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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环境污染，

改善环境质量，规范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一厂一策编制内容与深度，确保一厂一策编制质量，制定本

标准。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规定起草。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一厂一策编制的基本要求及主要内容。

本标准为指导性文件。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华环保联合会提出并组织制定。

本标准主编单位：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清华大学盐城环境工程技

术研发中心、中华环保联合会VOCs污染防治专业委员会。

本标准参编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自202□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中华环保联合会负责管理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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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一厂一策编制技术指南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一厂一策编制的基本要求及主要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工业企业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综合治理方案的编制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标准。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HJ 942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

HJ 944 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总则（试行）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2000 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

《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生态环境部 环大气〔2019〕53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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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一厂一策 particular reduction solutions for factory

工业企业根据自身生产要素及排放特征，结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政策、标准要求编制的VOCs综合治

理方案。

3.3

源头减排措施 source reduction solutions

通过改变原辅材料、调整生产工艺、升级生产装备等技术减少VOCs产生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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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过程控制措施 process control solutions

通过加强组织生产管理、强化废气收集等手段减少VOCs无组织排放的措施。

3.5

末端治理措施 End-of-Pipe treatment solutions

通过废气收集和处理系统减少VOCs有组织排放的措施。

4 基本要求

4.1 涉 VOCs排放的工业企业应按照生态环境部门管理要求编制 VOCs综合治理一厂一策，作为 VOCs
治理工作的实施依据。

4.2 编制 VOCs综合治理一厂一策时，应以生产管理合法合规、VOCs达标排放和满足区域减排要求为

基本目标，以源头减排、过程控制、末端治理全过程管控为路径，综合考量经济成本、环境效益、减排

效果等因素，重点提升企业污染治理水平，提出有效的 VOCs综合治理措施。

4.3 VOCs综合治理一厂一策应由以下内容组成：

a) 企业基本情况；

b) VOCs产生与排放；

c) 拟实施的综合治理方案；

d) 合规性和减排效果分析。

5 企业基本情况

5.1 企业概况

列示企业名称、企业地址、所属行业及代码、投产时间、主要产品和产能等基本信息。

提供企业厂区地理位置图及平面布置图，其中地理位置图应标注周边敏感源信息。

5.2 生产工艺

描述企业主要生产工艺流程，并在工艺流程图上标注VOCs产生节点。

详细列示生产装置及辅助设施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装置或设备的名称、型号、规格。

5.3 产品及原辅材料

列示企业主要产品类型（名称）及编制基准年产量。

按生产车间、生产工序或生产设备分类列示VOCs物料的基准年使用量，提供主要VOCs物料化学品

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或VOCs含量检测报告等佐证材料。

file:///C:/Users/jiani/AppData/Local/youdao/dict/Application/8.9.3.0/resultui/htm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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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VOCs产生与排放

6.1 VOCs产生环节

6.1.1 根据生产工艺详细并准确说明 VOCs有组织和无组织产生环节，其中无组织产生环节包括但不限

于：

a) VOCs物料储存；

b) VOCs物料转移和输送；

c) 工艺过程；

d) 设备与管线组件泄漏；

e) 敞开液面逸散。

6.1.2 全面分析各环节 VOCs的产生过程，明确特征污染物及其物理化学性质。

6.1.3 按照国家或地方 VOCs排放量计算方法核算各环节 VOCs产生量。

6.2 VOCs控制及排放现状

6.2.1 从原辅材料、生产工艺、生产设备等角度分析现有源头控制措施的实施内容、时间和效果。

6.2.2 详细描述各 VOCs产生环节过程控制措施的实施现状和效果，分析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6.2.3 详细描述现有废气收集系统的集气方式、运行参数和收集效果。

6.2.4 详细说明现有废气处理系统的治理工艺、技术参数和运行状态，并根据其处理废气风量、VOCs
组分和浓度等关键指标，分析技术合理性、实际净化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6.2.5 基于现有控制措施核算各环节 VOCs削减量和排放量，绘制 VOCs物料平衡图（表），分析不同

环节排放贡献及减排潜力。

6.3 其它要求

6.3.1 VOCs控制及排放现状调查时可采用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实地踏勘、资料收集、检测评估等，并提

供现场照片、管理制度文件、台账记录和监测报告等佐证材料。

6.3.2 VOCs产生量、削减量和排放量核算时应提供具体计算依据和过程。

7 拟实施的综合治理方案

7.1 综合治理目标

根据VOCs产生及排放现状，结合国家和地方政策要求，分析并明确各环节VOCs综合治理目标。

7.2 源头减排方案

7.2.1 原辅材料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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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说明原辅材料替代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替代物料种类、数量、VOCs含量及可行性分析。

7.2.2 生产工艺优化

详细说明生产工艺优化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优化方式及可行性分析。

7.2.3 生产设备升级

详细说明生产设备升级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设备类型（名称）、数量及可行性分析。

7.2.4 其它

分别说明原辅材料替代、生产工艺优化、生产设备升级等源头减排方案的实施计划、投资额及预期

减排量，并提供计算依据与过程。

7.3 过程控制方案

7.3.1 无组织排放管控

分环节详细说明减少无组织排放的管控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无组织排放管控方式及管理制度。

7.3.2 其它

分环节详细说明过程控制方案的实施计划、投资额及预期减排量，并提供计算依据与过程。

7.4 末端治理方案

7.4.1 需求分析

结合综合治理目标，分析末端治理措施的建设需求。

7.4.2可行治理技术比选

综合考虑废气特征（包括但不限于温度、湿度、组分、浓度、风量）、投资费用、场地条件、安全

风险等因素，比选并确定可行治理技术，并提供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建设、改造设计依据。

7.4.3关键指标参数

详细说明拟采用废气收集处理系统的关键指标参数。

7.4.4二次污染分析及控制对策

详细分析二次污染物产生情况，并提供相应控制对策。

7.4.5自行监测方案

说明VOCs监测采样口与采样平台设置方案及排放自行监测方案。

7.4.6其它

说明拟采用末端治理措施的运行维护管理及台账记录计划。

说明末端治理措施的实施计划、投资额及预期减排量，并提供计算依据与过程。

8 合规性和减排绩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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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合规性分析

对照现行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详细分析方案实施后VOCs排放合规性。

8.2 减排绩效分析

按源头减排、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顺序，汇总列示拟实施综合治理方案的VOCs预期减排量、投资

额、运行费用及实施计划，分析单位投入费用的VOCs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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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VOCs综合治理一厂一策编制大纲

1．企业基本情况

1.1 企业概况

1.2 生产工艺

1.3 产品及原辅材料

2．VOCs产生与排放

2.1 VOCs产生环节

2.2 VOCs控制及排放现状

2.3 其它要求

3．拟实施的综合治理方案

3.1 综合治理目标

3.2 源头减排方案

3.2.1 原辅材料替代

3.2.2 生产工艺优化

3.2.3 生产设备升级

3.2.4 其它

3.3 过程控制方案

3.3.1 无组织排放管控

3.3.2 其它

3.4 末端治理方案

3.4.1 需求分析

3.4.2 可行治理技术比选

3.4.3 关键指标参数

3.4.4 二次污染分析及控制方案

3.4.5 自行监测方案

3.4.6 其它

4. 合规性和减排绩效分析

4.1 合规性分析

4.2 减排绩效分析

5.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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