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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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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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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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企业开展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一厂一策的编制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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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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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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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GB 37822-2019，3.1］

3.2

一厂一策 particular reduction solutions for factory
工业企业根据自身生产要素及VOCs废气排放特征，结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标准、政策要求编制的

VOCs综合治理方案。

3.3

VOCs物料 VOCs-containg materials
VOCs质量占比大于等于10%的物料，以及有机物聚合物材料，包括含VOCs原辅材料、含VOCs产

品、含VOCs废料（渣、液）等。

［来源：GB 37822-2019，3.7，有修改］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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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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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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末端治理措施 end-of-pipe treatment solutions
通过回收、销毁等手段减少VOCs有组织排放的措施。

4 基本要求

4.1 涉 VOCs排放的工业企业按照生态环境部门的管理要求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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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路径，综合考量减排效果和经济成本等

因素，重点提升企业源头减排水平、VOCs 废气收集率、治理设施同步运行率和去除率，提出有效的

VOCs综合治理措施。

4.3 VOCs综合治理一厂一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编制大纲见附录 A）：

a) 企业基本情况；

b) VOCs产生与排放；

c) 拟实施的综合治理措施；

d) 合规性和减排效果分析。

5 企业基本情况

5.1 概况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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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提供企业厂区地理位置图及平面布置图，并标注涉 VOCs的主要车间或设施。

5.2 生产工艺

5.2.1 准确描述企业主要生产工艺流程，并在工艺流程图上标注 VOCs产生和排放节点。

5.2.2 详细列示生产装置、辅助设施的基本信息，包括装置或设备的名称、型号、规格等。

5.3 产品及原辅材料

5.3.1 列示企业主要产品类型（名称）及编制基准年产量。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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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C:/Users/jiani/AppData/Local/youdao/dict/Application/8.9.3.0/resultui/htm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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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或经有资质的单位出具的 VOCs含量检测报告等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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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踏勘、资料收集、检测评估等，并提供现场

照片、检测报告、台账记录和管理制度等佐证材料。

6.3.2 VOCs产生量、削减量和排放量核算时提供具体计算依据和过程。

7 拟实施的综合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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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头减排措施

7.2.1 原辅材料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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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说明原辅材料替代措施，包括替代前后物料的种类、数量、VOCs含量，并从减排效果、生产

效率、产品质量、经济成本等方面分析措施的可行性。

7.2.2 生产工艺优化

详细说明生产工艺优化措施，包括优化前后生产工艺类型、规模、特性，并从减排效果、改造条件、

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经济成本等方面分析措施的可行性。

7.2.3 生产设备升级

详细说明生产设备升级措施，包括升级前后设备类型（名称）、数量，并从减排效果、改造条件、

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经济成本等方面分析措施的可行性。

7.2.4 实施计划及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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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实施计划、投资额、运行

费用及预期减排量，并提供减排量计算依据与过程。

7.3 过程控制措施

7.3.1 无组织排放管控

按照GB 37822及相关行业要求，分环节详细说明减少无组织排放的管控措施，从减排效果、安全

风险、场地条件、经济成本等方面分析措施的可行性。

7.3.2 实施计划及减排量

分环节详细说明过程控制措施的实施计划、投资额、运行费用及预期减排量，并提供减排量计算依

据与过程。

7.4 末端治理措施

7.4.1 需求分析

结合综合治理目标，分析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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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温度、湿度、组分、浓度、风量等）、减排效果、安全风险、场地条件、

经济成本等因素，比选可行治理技术，并提供最终选用技术的论证过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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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指标见附录B。

7.4.4 二次污染分析及控制对策

详细分析废气治理过程中二次污染的产生情况，并提供相应控制对策。

7.4.5 实施计划及减排量

详细说明末端治理措施的实施计划、投资额、运行费用及预期减排量，并提供减排量计算依据与过

程。

7.5 监测与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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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自行监测

按照HJ 819及相关行业要求，详细说明VOCs监测采样口与采样平台设置方案及排放自行监测方案。

7.5.2 运行维护及台账管理

按照HJ 944及相关行业要求，详细说明拟采用末端治理措施的运行维护管理制度及台账记录计划。

8 合规性和减排绩效分析

8.1 合规性分析

对照现行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相关政策文件要求，详细分析措施实施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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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实施计划、投资额、运行

费用及预期减排量，核算单位成本投入的VOCs减排量，分析综合治理措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9 附件

宜包括检测报告、台账记录、管理制度等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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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VOCs综合治理一厂一策编制大纲

A.1 企业基本情况

A.1.1 概况

A.1.2 生产工艺

A.1.3 产品及原辅材料

A.2 VOCs产生与排放

A.2.1 VOCs产生环节

A.2.2 VOCs控制及排放现状

A.2.3 其它要求

A.3 拟实施的综合治理措施

A.3.1 综合治理目标

A.3.2 源头减排措施

A.3.2.1 原辅材料替代

A.3.2.2 生产工艺优化

A.3.2.3 生产设备升级

A.3.2.4 实施计划及减排量

A.3.3 过程控制措施

A.3.3.1 无组织排放管控

A.3.3.2 实施计划及减排量

A.3.4 末端治理措施

A.3.4.1 需求分析

A.3.4.2 可行治理技术比选

A.3.4.3 关键指标参数

A.3.4.4 二次污染分析及控制对策

A.3.4.5 实施计划及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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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5 监测与管理措施

A.4 合规性和减排绩效分析

A.4.1 合规性分析

A.4.2 减排绩效分析

A.5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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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关键指标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关键指标见表B.1。

表B.1 常见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关键指标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关键指标

吸附床（含活性炭吸附法）

吸附温度

气体流速

颗粒物含量

压力损失

脱附温度

催化燃烧

温度

颗粒物含量

压力损失

换向阀泄漏率

蓄热燃烧

燃烧温度

进出口气体温差

颗粒物含量

燃烧室停留温度

热回收效率

蓄热室截面风速

压力损失

换向阀换向时间

冷却器/冷凝器

溶剂回收量

冷却介质流量和压力

出口温度与冷却介质进口温度的差值

洗涤器/吸收塔

空塔停留时间

压力损失

氧化还原电位（ORP）值

pH值

空塔气速

生物处理系统

填料温度

空塔停留时间

湿度

营养物质

pH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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