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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背景

（一）严峻形势

VOCs是形成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O3
）的重要前体物。

PM2.5作为打赢蓝天保卫战和秋冬季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的重点因子，目前浓度仍处
于高位，超标现象依然普遍。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源解析结果表明，当前阶段有机物（OM）是
PM2.5的最主要组分，占比达20%－40% 。 其中，
二次有机物占OM比例为30%－50%，主要来自
VOCs转化生成。



一、政策背景

（一）严峻形势

同时，O3污染问题日益显现。目前，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O3浓度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夏
秋季节已成为部分城市的首要污染物。研究表
明，VOCs是现阶段重点区域O3生成的主控因子
。



一、政策背景

（二）源头控制的重要意义

一是在VOCs治理思路中位于突出位置。源
头控制、过程管控、末端治理。

二是减轻后续治理压力。可以在根源上减
少VOCs的产生量，减轻末端收集和处理的压力，
降低排放总量。

三是具有可操作性强。经过多年的发展，
源头替代条件和技术已基本成熟。



一、政策背景

（三）我省表面涂装行业源头控制现状

经前期初步排查，我省表面涂装企业共3790
家，主要包括集装箱制造、汽车制造、木质家
具制造、船舶制造、工程机械制造、钢结构制
造、卷材制造等行业。

2019年度，全省表面涂装行业涂料使用量
为36万余吨 ，其中低挥发VOCs涂料使用量不
到8万吨，替代率不到22%。



二、存在问题

（一）未建立原辅材料档案

未建立原辅材料的使用量、废弃量、去向
以及挥发性有机物含量。



二、存在问题

（二）收集方式

VOCs各种组分中，绝大多数组分空气比
重都大于1.0。常温状态下，大多数VOCs气体
向下沉而非上浮，部分车间地面VOCs浓度通常
高于顶部集气口浓度5-10倍。然而个别企业习
惯性采用上吸法，吸收效率不高。



二、存在问题

（三）废气输送方式

未按管道通风设计规范设计通风管路，管
道风力互相抵消，空间内形成弱真空状态，风
机干抽。



二、存在问题

（四）治理设施

治理设施与污染物浓度、组分、风量、温
度、湿度、压力以及生产状况等条件不匹配，
未编制操作规程，未建立运行台账，日常运行
不规范，运行效果不佳。



二、存在问题

（五）监测报告不规范

未检测治理设施入口浓度，无法核算去除
效率。



二、存在问题

（六）信息公开不规范

部分企业自主监测数据未公开，甚至个别
企业不知道公开途径。



三、监管要求

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工作方案

《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

《山东省“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山东省涉挥发性有机物企业分行业治理指导意见》

排放标准

8项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三、监管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六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大气污染防治科
学技术研究，开展对大气污染来源及其变化趋
势的分析，推广先进适用的大气污染防治技术
和装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发挥科学技术在
大气污染防治中的支撑作用。



三、监管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二十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大气污染
物排放口。

禁止通过偷排、篡改或者伪造监测数据、
以逃避现场检查为目的的临时停产、非紧急情
况下开启应急排放通道、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
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三、监管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二十四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对其排放
的工业废气和本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名录中所列有
毒有害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
录。其中，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装、使用大气污
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
监控设备联网，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并依法公
开排放信息。监测的具体办法和重点排污单位的
条件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



三、监管要求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

（试 行）

第九条 采用自动监测的，全天连续监测；
采用手工监测的，应当按以下要求频次开展监测
，其中，国家或地方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规划、
标准中对监测指标的监测频次有明确规定的，按
规定执行：

（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每周至少开展一次
监测，颗粒物每月至少开展一次监测，废气中其
他污染物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监测；



三、监管要求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

（试 行）

第十六条 企业自行监测发现污染物排放超
标的，应当及时采取防止或减轻污染的措施，分
析原因，并向负责备案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
。



三、监管要求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

（试 行）

第十九条 企业可通过对外网站、报纸、广
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自行监测信
息。同时，应当在省级或地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统一组织建立的公布平台上公开自行监测信息
，并至少保存一年。



三、监管要求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

（试 行）

第二十三条 企业拒不开展自行监测、不发布自
行监测信息、自行监测报告和信息公开过程中有弄虚
作假行为，或者开展相关工作存在问题且整改不到位
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视情况采取以下环境管理措
施，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罚：（一）向社会公
布；（二）不予环保上市核查；（三）暂停各类环保
专项资金补助；（四）建议金融、保险不予信贷支持
或者提高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率；（五）建议取消其
政府采购资格；（六）暂停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审批；（七）暂停发放排污许可证。



三、监管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四十四条 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含
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和产品的，其挥发性有
机物含量应当符合质量标准或者要求。

国家鼓励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低毒、
低挥发性有机溶剂。



三、监管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四十五条 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
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
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
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



三、监管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四十六条 工业涂装企业应当使用低挥
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涂料，并建立台账，记录生
产原料、辅料的使用量、废弃量、去向以及挥
发性有机物含量。台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三年
。



三、监管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四十七条 石油、化工以及其他生产和
使用有机溶剂的企业，应当采取措施对管道、
设备进行日常维护、维修，减少物料泄漏，对
泄漏的物料应当及时收集处理。



三、监管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四十八条 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石
油、化工、制药、矿产开采等企业，应当加强
精细化管理，采取集中收集处理等措施，严格
控制粉尘和气态污染物的排放。

工业生产企业应当采取密闭、围挡、遮盖
、清扫、洒水等措施，减少内部物料的堆存、
传输、装卸等环节产生的粉尘和气态污染物的
排放。



三、监管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四十九条 工业生产、垃圾填埋或者其
他活动产生的可燃性气体应当回收利用，不具
备回收利用条件的，应当进行污染防治处理。

可燃性气体回收利用装置不能正常作业的
，应当及时修复或者更新。在回收利用装置不
能正常作业期间确需排放可燃性气体的，应当
将排放的可燃性气体充分燃烧或者采取其他控
制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措施，并向当地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报告，按照要求限期修复或者更新。



三、监管要求

《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第三十五条 生产、销售、使用含挥发性
有机物的原材料和产品的，其挥发性有机物含
量应当符合质量标准或者要求。

省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会同生态环
境等部门，定期制定、调整低挥发性有机物含
量产品目录和高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产品目录并
向社会公布。

列入高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产品目录的产品
，应当在其包装或者说明中予以标注。



三、监管要求

《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第三十六条 下列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活
动，应当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料和工艺，按
照规定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安装、使用污染
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
：（一）石化、煤化工等含挥发性有机物原料的生产
；（二）燃油、溶剂的储存、运输和销售；（三）涂
料、油墨、胶粘剂、农药等以挥发性有机物为原料的
生产；（四）涂装、印刷、粘合、工业清洗等含挥发
性有机物的产品使用；（五）其他产生挥发性有机物
的生产和服务活动。



三、监管要求

《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第三十七条 产生挥发性有机物的工业企
业应当建立台账，如实记录生产原料、辅料的
使用量、废弃量、去向以及挥发性有机物含量
。台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三年。



三、监管要求

《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

（一）大力推进源头替代。通过使用水性、粉末
、高固体分、无溶剂、辐射固化等低VOCs含量的涂料
，水性、辐射固化、植物基等低VOCs含量的油墨，水
基、热熔、无溶剂、辐射固化、改性、生物降解等低
VOCs含量的胶粘剂，以及低VOCs含量、低反应活性的
清洗剂等，替代溶剂型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
等，从源头减少VOCs产生。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行
业要加大源头替代力度......企业应大力推广使用低
VOCs含量木器涂料、车辆涂料、机械设备涂料、集装
箱涂料以及建筑物和构筑物防护涂料等......



三、监管要求

《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

汽车制造底漆大力推广使用水性涂料，乘用车中
涂、色漆大力推广使用高固体分或水性涂料，加快客
车、货车等中涂、色漆改造。钢制集装箱制造在箱内
、箱外、木地板涂装等工序大力推广使用水性涂料，
在确保防腐蚀功能的前提下，加快推进特种集装箱采
用水性涂料。木质家具制造大力推广使用水性、辐射
固化、粉末等涂料和水性胶粘剂；金属家具制造大力
推广使用粉末涂料；软体家具制造大力推广使用水性
胶粘剂。工程机械制造大力推广使用水性、粉末和高
固体分涂料。电子产品制造推广使用粉末、水性、辐
射固化等涂料。



三、监管要求

《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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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监管要求

《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

（二）全面加强无组织排放控制。重点对
含VOCs物料（包括含VOCs原辅材料、含VOCs产
品、含VOCs废料以及有机聚合物材料等）储存
、转移和输送、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敞开液
面逸散以及工艺过程等五类排放源实施管控，
通过采取设备与场所密闭、工艺改进、废气有
效收集等措施，削减VOCs无组织排放。



三、监管要求

《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

加强设备与场所密闭管理。含VOCs物料应
储存于密闭容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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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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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采取有效
收集措施或在密闭空间中操作。



三、监管要求

《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

推进使用先进生产工艺。通过采用全密闭
、连续化、自动化等生产技术，以及高效工艺
与设备等，减少工艺过程无组织排放。工业涂
装行业重点推进使用紧凑式涂装工艺，推广采
用辊涂、静电喷涂、高压无气喷涂、空气辅助
无气喷涂、热喷涂等涂装技术，鼓励企业采用
自动化、智能化喷涂设备替代人工喷涂，减少
使用空气喷涂技术。



三、监管要求

《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

（三）推进建设适宜高效的治污设施。实
行重点排放源排放浓度与去除效率双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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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加大控制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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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监管要求

《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

加强企业运行管理。企业应系统梳理VOCs
排放主要环节和工序，包括启停机、检维修作
业等，制定具体操作规程，落实到具体责任人
。健全内部考核制度。加强人员能力培训和技
术交流。建立管理台账，记录企业生产和治污
设施运行的关键参数，在线监控参数要确保能
够实时调取，相关台账记录至少保存三年。



三、监管要求

《山东省“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1）集装箱制造行业。钢制集装箱在整
箱打砂、箱内涂装、箱外涂装、底架涂装和木
地板涂装等工序全面使用水性涂料。对一次打
砂工序，推广采用辊涂涂装工艺；加强有机废
气收集和处理，并配套建设吸附回收、吸附燃
烧等高效治理设施。



三、监管要求

《山东省“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2）汽车制造行业。推进整车制造、改装汽车
制造、汽车零部件制造等领域VOCs排放控制。推广使
用高固体分、水性涂料，配套使用“三涂一烘”“两
涂一烘”或免中涂等紧凑型涂装工艺；推广静电喷涂
等高效涂装工艺，鼓励企业采用自动化、智能化喷涂
设备替代人工喷涂；配置密闭收集系统，整车制造企
业有机废气收集率不低于90%，其他汽车制造企业不低
于80%；对喷漆废气建设吸附燃烧等高效治理设施，对
烘干废气建设燃烧治理设施，实现达标排放。



三、监管要求

《山东省“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3）木质家具制造行业。大力推广使用
水性、紫外光固化涂料，到2020年底前，替代
比例达到60%以上；全面使用水性胶粘剂，到
2020年底前，替代比例达到100%。在平面板式
木质家具制造领域，推广使用自动喷涂或辊涂
等先进工艺技术。加强废气收集与处理，有机
废气收集效率不低于80%；建设吸附燃烧等高
效治理设施，实现达标排放。



三、监管要求

《山东省“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4）船舶制造行业。推广使用高固体分
涂料，机舱内部、上建内部推广使用水性涂料
。优化涂装工艺，将涂装工序提前至分段涂装
阶段，2020年底前，60%以上的涂装作业实现
密闭喷涂施工；推广使用高压无气喷涂、静电
喷涂等高效涂装技术。强化车间废气收集与处
理，有机废气收集率不低于80%，建设吸附燃
烧等高效治理设施，实现达标排放。



三、监管要求

《山东省“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5）工程机械制造行业。推广使用高固
体分、粉末涂料，到2020年底前，使用比例达
到30%以上；试点推行水性涂料。积极采用自
动喷涂、静电喷涂等先进涂装技术。加强有机
废气收集与治理，有机废气收集率不低于80%
，建设吸附燃烧等高效治理设施，实现达标排
放。



三、监管要求

《山东省“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6）钢结构制造行业。大力推广使用高
固体分涂料，到2020年底前，使用比例达到
50%以上；试点推行水性涂料。大力推广高压
无气喷涂、空气辅助无气喷涂、热喷涂等涂装
技术，限制空气喷涂使用。逐步淘汰钢结构露
天喷涂，推进钢结构制造企业在车间内作业，
建设废气收集与治理设施。



三、监管要求

《山东省“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7）卷材制造行业。全面推广使用自动
辊涂技术；加强烘烤废气收集，有机废气收集
率达到90%以上，配套建设燃烧等治理设施，
实现达标排放。



三、监管要求

《山东省涉挥发性有机物企业分行业治理指导意见》

遵循“应收尽收、分质收集”的原则，科学设计
废气收集系统，将无组织排放转变为有组织排放进行
控制。采用全密闭措施的，除行业有特殊要求外，应
保持微负压状态，并根据相关规范合理设置配风量。
采用局部集气罩的，距集气罩开口面最远处的VOCs无
组织排放位置，控制风速应不低于0.3米/秒，有行业
要求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集气罩的设计、安装应符
合《机械安全局部排气通风系统安全要求》（GB/T
35077），通风管路设计应符合《通风管道技术规程》
（JGJ/T 141）等相关规范要求，VOCs废气管路不得与
其他废气管路合并。



三、监管要求

《山东省“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治污设施的设计与安装应充分考虑安全性、经济性及适用

性。具有黏连性、积聚自燃性、高沸点、与碳发生化学反应的有
机废气，不宜采用活性炭吸附、光催化氧化、低温等离子等治污
设施。含有酸性物质的有机废气，应充分考虑对治污设施的腐蚀
等影响因素。含有颗粒物的废气，为保障VOCs治污设施运行的稳
定性，宜进行预处理降低颗粒物浓度。含卤素的有机废气，在使
用直接燃烧、蓄热式燃烧等处理工艺时，宜采用急冷等方式减少
二噁英的产生。使用臭氧发生器等基于臭氧发生原理的治污设施
，应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臭氧逸散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采用吸附处
理工艺的，应满足《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26）要求。采用催化燃烧工艺的，应满足《催化燃烧法工
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7）要求。采用蓄热燃
烧等工艺的，应按相关技术规范要求设计。



三、监管要求

《山东省涉挥发性有机物企业分行业治理指导意见》

（1）鼓励推进源头替代。通过使用水性、粉末、
高固体分、无溶剂、辐射固化等低VOCs含量的涂料替
代溶剂型涂料，从源头减少VOCs产生。

（2）涂料、稀释剂、清洗剂等原辅材料应密闭存
储，调配、使用、回收等过程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
闭空间内操作，采用密闭管道或密闭容器等输送，废
气宜采用下吸风方式进行有效收集。

（3）涂装、小件修补等工段宜采用上进风、下吸
风方式对废气进行收集。



三、监管要求

《山东省涉挥发性有机物企业分行业治理指导意见》

（4）使用油性漆的企业，各工艺环节产生的废气
宜在喷淋+干式过滤后采用浓缩结合燃烧法等工艺进行
处理。

（5）使用水性漆的企业，经检测不能够达标排放
的，产生的废气宜在喷淋、过滤后采用纳米气泡氧化
吸收法、生物法、低温等离子技术等工艺进行处理。



四、重点工作

（一）建立行业监管档案

（二）推进设施优化改造

（三）加强系统数据运用

重
点
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