送：采用密闭管道或

密闭容器、罐车等

• 含VOCs物料生产和使用过程：采取有效收

集措施或在密闭空间中操作

• 高VOCs含量废水：集输、储存和处理过程

加盖密闭

加强设备与场所密闭管理

• 应收尽收、分质收集，科学设计废气收集

系统

• 全密闭集气罩或密闭空间：微负压、合理

设置通风量

• 局部集气罩：控制风速不低于0.3m/s

提高废气收集率

• 采用全密闭、连续化、自动化等生产技术，以

及高效工艺与设备

• 挥发性有机液体装载：优先采用底部装载方式

• 石化、化工：无泄漏设备、油品在线调和、密

闭式循环冷却水系统

• 工业涂装：紧凑式涂装工艺、静电等先进涂装

技术、自动喷涂代替人工喷涂

• 印刷：柔版、水性凹印等绿色印刷工艺，无溶

剂复合

使用先进生产工艺

• 石化行业按行业排放标准执行

• 其他行业：密封点数量大于等于2000个的，全

面开展LDAR工作

加强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控制

控制思路与要求——全面加强无组织排放控制



治理技术选择依据：

废气浓度、组分、风量，温度、湿度、压力，生产工况等

低浓度、大风量

废气

• 沸石转轮吸附、

活性炭吸附、

减风增浓等浓

缩技术

高浓度废气

• 优先溶剂回收

• 无法回收的，

高温焚烧、催

化燃烧等处理

油气（溶剂）

回收

• 冷凝+吸附

• 吸附+吸收

• 膜分离+吸附等

非水溶性VOCs

废气

• 禁止采用水或

水溶液喷淋吸

收处理。

➢ 低温等离子、光催化、光氧化技术主要适用于恶臭异味等治理；

➢ 生物法主要适用于低浓度VOCs废气治理和恶臭异味治理。

控制思路与要求——推进建设适宜高效治污设施



◼ 重点排放源排放浓度与去除效率双重控制

➢废气VOCs初始排放速率大于等于3千克/小时、

重点区域大于等于2千克/小时的，除确保排放

浓度稳定达标外，还应实行去除效率控制，去

除效率不低于80%

➢采用的原辅材料符合国家有关低VOCs含量产品

规定的除外，有行业排放标准的按其相关规定

执行。

控制思路与要求——推进建设适宜高效治污设施



排放量前十大物质 OFP前十大物质

VOCs物质
种类

排放量
（万吨）

VOCs物质
种类

OFP

（万吨）

苯乙烯 197 
间/对-二
甲苯

1130 

甲苯 185 乙烯 1082

间/对-二甲
苯

145 甲醛 747 

苯 141 甲苯 743

乙烯 120 丙烯 702

正己烷 107 乙醛 451

乙烷 99 
邻-二甲

苯
366

乙苯 95 苯乙烯 341 

丙酮 92
1,3-丁二

烯
329

甲醛 79 
1,2,4-三
甲基苯

328

PM2.5           

前体物
臭氧

前体物
恶臭
物质

高毒害
物质

甲 苯 、
正 十 二
烷、间/

对 二 甲
苯 、 苯
乙 烯 、
正 十 一
烷 、 正
癸 烷 、
乙 苯 、
邻 二 甲
苯、1,3-

丁二烯、
甲 基 环
己 烷 、
正 壬 烷
等

间/对二
甲 苯 、
乙 烯 、
丙 烯 、
甲 醛 、
甲 苯 、
乙 醛 、
1,3-丁二
烯 、 三
甲 苯 、
邻 二 甲
苯 、 苯
乙烯等

甲胺类、
甲硫醇、
甲硫醚、
二 甲 二
硫 、 二
硫化碳、
苯乙烯、
异丙苯、
苯 酚 、
丙 烯 酸
酯类等

苯、甲
醛、氯
乙烯、
三氯乙
烯、丙
烯腈、
丙烯酰
胺、环
氧乙烷、
1 , 2 -二
氯乙烷、
异氰酸
酯类等

控制思路与要求——深入实施精细化管控



◼推行“一厂一策”制度

控制思路与要求——深入实施精细化管控

➢组织专家提供专业化技

术支持

➢污染治理方案：明确原

辅材料替代、工艺改进、

无组织排放管控、废气

收集、治污设施建设等

要求，测算投资成本和

减排效益

➢重点区域2019年年底前

基本完成“一厂一策”

方案编制

➢上海、广东、浙江等地已全面
推行“一厂一策”制度

➢上海成功经验

✓突出全过程减排理念，强调
个性化治理方案

✓行业专家严格把关，杜绝低
效技术滥竽充数

✓重视方案跟踪评估，形成闭
环保证实施效果

✓配套经济补贴政策，引逼结
合加速推进



加强企业运行

管理

✓制定具体操作
规程

✓健全内部考核
制度

✓加强培训和技
术交流
✓建立管理台账

✓确保在线监控
参数能够实时调
取

重点
行业

重点环节 台账记录要求

石化/
煤化工/
化工

含VOCs原辅材料
含VOCs原辅材料名称及其VOCs含量，采购量、使
用量、库存量，含VOCs原辅材料回收方式及回收量
等。

密封点
检测时间、泄漏检测浓度、修复时间、采取的修复
措施、修复后泄漏检测浓度等。

有机液体储存
有机液体物料名称、储罐类型及密封方式、储存温
度、周转量、油气回收量等。

有机液体装载
有机液体物料名称、装载方式、装载量、油气回收
量等。

废水集输、储存
与处理

废水量、废水集输方式（密闭管道、沟渠）、废水
处理设施密闭情况、敞开液面上方VOCs检测浓度等。

循环水系统
检测时间、循环水塔进出口TOC或POC浓度、含
VOCs物料换热设备进出口TOC或POC浓度、修复时
间、修复措施、修复后进出口TOC或POC浓度等。

非正常工况（含
开停工及维修）

排放

开停工、检维修时间，退料、吹扫、清洗等过程含
VOCs物料回收情况，VOCs废气收集处理情况，开

车阶段产生的易挥发性不合格产品产量和收集情况
等。

火炬排放 火炬运行时间、燃料消耗量、火炬气流量等。
事故排放 事故类别、时间、处置情况等。

废气收集处理设
施

废气处理设施进出口的监测数据。

废气收集与处理设施关键参数。

废气处理设施相关耗材购买处置记录。

控制思路与要求——深入实施精细化管控



加强企业运行

管理

✓制定具体操作
规程

✓健全内部考核
制度

✓加强培训和技
术交流
✓建立管理台账

✓确保在线监控
参数能够实时调
取

重点
行业

重点环节 台账记录要求

石化/
煤化工/
化工

含VOCs原辅材料
含VOCs原辅材料名称及其VOCs含量，采购量、使
用量、库存量，含VOCs原辅材料回收方式及回收量
等。

密封点
检测时间、泄漏检测浓度、修复时间、采取的修复
措施、修复后泄漏检测浓度等。

有机液体储存
有机液体物料名称、储罐类型及密封方式、储存温
度、周转量、油气回收量等。

有机液体装载
有机液体物料名称、装载方式、装载量、油气回收
量等。

废水集输、储存
与处理

废水量、废水集输方式（密闭管道、沟渠）、废水
处理设施密闭情况、敞开液面上方VOCs检测浓度等。

循环水系统
检测时间、循环水塔进出口TOC或POC浓度、含
VOCs物料换热设备进出口TOC或POC浓度、修复时
间、修复措施、修复后进出口TOC或POC浓度等。

非正常工况（含
开停工及维修）

排放

开停工、检维修时间，退料、吹扫、清洗等过程含
VOCs物料回收情况，VOCs废气收集处理情况，开

车阶段产生的易挥发性不合格产品产量和收集情况
等。

火炬排放 火炬运行时间、燃料消耗量、火炬气流量等。
事故排放 事故类别、时间、处置情况等。

废气收集处理设
施

废气处理设施进出口的监测数据。

废气收集与处理设施关键参数。

废气处理设施相关耗材购买处置记录。

控制思路与要求——深入实施精细化管控



控制思路与要求——深入实施精细化管控

工业涂装

生产信息 主要产品产量及涂装总面积等生产基本信息。

含VOCs原辅材料
含VOCs原辅材料（涂料、固化剂、稀释剂、胶粘剂、清洗剂等）名称及其VOCs
含量，采购量、使用量、库存量，含VOCs原辅材料回收方式及回收量等。

废气收集处理设施

废气处理设施进出口的监测数据（废气量、浓度、温度、含氧量等）。

废气收集与处理设施关键参数（见附表4）。

废气处理设施相关耗材（吸收剂、吸附剂、催化剂、蓄热体等）购买处置记录。

包装印刷

生产信息 主要产品印刷量等生产基本信息。

含VOCs原辅材料
含VOCs原辅材料（油墨、稀释剂、清洗剂、润版液、胶粘剂、复合胶、上光油、
涂料等）名称及其VOCs含量，采购量、使用量、库存量，含VOCs原辅材料回收
方式及回收量等。

废气收集处理设施

废气处理设施进出口的监测数据（废气量、浓度、温度、含氧量等）。

废气收集与处理设施关键参数（见附表4）。

废气处理设施相关耗材（吸收剂、吸附剂、催化剂、蓄热体等）购买处置记录。

储油库

基本信息 油品种类、周转量等。

收发油
收发油时间、油品种类、数量，油品来源；气液比检测时间与结果，修复时间、
采取的修复措施等；油气收集系统压力检测时间与结果，修复时间、采取的修复
措施等。

油气处理装置
进口压力、温度、流量，出口浓度、压力、温度、流量，修复时间、采取的修复
措施等；一次性吸附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再生型吸附剂再生周期、更换情况，
废吸附剂储存、处置情况等。

泄漏点 检测方法、检测结果、修复时间、采取的修复措施、修复后检测结果等。

加油站

基本信息 油品种类、销售量等。

加油过程
气液比检测时间与结果，修复时间、采取的修复措施等；油气回收系统管线液阻
检测时间与结果，修复时间、采取的修复措施等；油气回收系统密闭性检测时间
与结果，修复时间、采取的修复措施等。

卸油过程 卸油时间、油品种类、油品来源、卸油量、卸油方式等。

油气处理装置
一次性吸附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再生型吸附剂再生周期、更换情况，废吸附剂
储存、处置情况等。



事故
排放

石化行业12类源项

原料

储罐 阀门 泵

加热炉
生产装置

排气筒

火炬

储罐

废水处理厂

冷却塔

设备泄漏

燃烧废气

工艺有组织

工艺无组织

火炬

开停工

储罐

装卸

废水处理
冷却塔

采样

采样器

废渣废液

涂料使
用

重点行业治理任务-石化行业



重点行业治理任务—石化行业

• 《石化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方案》《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

• 石油炼制、石油化学、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石化行业VOCs综合整治起步较早

◼LDAR工作低价竞争现象普遍（每点平均30元左右降至5元以下）

◼全过程精细的VOCs源项管控不到位：

• 现有生产装置80%以上地漏、收集沟渠、下水井等未实现密闭

• 部分企业循环水换热设备泄漏检测修复不到位（某石化循环水VOCs泄漏
量占各源项VOCs总排放量的45%）

• 中间储罐占储罐总数量10%以上，由于温度高、周转频繁，大部分未采
取VOCs有效减排措施

• 部分装置非正常工况频繁（每周1-2次），VOCs物料和废气回收、收集
处理不到位

石化行业VOCs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无组织）



重点行业治理任务-石化行业
企业名称 样品名称 TOC浓度（mg/L） 制定产污系数（g/m3）

企业1
循环水塔入水口 24.383

1.410
循环水塔塔底池 22.973

企业2
循环水塔入水口 16.188

0.578
循环水塔塔底池 15.610

企业3
1780高炉循环水入口 1.483

0.133
1780高炉循环水出口 1.350

企业6
循环水塔入水口 6.745

2.115
循环水塔出水口 4.630

企业8
1#循环水塔入水口 4.400

1.600
2#循环水塔出水口 2.800

企业10
贫油循环水入口 2.580

1.513
贫油循环水出口 1.067

企业11
循环水塔入水口 19.167

2.575
循环水塔出水口 16.592

企业12
循环水塔入水口 7.808

2.245
循环水塔出水口 5.563

企业14

循环水塔1入水口 27.383
0.532

循环水塔2出水口 26.852
循环水塔2入水口 31.573

0.833
循环水塔2出水口 30.740

循环水塔3 22.883
0.448

循环水塔3出水口 22.435
平均 1.271

《石化行业VOCs排查工作指南》参考美国EPA给出的系数为0.719g/m3



深化LDAR工作。加强备用泵、在用泵、调节阀、搅拌器、开口管

线等检测；将VOCs治理设施和储罐密封点全面纳入检测；参照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对石化企业密封点泄漏进

行监管。

重点行业治理任务-石化行业

LDAR大数据
（226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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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行业治理任务-石化行业

加强废水、循环水系统VOCs收集与处理

➢加大废水集输系统改造力度。

◆ 重点区域现有企业应采取带压管道等措施逐步替代地漏、沟、渠、井等敞开式集输方式。

➢全面加强废水系统高浓度VOCs废气收集与治理。

➢生化池、曝气池等低浓度VOCs废气应密闭收集，实施脱臭等处理，确保达标

排放。

◆ 集水井（池）、调节池、隔油池、气浮池、浓缩池等应采用密闭化工艺或密闭收集措施，

配套建设燃烧等高效治污设施。

➢加强循环水监测。

◆ 重点区域内石化企业每六个月至少开展一次循环水塔和含VOCs物料换热设备进出口可吹脱

有机碳（POC）监测工作，出口浓度大于进口浓度10%的，要溯源泄漏点并及时修复。



重点行业治理任务-石化行业

强化储罐与有机液体装卸VOCs治理

➢加大中间储罐等治理力度。

◆ 真实蒸气压大于等于5.2kPa的，要严格按照标准等有关规定采取有效控制措施。

◆ 重点区域鼓励对真实蒸气压大于等于2.8kPa的有机液体采取控制措施。

➢进一步加大挥发性有机液体装卸VOCs治理力度。

➢储罐和有机液体装卸采取末端治理措施的，要确保稳定运行。

◆ 重点区域：全面推广油罐车采用底部装载方式，推进船舶装卸采用油气回收系统，试点开

展火车运输底部装载工作。



重点行业治理任务-石化行业

深化工艺废气VOCs治理

➢有效实施催化剂再生废气、氧化尾气VOCs治理，加强酸性水罐、延迟焦化、

合成橡胶、合成树脂、合成纤维等工艺过程尾气VOCs治理。

➢推行全密闭生产工艺，加大无组织排放收集。

➢鼓励企业将含VOCs废气送工艺加热炉、锅炉等直接燃烧处理，污染物排放应

满足石化行业相关排放标准要求。

➢酸性水罐尾气应全部收集处理。

➢推进重点区域延迟焦化装置实施密闭除焦（含冷焦水和切焦水密闭）改造。

➢合成橡胶、合成树脂、合成纤维等推广使用密闭脱水、脱气、掺混等工艺和设

备，配套建设高效治污设施。



➢重点管控类别：炼焦（含兰炭）、现代煤化工、煤气发生炉

➢重点管控源项：工艺无组织废气及非正常工况排放、废水和

循环水系统逸散、储罐和装卸挥发、密封点泄漏等

• 采用干熄焦工艺

• 开展LDAR工作
源头控制

• 焦油、苯等储罐平衡系统

• 提高焦炉炉门的密封性
过程控制

• 配备高效VOCs治理设施

• 开展LDAR工作
末端治理

重点行业治理任务—煤化工行业



➢现代煤化工行业VOCs治理参照石化行业执行

重点行业治理任务—煤化工行业

• 直接水洗改为间接冷却

• 禁止含酚废水直接作煤气水封水、冲渣水
源头控制

酚水送煤气发生炉处置或水煤浆炉焚烧

吹风气、弛放气应全部收集利用过程控制

废气收集处理末端治理

➢ 加大煤气发生炉VOCs治理力度



重点行业治理任务-化工行业

加快源头替代

• 推广使用非卤代烃和非芳香烃类溶剂，鼓励生产水基

化类农药制剂。
制药、农药行业

• 推广使用新型偶联剂、粘合剂，使用石蜡油等全面替

代普通芳烃油、煤焦油等助剂。
橡胶制品行业

优化生产工艺

• 推广水相法合成、生物酶法合成等技术。农药行业

• 推广生物酶法合成法技术。制药行业

• 推广采用串联法混炼、常压连续脱硫工艺。橡胶制品行业



加快生产设备密闭化改造

严格控制储存和装卸过程VOCs排放

重点行业治理任务-化工行业

➢进出料、物料输送、搅拌、固液分离、干燥、灌装等密闭化

➢加快淘汰敞口式、明流式设施

➢重点区域：

• 含VOCs物料输送原则上采用重力流或泵送方式，逐步淘汰真空方式；

• 有机液体进料鼓励采用底部、浸入管给料方式，淘汰喷溅式给料；

• 固体物料投加逐步推进采用密闭式投料装置。

➢真实蒸气压≥27.6kPa（重点区域≥ 5.2kPa）的有机液体，利用固定顶罐

储存的，应按有关规定采用气相平衡系统或收集净化处理。

开展LDAR工作：密封点大于等于2000个的



实施废气分类收集处理

加强非正常工况废气排放控制

重点行业治理任务-化工行业

➢优先选用冷凝、吸附再生等回收技术

➢不宜回收的，应选用燃烧、吸附浓缩+燃烧等高效治理技术

➢水溶性、酸碱VOCs废气宜选用多级化学吸收等处理技术

➢恶臭类废气还应进一步加强除臭处理

➢退料、吹扫、清洗等过程，加强含VOCs物料回收，废气收集处理

➢开车阶段产生的易挥发性不合格产品应收集至中间储罐等装置

➢重点区域应制定开停车、检维修等非正常工况VOCs治理操作规程



• 全面推进汽车、家具、集装箱、电子产品、工程机械、

农业机械、卷材等工业涂装行业VOCs综合整治。

• 重点区域：加快实施钢结构、船舶、农业机械、摩托车、

自行车等行业VOCs综合治理。

重点对象

• 喷涂、流平、干燥等工序重点环节

•特点：废气量大、浓度低、收集难，生产过程多为间歇式

•加强源头控制
重点任务

重点行业治理任务-工业涂装行业



行业 类别 适用的低VOCs含量涂料类别

汽车制造

底漆 水性涂料

中涂、色漆
高固体分或水性涂料（乘用车全面

使用,客车、货车加快改造)

钢制集装箱制造 箱内、箱外、木地板涂装 水性涂料

家具制造
木质家具

水性、辐射固化、粉末等涂料，水
性胶粘剂

金属家具 粉末涂料
软体家具 水性胶黏剂

工程机械和农业机
械制造

水性、粉末和高固体分涂料

电子产品制造 粉末、水性、辐射固化等涂料

钢结构制造 推广高固体分涂料，逐步应用水性涂料

船舶制造

高固体分涂料

机舱内部、上建内部 推广使用水性涂料

车间底漆 防腐性能高的水性或高固体分涂料

卷材制造 粉末涂料

重点行业治理任务-工业涂装行业

加快使用低VOCs含量的涂料替代溶剂型涂料



加快推广紧凑式涂装工艺、先进涂装技术和设备

重点行业治理任务-工业涂装行业

使用涂料的总量涂着效率

涂着涂料 飞散涂料

喷涂工艺 涂着效率% 喷涂工艺 涂着效率%

传统空气喷涂 15-40
静电空气辅助喷

涂
50-85

传统无气喷涂 20-50 静电HVLP喷涂 60-90

传统空气辅助喷涂 30-60 静电旋杯雾化 70-95

传统HVLP喷涂 30-60 静电盘式雾化 80-95

静电无气喷涂 40-70 电雾化 95-98

静电空气喷涂 40-80



➢涂料、稀释剂、清洗剂等密闭存储，调配、使用、回收等采

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操作，密闭管道或容器输送

➢除船体、储罐等大型工件外，禁止敞开式喷涂、晾（风）干

➢调配、喷涂和干燥等工序：有效的废气收集系统

重点行业治理任务-工业涂装行业

有效控制无组织排放

推进建设适宜高效的治污设施

➢喷涂、晾（风）干废气：吸附浓缩+燃烧处理方式，小风量

的可采用一次性活性炭吸附等工艺

➢使用溶剂型涂料的烘干废气：燃烧方式单独处理



•重点推进塑料软包装印刷、印铁制罐等VOCs治理

重点行业治理任务-包装印刷行业



强化源头控制

重点行业治理任务-包装印刷行业

• 推广使用水醇性油墨、单一组分溶剂油墨，无溶剂复合技术、共挤出复合技术等

• 鼓励使用水性油墨、辐射固化油墨、紫外光固化光油、低（不）挥发和高沸点的清

洁剂等。

塑料软包装印刷企业

• 加快推广使用辐射固化油墨、紫外光固化光油

印铁企业

• 推广使用水性油墨、水性涂料

制罐企业

• 鼓励企业实施胶印、柔印等技术改造

包装印刷企业



加强无组织排放控制

重点行业治理任务-包装印刷行业

总体要求

•加强油墨、稀释剂、胶粘剂、涂布液、清洗剂等含VOCs物料储存、调配、输送、使用等工艺环节VOCs无组织逸散控制

含VOCs物料储存和输送

•含VOCs物料储存和输送过程应保持密闭。

调配

•调配应在密闭装置或空间内进行并有效收集，非即用状态应加盖密封。

涂布、印刷、覆膜、复合、上光、清洗

•涂布、印刷、覆膜、复合、上光、清洗等含VOCs物料使用过程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无法密闭的，应采取局部

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VOCs废气收集系统和（或）处理设施，确保达标排放。

凹版、柔版印刷机应采用封闭刮刀，或通过安装盖板、改变墨槽开口形状等措施减少墨槽无组织逸散。

鼓励重点区域印刷企业对涉VOCs排放车间进行负压改造或局部围风改造。



提升末端治理水平

重点行业治理任务-包装印刷行业

• 塑料软包装印刷企业印刷工序和干式复合工序，应采用

吸附浓缩+冷凝回收、吸附浓缩+燃烧、循环风回用+燃

烧等高效处理技术。

塑料软包装印刷企业

• 印铁制罐企业涂装和印刷工序，应采用蓄热燃烧或催化

燃烧等高效处理技术。

印铁制罐企业



深化加油站油气回收工作

重点行业治理任务—油品储运销

• 除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外其他城市

建成区外加油站只要求加油站卸油阶段

（占VOCs排放量40%）进行油气回收，

加油阶段（占60%）无明确要求

• 《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仅对汽

油有控制要求，对蒸汽压相近或也较高

的油品如原油、航空煤油、乙醇汽油和

石脑油，无控制要求

油气回收治理进展工作缓慢

排放环节 排放因子

油罐汽车卸油 0.20

加油站储存 0.01

加油机加油 0.29

油气回收前加油站各环节
VOCs排放因子

卸油和加油是加油站
VOCs排放最重要的环节



深化加油站油气回收工作

重点行业治理任务—油品储运销

•油气回收系统缺少维护保养，不规范操作现象

时有发生，导致油气回收系统虚设；

•抽样调研发现：加油站系统密闭性合格率

50%左右，加油枪气液比合格率20%；导致油

气回收效率不足设计值的50%；

•《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采用电

子液位仪进行汽油密闭测量，督查发现人工量

油大量存在，人为导致油气回收系统失去效果；

•抽样调研发现：储油库后处理装置管线接口、

连接部位泄漏问题突出，导致油气回收浓度低、

后处理装置运行效率低下。

油气回收系统不正常运行的问题较为突出

加油枪气液比劣化
(气液比1-1.2之间为合格)

人工油量

油罐压力零压（密闭性差）

集气罩未贴合 集气罩破损

油气回收管虚接



深化加油站油气回收工作

重点行业治理任务-油品储运销

➢O3污染较重的地区：

• 全面推进加油站储油、加油油气回收治理工作，重

点区域2019年年底前基本完成

• 埋地油罐全面采用电子液位仪进行汽油密闭测量

➢加油枪气液比、系统密闭性及管线液阻等，提高检测频

次，重点区域原则上每半年开展一次

➢重点区域年销售汽油量大于5000吨的加油站，加快推进

安装油气回收自动监控设备，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推进储油库油气回收治理

➢储存：汽油、航空煤油、原油以及真实蒸气压小于76.6 kPa

的石脑油应采用浮顶罐储存

➢储油库：发油油气回收系统接口泄漏提高检测频次

➢油罐车：油气回收系统密闭性和气动阀门密闭性检测

➢推动储油库安装油气回收自动监控设施

重点行业治理任务-油品储运销



重点行业治理任务-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

园区类别 行业类别 措施

涂装类
企业集中

家具、机械制造、金属制
品、电子产品、汽车维修

等
建设集中涂装中心

石化、化工类
推行泄漏检测统一监管，建立园
区LDAR信息管理平台

有机溶剂
使用量大

包装印刷、织物整理合成
橡胶及其制品等

推进建设有机溶剂集中回收处置
中心，提高有机溶剂回收利用率

活性炭使用量大
建设区域性活性炭集中再生基地，
建立活性炭分散使用、统一回收、
集中再生的管理模式

➢树立行业标杆，制定综合整治方案，引导整体升级
➢加强资源共享，实施集中治理



➢工作合力：与相关部门、行业协会等协调；整合监测、执法、

科研等力量

➢工作重点：确立本地VOCs治理重点行业，建立重点污染源管

理台账

➢帮扶指导：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工作机制；“一市一策”驻点跟

踪研究

➢量化问责：统筹纳入重点区域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

动量化问责

实施与保障-加强组织领导



实施与保障-完善标准体系

• 低VOCs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

• 建筑用墙面、木器、车辆、工业防护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标准

• 油墨、胶粘剂、清洗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强制性标准

产品质量标

准

• 农药、汽车涂装、集装箱制造、包装印刷、家具制造、人造板、

皮革制品、电子工业、储油库、汽油运输、餐饮油烟等

• 修订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排放标准

• 建立与排放标准相适应的VOCs监测分析方法标准、监测仪器技术要求

• 出台固定污染源VOCs排放连续监测、VOCs便携式监测技术规范
监测标准



◼ 自行监测

➢ 石化、炼焦、原料药、农药、汽车制造、制革、纺织印染等企业要严格按照排污许可管理规定，开
展工作

➢ 在正常生产工况下开展，对于间歇性排放或排放波动较大的污染源，监测时段应涵盖排放强度大的
时段

◼ 自动监控

➢ 将石化、化工、包装印刷、工业涂装等VOCs排放重点源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主要排污口要安装
自动监控设施，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2019年年底前重点区域基本完成，2020年年底前全国基本
完成。

➢ 鼓励重点区域对无组织排放突出的企业，在重点工序安装视频监控设施。

➢ 鼓励企业配备便携式VOCs监测仪器，及时了解掌握排污状况。

➢ 具备条件的企业，应安装分布式控制系统（DCS），记录环保设施运行及相关生产过程主要参数。自
动监控、DCS监控等数据至少要保存一年，视频监控数据至少保存三个月。

实施与保障-加强监测监控



➢石化、化工类：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明确企业VOCs

源谱，识别特征污染物，载明企业各类环保信息

➢开展监测、排查、环保设施建设运营等一体化服务

强化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统一管理

➢重点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开展环境空气质量VOCs监测

工作，2020年年底前重点区域基本完成

➢石化、化工类：建设监测预警监控体系，具备条件的，开

展走航监测、网格化监测以及溯源分析等工作

➢涉恶臭污染的：推广实施恶臭电子鼻监控预警

提升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监测监控能力

重点行业治理任务-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



实施与保障-加强监测监控

强化监测数据质量控制

➢企业自行监测应在正常生产工况下开展，对于间歇性排放或排放

波动较大的污染源，监测时段应涵盖排放强度大的时段。

➢加强自动监控设施运营维护，数据传输有效率达到 90%。

➢企业在正常生产以及限产、停产、检修等非正常工况下，均应保

证自动监控设施正常运行并联网传输数据。

➢各地对出现数据缺失、长时间掉线等异常情况，要及时进行核实

和调查处理。



➢对不能稳定达标排放、不满足无组织排放措施性控制要求、未按证排污的企业，综合运用按日连续计罚、查

封扣押、限产停产等手段，依法依规严格处罚，并定期公开

➢严肃查处弄虚作假、擅自停运环保设施等严重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整顿和规范环保服务市场秩序，严厉打击VOCs治理设施建设运维不规范行为

➢开展重点行业专项执法行动，重点对VOCs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以及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等情况进行检查。

➢鼓励各地出台相关文件开展无组织排放监测执法，参照《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附录A要求，

通过监测厂区内无组织排放浓度，监控企业综合控制效果。

实施与保障-强化监督执法

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限值 

单位：mg/m3 

污染物项目 排放限值 特别排放限值 限值含义 无组织排放监控位置 

NMHC 

10 6 监控点处 1 小时平均浓度值 

在厂房外设置监控点 

30 20 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 

A.2  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监测 

A.2.1 对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进行监控时，在厂房门窗或通风口、其他开口（孔）等

排放口外 1 m，距离地面 1.5 m以上位置处进行监测。若厂房不完整（如有顶无围墙），则在

操作工位下风向 1 m，距离地面 1.5 m 以上位置处进行监测。 

A.2.2 厂区内 NMHC 任何 1 小时平均浓度的监测采用 HJ 604、HJ 1012规定的方法，以连

续 1 小时采样获取平均值，或在 1 小时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 3～4 个样品计平均值。厂区内

NMHC 任意一次浓度值的监测，按便携式监测仪器相关规定执行。 



实施与保障-强化监督执法
源项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VOCs 物料 

储存 

容器、包装袋 

1. 容器或包装袋在非取用状态时是否加盖、封口，保持密

闭；盛装过 VOCs 物料的废包装容器是否加盖密闭。 

2. 容器或包装袋是否存放于室内，或存放于设置有雨棚、遮

阳和防渗设施的专用场地。 

挥发性有机液体

储罐 

3. 储罐类型与储存物料真实蒸气压、容积等是否匹配，是否

存在破损、孔洞、缝隙等问题。 

4. 内浮顶罐的边缘密封是否采用浸液式、机械式鞋形等高

效密封方式。 

5. 外浮顶罐是否采用双重密封，且一次密封为浸液式、机械

式鞋形等高效密封方式。 

6. 浮顶罐浮盘附件开口（孔）是否密闭（采样、计量、例行

检查、维护和其他正常活动除外）。 

7. 固定顶罐是否配有 VOCs 处理设施或气相平衡系统。 

8. 呼吸阀的定压是否符合设定要求。 

9. 固定顶罐的附件开口（孔）是否密闭（采样、计量、例行

检查、维护和其他正常活动除外）。 

储库、料仓 

10. 围护结构是否完整，与周围空间完全阻隔。 

11. 门窗及其他开口（孔）部位是否关闭（人员、车辆、设备、

物料进出时，以及依法设立的排气筒、通风口除外）。 

VOCs 物料

转移和输送 

液态 VOCs 物料 1. 是否采用管道密闭输送，或者采用密闭容器或罐车。 

粉状、粒状 VOCs

物料 

2. 是否采用气力输送设备、管状带式输送机、螺旋输送机等

密闭输送方式，或者采用密闭的包装袋、容器或罐车。 

 

挥发性有机液体装

载 

1. 汽车、火车运输是否采用底部装载或顶部浸没式装载方式。 

2. 是否根据年装载量和装载物料真实蒸气压，对 VOCs 废气采取密闭收

集处理措施，或连通至气相平衡系统；有油气回收装置的，检查油气回

收量。 

VOCs 物料投加和卸

放 

1. 液态、粉粒状 VOCs 物料的投加过程是否密闭，或采取局部气体收集

措施；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2. VOCs 物料的卸（出、放）料过程是否密闭，或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

施；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化学反应单元 

3. 反应设备进料置换废气、挥发排气、反应尾气等是否排至 VOCs 废气

收集处理系统。 

4. 反应设备的进料口、出料口、检修口、搅拌口、观察孔等开口（孔）

在不操作时是否密闭。 

分离精制单元 

5. 离心、过滤、干燥过程是否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

或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6. 其他分离精制过程排放的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7. 分离精制后的母液是否密闭收集；母液储槽（罐）产生的废气是否

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真空系统 

8. 采用干式真空泵的，真空排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9. 采用液环（水环）真空泵、水（水蒸汽）喷射真空泵的，工作介质

的循环槽（罐）是否密闭，真空排气、循环槽（罐）排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配料加工与产品包

装过程 

10. 混合、搅拌、研磨、造粒、切片、压块等配料加工过程，以及含 VOCs

产品的包装（灌装、分装）过程是否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

作，或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含 VOCs 产品的使用

过程 

11. 调配、涂装、印刷、粘结、印染、干燥、清洗等过程中使用 VOCs 含

量大于等于 10%的产品，是否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或采

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12. 有机聚合物（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合成纤维等）的混合/混炼、塑

炼/塑化/熔化、加工成型（挤出、注射、压制、压延、发泡、纺丝等）

等制品生产过程，是否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或采取局

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其他过程 

13. 载有 VOCs 物料的设备及其管道在开停工（车）、检维修和清洗时，

是否在退料阶段将残存物料退净，并用密闭容器盛装；退料过程废气、

清洗及吹扫过程排气是否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VOCs 无组织废气收

集处理系统 

14. 是否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行。 

15. 采用外部集气罩的，距排气罩开口面最远处的 VOCs 无组织排放位

置，控制风速是否大于等于 0.3 米/秒（有行业具体要求的按相应规定执

行）。 

16. 废气收集系统是否负压运行；处于正压状态的，是否有泄漏。 

17. 废气收集系统的输送管道是否密闭、无破损。 

设备与管线

组件泄漏 
LDAR 工作 

1. 企业密封点数量大于等于 2000 个的，是否开展 LDAR 工

作。 

2. 泵、压缩机、搅拌器、阀门、法兰等是否按照规定的频次

进行泄漏检测。 

3. 发现可见泄漏现象或超过泄漏认定浓度的，是否按照规

定的时间进行泄漏源修复。 

4. 现场随机抽查，在检测不超过 100 个密封点的情况下，发

现有 2 个以上（不含）不在修复期内的密封点出现可见泄漏

现象或超过泄漏认定浓度的，属于违法行为。 

敞开液面

VOCs 逸散 

废水集输系统 

1. 是否采用密闭管道输送；采用沟渠输送未加盖密闭的，废

水液面上方 VOCs 检测浓度是否超过标准要求。 

2. 接入口和排出口是否采取与环境空气隔离的措施。 

废水储存、 

处理设施 

3. 废水储存和处理设施敞开的，液面上方 VOCs 检测浓度是

否超过标准要求。 

4. 采用固定顶盖的，废气是否收集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

统。 

开式循环冷却水

系统 

5. 是否每 6 个月对流经换热器进口和出口的循环冷却水中

的总有机碳（TOC）浓度进行检测；发现泄漏是否及时修复并

记录。 

有组织

VOCs 排放 
排气筒 

1. VOCs 排放浓度是否稳定达标。 

2. 车间或生产设施收集排放的废气，VOCs 初始排放速率大

于等于 3 千克/小时、重点区域大于等于 2 千克/小时的，VOCs

治理效率是否符合要求。 

3. 是否安装自动监控设施，自动监控设施是否正常运行，是

否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废气治理 

设施 

冷却器/冷凝器 

1. 出口温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2. 是否存在出口温度高于冷却介质进口温度的现象。 

3. 冷凝器溶剂回收量。 

吸附装置 

4. 吸附剂种类及填装情况。 

5. 一次性吸附剂更换时间和更换量。 

6. 再生型吸附剂再生周期、更换情况。 

7. 废吸附剂储存、处置情况。 

催化氧化器 

8. 催化（床）温度。 

9. 电或天然气消耗量。 

10. 催化剂更换周期、更换情况。 

热氧化炉 11. 燃烧温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洗涤器/吸收塔 

12. 酸碱性控制类吸收塔，检查洗涤/吸收液 pH 值。 

13. 药剂添加周期和添加量。 

14. 洗涤/吸收液更换周期和更换量。 

15. 氧化反应类吸收塔，检查氧化还原电位（ORP）值。 

台账 企业是否按要求记录台账。 

 

工业企业VOCs治理检查要点



实施与保障-全面实施排污许可

➢加快家具等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

➢对已核发的涉VOCs行业，强化排污许可执法监管，依法严

厉打击无证排污行为，确保持证排污、按证排污

➢定期公布未按证排污单位名单



实施与保障-实施差异化管理

◼ 标杆企业：重污染天气应对、环境执法检查、政府绿色采购、企业信贷融资给
予政策支持

◼ 治污设施简易、无组织排放管控不力的：加大联合惩戒力度

◼ 根据污染排放绩效水平，实行差异化应急减排管理

➢对使用有机溶剂等原辅材料，末端治理仅采用低温等离子、光催化、光氧

化、一次性活性炭吸附等技术或存在敞开式作业的企业，全面加大停产限

产力度

➢涉大宗物料运输企业，应制定错峰运输方案，原则上不允许柴油货车在重

污染天气预警响应期间进出厂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