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环境出版集团·北京

现场检查指南（试行）

重点行业企业
挥发性有机物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

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编





《重点行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

现场检查指南（试行）》

参与编写人员

技术组  王亚男  隆  重  徐海红  候博峰   董振龙

        张嘉妮  郝少阳  付云刚  沙  莎   梁  慧 

        杜  超  武壮壮  步青云  宋  鹭   刁晓君

        黄敏超  郭  森  王  婧  张  健

统  稿  徐海红  郝少阳

指  导  张国宁  叶代启





Foreword
前  言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完成污

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的“交账”之年。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批示和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两会”精神，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 , 落实“六保”任务，必须进一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生态环保工作，突出依法、科学、精准治污，坚持问题精准、时间

精准、区位精准、对象精准、措施精准，加大夏季臭氧污染防治力度，降

低臭氧污染对优良天数比率的影响，坚决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

为切实加强指导、服务基层，送“政策”、送“技术”、送“方案”，

着力提升各地挥发性有机物环境监管能力和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防治法》《2020 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等法律、文件，

结合重点行业特征，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组织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

评估中心制定了《重点行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现场检查指南》（试行），供

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现场监督工作参考，也方便企业对照开展自查。

本指南立足挥发性有机物现场检查的工作实际，充分借鉴地方实践经

验，力图简明、清晰地规范现场检查的工作方法和要求，从而提高检查工

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但受限于编者的专业能力，加之编写仓促，指南内

容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02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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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石化行业

（一）适用范围

适用于石油炼制工业和石油化学工业。

石油炼制工业：以原油、重油等为主要原料，生产汽油馏分、柴油馏

分、燃料油、润滑油、石油蜡、石油沥青和石油化工原料等的工业。

石油化学工业：以石油馏分、天然气等为主要原料，生产有机化学

品、合成树脂、合成纤维、合成橡胶等的工业。有机化学品主要为烯烃

（乙烯、丙烯、丁二烯、异戊二烯）、芳烃（苯、甲苯、二甲苯）、乙二醇、

苯酚、丙酮等；合成树脂主要为聚乙烯、聚丙烯等；合成纤维主要为聚

酯、聚乙烯醇、聚酰胺等；合成橡胶主要为顺丁橡胶、异戊橡胶、丁苯橡

胶等。

具体行业类别：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2511）、有机化学原

料制造（2614）、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2651）、合成橡胶制

造（2652）、合成纤维单（聚合）体制造（2653）、其他合成材料制造

（2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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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生产工艺及产排污环节

1. 主要生产工艺

主要生产工艺见表 1-1、图 1-1、图 1-2。

表 1-1　石油炼制工业与石油化学工业主要生产工艺

序号 级别 工艺 子工艺

1

石油炼制工业

分离工艺

常压蒸馏

减压蒸馏

轻烃回收

2 石油转化工艺

热裂化和催化裂化

重整

烷基化

聚合

异构化

焦化

减粘裂化

3 石油精制工艺

加氢脱硫

加氢精制

化学脱硫

酸气脱除

脱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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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级别 工艺 子工艺

4

石油化学工业

有机化学品

烯烃装置

芳烃装置

环氧乙烷 / 乙二醇装置

苯酚、丙酮装置

顺酐装置

苯酐装置

PTA 装置

PX 装置

丙烯腈装置等

5 合成树脂

聚丙烯装置

聚氯乙烯装置

聚乙烯装置

SBS 装置

聚苯乙烯等

6 合成纤维

己内酰胺 - 锦纶

涤纶

7 合成橡胶

顺丁橡胶装置

丁基橡胶装置

丁苯橡胶装置等

8 公用单元 原料和产品储运

储存

调和

装载

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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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级别 工艺 子工艺

9 公用单元 辅助设施

锅炉

危废焚烧炉

废水处理

制氢

硫回收

冷却塔

脱硫系统

脱硝系统

油气回收系统

泄放系统

4

VOCs

VOCs

图 1-1　典型石油炼制工业工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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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

VOCs

VOCs

VOCs

VOCs

VOCs

VOCs

图 1-2　典型石油化学工业工艺图

2. 产排污环节

石油炼制行业与石油化学工业主要产排污环节及治理设施见表 1-2。

表 1-2　炼油与石油化学工业主要产排污节点及治理设施

序号
过程

解析
主要产排污节点

排放

形式

主要

污染物
主要治理设施

1
工艺有组

织排放

催化裂化催化剂

再生烟气

有组织

颗粒物
电除尘、袋式除尘、

湿式电除尘、湿法碱洗

SO2 干法、半干法、湿法脱硫

NOx SCR、SNCR

催化重整催化剂

再生烟气
VOCs

热力焚烧、催化燃烧、

蓄热燃烧

酸性气回收 SO2
两级、三级转化，尾气加

氢回收，尾气焚烧处理

离子液法烷基化催化剂

再生烟气
VOCs 碱洗脱硫 + 回收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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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过程

解析
主要产排污节点

排放

形式

主要

污染物
主要治理设施

1
工艺有组

织排放

催化裂化汽油吸附脱硫

再生烟气

颗粒物
电除尘、袋式除尘、湿式

电除尘

SO2 干法、半干法、湿法脱硫

烯烃裂解炉烟气

有组织

颗粒物
电除尘、袋式除尘、湿式

电除尘

SO2 干法、半干法、湿法脱硫

NOx 低氮燃烧、SCR

各生产装置工艺过程

产生的工艺有机废气
VOCs

热力焚烧（热力氧化）、

催化氧化、蓄热氧化、蓄

热式催化氧化或以氧化工

艺为主的组合工艺

2 火炬排放 火炬气 有组织 VOCs 火炬气燃烧

3
燃烧烟气

排放

工艺加热炉
有组织

颗粒物
电除尘、袋式除尘、湿式

电除尘

SO2 干法、半干法、湿法脱硫

锅炉 NOx 低氮燃烧、SCR、SNCR

4
废水收集

及处理

过程

废水处理有机废气 有组织 VOCs

污油池、隔油池、气浮池

等高含油废水存储及预处

理过程采用氧化催化燃烧

工艺，生化池采用生物滴

滤、生物滤床等脱臭工艺

废水收集逸散废气 无组织 VOCs 加盖、密闭、收集、治理

5
工艺无组

织排放

安全阀、调压阀的临时

放空等工艺无组织废气
无组织 VOCs

宜密闭收集并安装治理 
设施

6
冷却塔、

循环冷却

水系统

冷却塔、循环冷却水系

统无组织逸散废气
无组织 VOCs —

7
设备动静

密封点 
泄漏 0

有机液体介质的机泵、

阀门、法兰等动、静密

封泄漏排放

无组织 VOCs L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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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过程

解析
主要产排污节点

排放

形式

主要

污染物
主要治理设施

8 事故排放 生产事故排放 有组织 VOCs 送至火炬燃烧

9
有机液体

存储与调

和挥发

有机液体储罐［固定顶

罐、浮顶罐（内浮顶

罐、外浮顶罐）、可变

空间储罐（气柜）、压

力储罐］泄漏

无组织 VOCs

固定顶罐改用高效密封的

浮顶罐，或安装密闭排气

收集系统并安装储罐呼吸

气治理设施（油气回收、

氧化焚烧）

10
有机液体

装卸挥发

液体有机原料及产品装

/ 卸车、装 / 卸船、灌

装（小包装）环节产生

的排放

无组织 VOCs

卸车 / 船环节安装气相平

衡系统；装车环节采用下

装或密闭顶装；装车 / 船
废气收集处理（油气回

收、氧化焚烧）

11 采样过程

采样管线内物料置换和

置换出物料的收集储存

过程

无组织 VOCs 采用密闭采样器

12
非正常

工况排放

开停工及维修气体放空

造成的排放
有组织 VOCs 送至火炬燃烧

（1）颗粒物

主要集中于锅炉、工艺加热炉、催化裂化催化剂再生烟气、催化裂化

汽油吸附脱硫再生烟气、烯烃裂解炉烟气的有组织排放，排放可占全厂颗

粒物排放的 95% 以上。

（2）SO2

主要集中于锅炉、工艺加热炉、催化裂化催化剂再生烟气、催化裂化

汽油吸附脱硫再生烟气、酸性气回收、烯烃裂解炉烟气的有组织排放，排

放可占全厂 SO2 排放的 95% 以上。

（3）NOx

主要集中于锅炉、工艺加热炉、催化裂化催化剂再生烟气、烯烃裂解

炉烟气的有组织排放，排放可占全厂 NOx 排放的 9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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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VOCs

主要以有机液体存储与调和挥发、废水收集及处理过程、设备动静密

封点泄漏、有机液体装载挥发、冷却塔和循环冷却水系统等 5 个源排放

为主。

（三）检查要点

现场按照源项开展检查，包括原辅料环节、涉 VOCs 无组织排放环

节、涉 VOCs 有组织排放环节和台账环节，各环节主要检查内容见图 1-3。

重点关注的内容见图 1-4。根据现场检查的方式，编制现场检查工作表

（见表 1-3）。

图 1-3　石化行业检查要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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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石化行业检查重点关注环节

表 1-3　现场检查一览表

检查

环节
检查要点 检查方式

是否存在

问题

VOCs
物料的储

存与输送

储罐类型与物料是否匹配 资料检查及现场检查相结合

企业是否开展浮盘检查 企业台账记录

储罐、储库、料仓是否完全密闭 通过现场检查

涉 VOCs 物料转移过程是否密闭 通过现场检查

物料装载是否符合要求 通过现场检查

VOCs
无组织

排放

是否开展 LDAR 工作 LDAR 台账、检测报告

LDAR 工作是否符合要求

( 现场抽查密封点 )
LDAR 检测报告、

通过现场检查

废水集输、储存、处理设施

是否符合规定
通过现场检查

循环水监测修复是否到位 企业台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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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环节
检查要点 检查方式

是否存在

问题

VOCs
有组织

排放

有组织废气是否按照要求

安装治理设施
通过现场检查

治理设施与生产设施是否同步运行 通过现场检查

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 通过现场检查

治理设施去除效率及排放浓度

是否达标

根据监测报告、在线监测、

现场检测等方式判断

治理设施是否安装在线监测设施

并联网验收
通过现场检查

监测报告是否按照许可要求开展 通过监测报告等资料

台账记录

是否建立台账记录 企业台账记录

台账记录是否规范 企业台账记录

1. VOCs 物料的储存与输送

（1）储罐类型与物料是否匹配（资料检查和现场检查相结合）

储存的物料需根据真实蒸气压及储罐容积选择合适的罐型。现场可

以根据企业环评、排污许可证副本及其他企业可提供信息，按照表 1-4、 

表 1-5 原则判断“储罐类型与物料是否匹配”。

企业应使用浮顶罐储存的物料若采用固定顶罐储存，需安装密闭排气

系统至有机废气回收或处理装置。

储罐类型的识别见图 1-5～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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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物料与罐型匹配参考依据

序号 判断条件 罐型要求

1
储存真实蒸气压≥76.6 kPa 的挥

发性有机液体
压力储罐

2
储存真实蒸气压≥5.2 kPa 但

＜27.6 kPa 的设计容积≥150 m3

的挥发性有机液体

●  采用内浮顶罐；内浮顶的浮盘与罐壁之间应采用液

体镶嵌式、机械式鞋形、双密封式等高效密封方式
●  采用外浮顶罐；外浮顶罐的浮盘与罐壁之间应采

用双封式密封，且初级密封采用液体镶嵌式密封、

机械式鞋式等高效密封方式
●  采用固定顶罐，应安装密闭排气系统至有机废气

回收或处理装置

3
储罐真实蒸气压≥27.6 kPa 但

＜76.6 kPa 的设计容积≥75 m3

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

4 苯、甲苯、二甲苯等危险化学品 采用内浮顶罐并安装油气回收装置

表 1-5　石化行业物料推荐罐型

序号 介质 适用罐型
常见储存

温度
末端治理

1 原油 内浮顶罐、外浮顶罐 常温

C4～C6 建议

使用吸收、吸

附、冷凝与直

燃式、蓄热

式、催化燃烧

的组合技术；

C7 以上建议

使用吸附、冷

凝或相关组合

技术

2 汽油 内浮顶罐、外浮顶罐 常温

3 航空汽油 内浮顶罐、外浮顶罐 常温

4 轻石脑油 内浮顶罐、外浮顶罐 常温

5 重石脑油 内浮顶罐、外浮顶罐 常温

6 航空煤油 内浮顶罐、外浮顶罐 常温

7 柴油 固定顶罐、内浮顶罐、外浮顶罐 常温

8 烷基化油 内浮顶罐 常温

9 抽余油 内浮顶罐 常温

10 蜡油 固定顶罐 常温

11 渣油 固定顶罐 常温

12 污油 固定顶罐、内浮顶罐 常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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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介质 适用罐型
常见储存

温度
末端治理

13 燃料油 固定顶罐 常温

C4～C6 建议

使用吸收、吸

附、冷凝与直

燃式、蓄热

式、催化燃烧

的组合技术；

C7 以上建议

使用吸附、冷

凝或相关组合

技术

14 正己烷 内浮顶罐 常温

15 正庚烷 固定顶罐、内浮顶罐 常温

16 正壬烷 固定顶罐 常温

17 正癸烷 固定顶罐 常温

18
甲基叔丁基醚

（MTBE）
内浮顶罐 常温

19 丙酮 内浮顶罐 常温

20 苯 内浮顶罐 常温

21 甲苯 内浮顶罐 常温

22 甲酸甲酯 压力罐 常温

23 间二甲苯 内浮顶罐 常温

24 邻二甲苯 内浮顶罐 常温

25 对二甲苯 内浮顶罐 常温

26 乙醇 内浮顶罐 常温

27 甲醇 内浮顶罐 常温

28 正丁醇 固定顶罐、内浮顶罐 常温

29 环己醇 固定顶罐、内浮顶罐
必须高于

25.9℃

30 乙二醇 固定顶罐 常温

31 丙三醇 固定顶罐
必须高于

20℃

32 二乙苯 内浮顶罐 常温

33 苯酚 内浮顶罐
必须高于

43℃

34 苯乙烯 内浮顶罐 常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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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介质 适用罐型
常见储存

温度
末端治理

35 醋酸 固定顶罐
必须高于

16℃

C4～C6 建议

使用吸收、吸

附、冷凝与直

燃式、蓄热

式、催化燃烧

的组合技术；

C7 以上建议

使用吸附、冷

凝或相关组合

技术

36 正丁酸 固定顶罐 常温

37 丙烯酸 固定顶罐
必须高于

14℃

38 丙烯腈 内浮顶罐 常温

39 醋酸乙烯 内浮顶罐 常温

40 乙酸乙酯 内浮顶罐 常温

41 乙二胺 固定顶罐
必须高于

9℃

42 三乙胺 内浮顶罐 常温

43 丙苯 内浮顶罐 常温

44 乙苯 内浮顶罐 常温

45 正丙苯 内浮顶罐 常温

46 异丙苯 内浮顶罐 常温

47 1- 辛醇 固定顶罐 常温

48 甲基丙烯酸甲酯 内浮顶罐 常温

49 间二氯苯 内浮顶罐 常温

50 正丙醇 固定顶罐 常温

51 异丙醇 固定顶罐 常温

52 异丁醇 固定顶罐 常温

53 异辛烷 内浮顶罐 常温

54 乙酸丁酯 固定顶罐 常温

55 四氯乙烯 固定顶罐 常温

56 糠醛 固定顶罐 常温

57 甲酸 内浮顶罐 常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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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介质 适用罐型
常见储存

温度
末端治理

58 甲基异丁基酮 固定顶罐 常温

C4～C6 建议

使用吸收、吸

附、冷凝与直

燃式、蓄热

式、催化燃烧

的组合技术；

C7 以上建议

使用吸附、冷

凝或相关组合

技术

59 环己酮 固定顶罐 常温

60 癸醇 固定顶罐
必须高于

6℃

61 二乙二醇 固定顶罐 常温

62 醋酸正丙酯 固定顶罐 常温

63 醋酸仲丁酯 固定顶罐 常温

64
二甲基甲酰胺

（DMF）
固定顶罐 常温

65 甲乙酮 内浮顶罐 常温

66 苯胺 内浮顶罐 常温

67 煤焦油 固定顶罐 常温

图 1-5　固定顶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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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内浮顶罐示意图

图 1-7　外浮顶罐示意图

（2）企业是否开展浮盘检查（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依据企业的浮盘检修记录，判断企业是否每 6 个月对浮盘泄漏情况进

行检查维护，并将相关记录保存 1 年以上。

（3）储罐、储库、料仓是否完全密闭（需现场检查）

储罐的罐体应保持完好，不应有漏洞、缝隙或破损；固定顶罐的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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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除采样、计量、例行检查、维护和其他正常活动外，应密闭；浮顶

罐浮盘上的开口、缝隙密封设施，以及浮盘与罐壁之间的密封设施在工作

状态时应密闭。

储存含 VOCs 固体物料（包括 VOCs 废料）的场所应完整，与周围空

间阻隔，门窗及其他开口（孔）部位应关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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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涉 VOCs 物料转移过程是否密闭（需现场检查）

企业涉 VOCs 物料（包括 VOCs 废料）需采用管道密闭输送，或者采

用密闭容器、罐车输送。

（5）物料装载是否符合要求（需现场检查）

装载涉 VOCs 物料的汽车、火车需采用底部装载或顶部浸没式装载，

顶部浸没式装载出油口距离罐底高度应小于 200 mm，装载方式严禁使用

喷溅式装载。

底部装油结束时断开快接头，油品滴洒量不应超过 10 ml（滴洒量取

连续 3 次断开操作的平均值）。

底部装载：物料通过车辆底部进入罐车。具体见图 1-8。顶部浸没

式：油管插入罐车内油面以下。油管（鹤管）长度在 1.5 m 以上。具体见

图 1-9。

      

图 1-8　底部装载现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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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顶部浸没式装载现场示意图

2. 涉 VOCs 无组织排放

（1）是否开展 LDAR 工作（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石化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流经的设备和管线组件，应进行泄漏检测与修

复工作（LDAR 工作），现场可以依据企业动静密封点台账和动静密封点

的检测报告，判断是否开展 LDAR 工作。

（2）LDAR 工作是否符合要求（资料检查和现场检查相结合）

企业密封点检测频次及相关要求见表 1-6。

表 1-6　动静密封点检测要求

序号 检测内容 检测频次及相关要求

1
泵、压缩机、阀门、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气体 /
蒸气泄压设备、取样连接系统

每 3 个月检测 1 次

2 法兰及其他连接件、其他密封设备 每 6 个月检测 1 次

3
对于挥发性有机物流经的初次开工开始运转的设

备和管线组件

应在开工后 30 日内对其进行

第一次检测

4
泄漏检测应记录检测时间、检测仪器读数；修复

时应记录修复时间和确认已完成修复的时间，记录

修复后检测仪器读数

相应记录应保存 1 年以上

5
有机气体或者挥发性液体流经的设备与管线组件，

采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仪（以甲烷或丙烷为校正

气体）

泄漏检测值应小于 
2 000 μmol/mol

6
其他挥发性有机物流经的设备与管线组件，采用

氢火焰离子化检测仪（以甲烷或丙烷为校正气体）

泄漏检测值应小于 
500 μmol/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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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废水集输、储存、处理设施是否符合规定（需现场检查）

石化企业含碱废水，含硫含氨酸性水，含苯系物废水，烟气脱硫、脱

硝废水，设备、管线检维修过程化学清洗废水应单独收集、储存并进行预

处理。用于集输、储存和处理含挥发性有机物、恶臭物质的废水设施［集

水井（池）、隔油池、气浮池、曝气池、浓缩池］应密闭、且产生的废气

应接入有机废气回收或处理装置。废水处理池现场示例见图 1-10。

  

图 1-10　废水处理池现场图

（4）循环水监测修复是否到位（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重点地区石化企业应至少每 6 个月对流经换热器的进口和出口循环水

进行总有机碳（TOC）或可吹脱有机碳（POC）浓度监测；当出口浓度大

于进口浓度超过 10% 时，要溯源泄漏点并及时修复。循环水换热器示意见

图 1-11。

    

图 1-11　循环水换热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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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涉 VOCs 有组织排放

（1）有组织废气是否按照要求安装治理设施（需现场检查）

检查石化企业有组织废气是否安装治理设施。应安装治理设施的环节

见表 1-7。

表 1-7　需安装有机废气治理措施的环节及相关要求

序号 产生有机废气的环节及相关要求

1 苯、甲苯、二甲苯等危险化学品在内浮顶罐的基础上安装油气回收装置等处理设施

2
储存真实蒸气压≥5.2 kPa 但＜27.6 kPa 的设计容积≥150 m3 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

以及存真实蒸气压≥27.6 kPa 但＜76.6 kPa 的设计容积≥75 m3 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

若采用固定顶罐，应安装密闭排气系统至有机废气回收或处理装置

3
用于集输、储存和处理含挥发性有机物、恶臭物质的废水设施应密闭，产生的废气应

接入有机废气回收或处理装置

4
油品装卸栈桥对铁路罐车进行装油，发油台对汽车罐车进行装油，油品装卸码头对油

船（驳）进行装油的原油及成品油（汽油、煤油、喷气燃料、化工轻油、有机化学

品）设施，应密闭装油并设置油气收集、回收或处理装置

5

重整催化剂再生烟气、离子液法烷基化装置催化剂再生烟气、氧化脱硫醇尾气、精对

苯二甲酸 PTA 生产尾气、丙烯腈生产尾气、橡胶生产尾气、环氧丙烷 / 苯乙烯生产尾

气、苯胺生产废气、氯苯生产废气、苯甲酸生产尾气、苯酚丙酮氧化尾气等其他工艺

有组织的废气

6 非正常工况下，生产设备通过安全阀排出的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废气

7 生产装置、设备开停工过程不满足排放标准要求的废气

（2）治理设施与生产设施是否同步运行（需现场检查）

现场可通过“视频监控治理设施”“单独安装治理设施电表”“用能监

控治理设施”“DCS 系统”“在线监测系统”等方式判断治理设施的同步运

行率。

（3）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需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企业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相关运行参数可参照治理设施

技术规范或厂家设计维护手册，检查要点可参考附表。

（4）治理设施排放浓度和去除效率是否达标（资料检查和现场检查相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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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监测报告、在线监测系统、现场检测等方式判断排放浓度及去除

效率是否满足《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0—2015）、《石油

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31572—2015）的控制要求，有地方标准的，按照地方标准

执行。

（5）治理设施是否安装在线监测设施并联网验收（需现场检查）

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石化企业，主要排污口应安装自动监控设

施，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6）监测报告是否符合许可要求（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检查企业的自行监测报告，其监测频次、内容是否符合表 1-8 中要求。

表 1-8　石化企业 VOCs 监测指标及频次要求

源项类型 源项 指标 监测频次

有组织排放

重整催化剂再生烟气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

月

离子液法烷基化装置催化剂再生烟

气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

有机废气回收处理装置入口及其排

放口
非甲烷总烃处理效率

废水处理有机废气收集处理装置排

气筒

非甲烷总烃

苯、甲苯、二甲苯

（石油炼制）
季度

废气有机特征污染物

（石油化学工业）
半年

含卤代烃有机废气排气筒、其他有

机废气排气筒、合成树脂生产设施

车间排气筒、合成树脂废水、废气

焚烧设施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 月

废气有机特征污染物或

其他废气污染物
半年

无组织排放

企业边界
非甲烷总烃、苯、甲苯、

二甲苯
季度

泵、压缩机、阀门、开口阀或开口

管线、气体 / 蒸气泄压设备、取样

连接系统

VOCs 季度

法兰及其他连接件、其他密封设备 VOCs 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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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账记录

（1）是否建立台账记录（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检查企业是否建立生产信息、含 VOCs 原辅材料和废气收集处理设施

三个重点环节的台账记录。

（2）台账记录是否规范（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对照表 1-9 检查企业台账是否完整，内容是否齐全，记录是否规范。

表 1-9　石化行业台账记录要求

重点环节 台账记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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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顶罐的浮盘检查至少 6 个月一次，每次检查应记录浮盘密封设施的状态，记

录应保存 1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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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量、浓度、温度、含氧量等）

废气收集与处理运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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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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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化工行业

（一）适用范围

适用于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如炼焦、现代煤化工等）、化学

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化学农药制造、涂料制造等）、医药制造业（化学药

品原料药制造、兽用药制造等）、化学纤维制造业（涤纶纤维制造、锦纶纤

维制造等）、橡胶和塑料制品业（轮胎制造、塑料薄膜制造等）等行业。

（二）主要生产工艺及产排污环节

1. 制药行业

制药行业典型生产工艺及 VOCs 排放环节见图 2-1～图 2-3。

图 2-1　化学合成类制药典型生产工艺及 VOCs 排放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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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发酵制药典型生产工艺及 VOCs 排放环节

图 2-3　生物工程类制药典型生产工艺及 VOCs 排放环节

2. 塑料制品制造

塑料制品制造典型生产工艺及 VOCs 排放环节见图 2-4。

图 2-4　塑料制品制造典型生产工艺及 VOCs 排放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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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橡胶制品制造

橡胶制品制造典型生产工艺及 VOCs 排放环节见图 2-5。

图 2-5　橡胶制品制造典型生产工艺及 VOCs 排放环节

4. 涂料与油墨制造

涂料与油墨制造等典型生产工艺及 VOCs 排放环节见图 2-6。

图 2-6　涂料与油墨制造等典型生产工艺及 VOCs 排放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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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查要点

现场按照源项开展检查，包括原料环节、涉 VOCs 无组织排放环节、

涉 VOCs 有组织排放环节和台账环节，各环节主要检查内容见图 2-7。现

场检查工作表见表 2-1。

kg/h
kg/h

图 2-7　化工行业主要检查环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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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现场检查工作表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检查方式
是否存在

问题

原料环节

生产、销售和使用的物料 VOCs
含量是否符合国家或地方 VOCs
含量限值标准

通过规范的检测报告、包装桶或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 
产品说明书等资料检查，也可通

过现场采样，经第三方实验室分

析确定VOCs 物料的判别

储罐类型与物料是否匹配

且满足运维要求

检查企业环评、排污许可副本，

及其他企业可提供信息、行业标

准，结合现场检查

储库、料仓是否完全密闭 现场检查

容器或包装袋是否密闭使用或保

存
现场检查

涉 VOCs 物料转移和输送过程是

否密闭
现场检查

物料装载是否符合要求 现场检查

生产环节——

涉 VOCs
无组织排放

是否开展 LDAR 工作 检查动静密封点台账

LDAR 工作是否符合要求 检查动静密封点的检测报告

生产环节废气是否全部收集 现场检查

废气收集设施效果是否满足要求 现场检查

废水集输系统是否符合规定

现场检查企业废水集输系统及敞

开液面 100 mm 处 VOCs 浓度检

测报告

废水储存、处理设施是否符合规

定

现场检查企业废水储存、处理设

施及敞开液面 100 mm 处 VOCs
浓度检测报告

循环水监测修复是否到位 检查循环水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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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检查方式
是否存在

问题

生产环节——

涉 VOCs
有组织排放

有组织排放是否安装治理设施 现场检查

废气收集未安装治理设施排放

时，收集的废气 NMHC 初始排

放速率是否＜3 kg/h（重点地区

收集的废气 NMHC 初始排放速

率＜2 kg/h）

检查检测（监测）报告

废气收集并安装治理设施排放

时，治理设施与生产设施是否同

步运行

现场检查

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 现场检查

治理设施是否安装在线监测设施

并联网验收
现场检查

排放浓度是否达标
根据监测报告、在线监测、现场

检测等方式判断

治理设施去除效率是否达标
根据监测报告、在线监测、现场

检测等方式判断

台账环节
是否建立台账记录

检查企业台账记录
台账记录是否规范

1. 原料环节

（1）生产、销售和使用的物料 VOCs 含量是否符合国家或地方 VOCs

含量限值标准（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企业生产、销售和使用的涂料、固化剂、稀释剂、胶粘剂、清洗剂

等 VOCs 物料应符合国家或地方 VOCs 含量限值标准（国家相关标准见表

2-2）。

VOCs 含量需根据国家相关标准进行测定，检测报告应由具有 CMA

和 CNAS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如无规范的检测报告，可通过各

原辅材料包装桶或规范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等资料上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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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 物质含量，结合原辅材料在施工（即用）状态下的施工配比判断，

施工配比可通过查阅产品说明书等方式获取。VOCs 含量也可通过现场采

样，经第三方实验室分析确定。

表 2-2　国家涉 VOCs 产品质量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现有企业

执行时间

1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2—2008 2008 年 10 月 1 日

2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溶剂型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1—2009 2010 年 6 月 1 日

3
建筑用外墙涂料中

有害物质限量
GB 24408—2009 2010 年 6 月 1 日

4 汽车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24409—2009 2010 年 6 月 1 日

5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水性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24410—2009 2010 年 6 月 1 日

6
建筑钢结构防腐涂料中

有害物质限量
GB 30981—2014 2015 年 5 月 1 日

7 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 GB/T 33372—2016 2017 年 7 月 1 日

8 室内地坪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38468—2019 2020 年 7 月 1 日

9 船舶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38469—2019 2020 年 7 月 1 日

10 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1—2020 2020 年 12 月 1 日

11 建筑用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2—2020 2020 年 12 月 1 日

12 车辆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24409—2020 2020 年 12 月 1 日

13 工业防护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30981—2020 2020 年 12 月 1 日

14 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 GB 33372—2020 2020 年 12 月 1 日

15 清洗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 GB 38508—2020 2020 年 12 月 1 日

16
油墨中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s）含量的限值
GB 38507—2020 2021 年 4 月 1 日

注：�GB�18581—2020 代替 GB�18581—2009、GB�24410—2009；GB�18582—2020 代替 GB�18582—�

2008、GB�24408—2009；GB�24409—2020 代替 GB�24409—2009；GB�30981—2020 代替 GB��

30981—2014；GB�33372—2020 代替 GB/T�33372—2016，新标准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使用时需要注意新旧标准的执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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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OCs 物料的判别（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根据《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VOCs

物料为 VOCs 质量占比大于等于 10% 的物料，以及有机聚合物材料。

在实际生产中，因不同工艺环节进出料的变化，物料 VOCs 含量在不

同工艺环节是不同的，需按工序逐一核实是否属于 VOCs 物料（VOCs 质

量占比是否大于等于 10%、有机聚合物材料）。

物料的 VOCs 质量占比需根据国家相关标准（见表 2-2）进行测定，

检测报告应由具有 CMA 和 CNAS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如无规范

的检测报告，可通过各原辅材料包装桶或规范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MSDS）等资料上的各 VOCs 物质含量，结合原辅材料在施工（即用）状

态下的施工配比判断，施工配比可通过查阅产品说明书等方式获取。VOCs

质量占比也可通过现场采样，经第三方实验室分析确定。

（3）储罐类型与物料是否匹配且满足运维要求（资料检查和现场检查

相结合）

有机液体需根据真实蒸气压等化学品参数及储罐容积选择合适的罐

型。现场检查需根据企业环评、排污许可证副本、行业标准等资料判断储

罐类型与物料是否匹配。有行业标准的（如制药工业，涂料、油墨及胶粘

剂工业等），按照行业标准判断，无行业标准的，根据《挥发性有机物无

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要求（见表 2-3）及物料储存罐型

参考（见表 2-4）进行判断。罐体应保持完好，不应有漏洞、缝隙或破损。

固定顶罐附件开口（孔）除采样、计量、例行检查、维护和其他正常活动

外，应密闭，应定期检查呼吸阀的定压是否符合设定要求，具体示意图见

图 2-8。浮顶罐浮顶边缘密封不应有破损，支柱、导向装置等附件穿过浮

盘时，应采取密封措施，应定期检查边缘呼吸阀定压是否符合设定要求，

具体示意图见图 2-9、图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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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物料储存罐型判断

序号 判断条件 罐型要求

控制

要求

储存真实蒸气压≥76.6 kPa 的挥发性

有机液体且储罐容积≥75 m3 压力储罐、低压罐

控制

要求

储存真实蒸气压≥27.6 kPa 但＜76.6 
kPa 且储罐容积≥75 m3 的

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

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  采用内浮顶罐：浮顶与罐壁采用浸液式密封、

机械式鞋形等高效密封方式
●  采用外浮顶罐：浮顶与罐壁之间应采用双重密

封，且一次密封采用浸液式密封、机械式鞋

形等高效密封方式
●  采用固定顶罐，排放废气收集处理并满足相关

行业排放标准
●  采用气相平衡系统
●  采取其他等效措施

特别

控制

要求

储存真实蒸气压≥76.6 kPa 的挥发性

有机液体储罐
压力储罐、低压罐

储存真实蒸气压≥27.6 kPa 但＜ 76.6 
kPa 且储罐容积≥75 m3，真实蒸气

压≥5.2 kPa 但＜ 27.6 kPa 且储罐容

积≥150 m3 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

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  采用内浮顶罐：浮顶与罐壁采用浸液式密封、

机械式鞋形等高效密封方式
●  采用外浮顶罐：浮顶与罐壁之间应采用双重密

封，且一次密封采用浸液式密封、机械式鞋

形等高效密封方式
●  采用固定顶罐：排放废气收集处理并满足相关

行业排放标准
●  采用气相平衡系统
●  采取其他等效措施

表 2-4　储罐介质、适用罐型、常见储存温度一览表

序号 介质 适用罐型 常见储存温度

1 液化石油气 压力罐 常温

2 石脑油 压力罐 / 内浮顶罐 常温

3 汽油 内浮顶罐 常温

4 航煤 内浮顶罐 常温

5 柴油 固定顶 / 内浮顶罐 常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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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介质 适用罐型 常见储存温度

6 蜡油 固定顶罐 常温

7 渣油 固定顶罐 常温

8 正己烷 内浮顶罐 常温

9 正庚烷 固定顶罐、内浮顶罐 常温

10 正壬烷 固定顶罐 常温

11 正癸烷 固定顶罐 常温

12 MTBE 内浮顶罐 常温

13 丙酮 内浮顶罐 常温

14 苯 内浮顶罐 常温

15 甲苯 内浮顶罐 常温

16 甲酸甲酯 压力罐 常温

17 间二甲苯 内浮顶罐 常温

18 邻二甲苯 内浮顶罐 常温

19 对二甲苯 内浮顶罐 常温

20 乙醇 内浮顶罐 常温

21 甲醇 内浮顶罐 常温

22 正丁醇 固定顶罐、内浮顶罐 常温

23 环己醇 固定顶罐、内浮顶罐 必须高于 25.9℃

24 乙二醇 固定顶罐 常温

25 丙三醇 固定顶罐 必须高于 20℃

26 二乙苯 内浮顶罐 常温

27 苯酚 内浮顶罐 必须高于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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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介质 适用罐型 常见储存温度

28 苯乙烯 内浮顶罐 常温

29 醋酸 固定顶罐 必须高于 16℃

30 正丁酸 固定顶罐 常温

31 丙烯酸 固定顶罐 必须高于 14℃

32 丙烯腈 内浮顶罐 常温

33 醋酸乙烯 内浮顶罐 常温

34 乙酸乙酯 内浮顶罐 常温

35 乙二胺 固定顶罐 必须高于 9℃

36 三乙胺 内浮顶罐 常温

37 丙苯 内浮顶罐 常温

38 乙苯 内浮顶罐 常温

39 正丙苯 内浮顶罐 常温

40 异丙苯 内浮顶罐 常温

41 1- 辛醇 固定顶罐 常温

42 甲基丙烯酸甲酯 内浮顶罐 常温

43 间二氯苯 内浮顶罐 常温

44 正丙醇 固定顶罐 常温

45 异丙醇 固定顶罐 常温

46 异丁醇 固定顶罐 常温

47 异辛烷 内浮顶罐 常温

48 乙酸丁酯 固定顶罐 常温

49 四氯乙烯 固定顶罐 常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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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介质 适用罐型 常见储存温度

50 糠醛 固定顶罐 常温

51 甲酸 内浮顶罐 常温

52 甲基异丁基酮 固定顶罐 常温

53 环己酮 固定顶罐 常温

54 癸醇 固定顶罐 必须高于 6℃

55 二乙二醇 固定顶罐 常温

56 醋酸正丙酯 固定顶罐 常温

57 醋酸仲丁酯 固定顶罐 常温

58 DMF 固定顶罐 常温

59 甲乙酮 内浮顶罐 常温

60 苯胺 内浮顶罐 常温

61 煤焦油 固定顶罐 常温

图 2-8　固定顶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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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内浮顶罐示意图

图 2-10　外浮顶罐示意图

（4）储库、料仓是否完全密闭（需现场检查）

检查 VOCs 物料是否储存于密闭的容器、包装袋、储罐、储库、料仓

中；盛装 VOCs 物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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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 物料储库、料仓是否为密闭空间，

场所是否完整，是否与周围空间阻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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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11、图 2-12 所示。



35

图 2-11　盛装 VOCs 物料的容器存放于室内

图 2-12　盛装 VOCs 物料的容器未按要求存放

（5）容器或包装袋是否密闭使用或保存（需现场检查）

检查容器或包装袋在非取用状态时是否密闭保存，盛装过 VOCs 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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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废包装袋、容器是否加盖密闭。

废涂料、废油墨、废清洗剂、废活性炭等危险废物，应分类放置于贴

有标识的容器内，密封并存放于安全、合规场所，如图 2-13 所示情况为不

合格。

图 2-13　非取用状态时未密闭保存

（6）涉 VOCs 物料转移过程是否密闭（需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企业涉液态 VOCs 物料是否采用管道密闭输送，或者采用密

闭容器或罐车；涉粉状、粒状 VOCs 物料是否采用气力输送设备、管状带

式输送机、螺旋输送机等设备。

（7）物料装载是否符合要求（需现场检查）

挥发性有机液体应采用底部装载方式；若采用顶部浸没式装载，出料

管口距离槽（罐）底部高度应小于 200 mm。装载物料真实蒸气压≥27.6 kPa

且单一装载设施的年装载量≥500 m3 的装载过程（重点地区还包括装载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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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蒸气压≥5.2kPa 但 <27.6 kPa 且单一装载设施的年装载量≥2 500 m3 的

装载过程），排放的废气应收集处理并满足相关行业排放标准的要求 ( 无行

业排放标准的应满足 GB 16297—1996 的要求 )，或满足处理效率要求（一

般地区不低于 80%，重点地区不低于 90%），或将排放废气连接至气相平衡

系统。

顶部浸没式装载：鹤管从槽（罐）顶部插入罐车内油面以下，鹤管大

约 1.5 m 以上，具体见图 2-14。

图 2-14　顶部浸没式装载示意图

底部装载：物料通过车辆底部进入罐车，具体见图 2-15、图 2-16。

图 2-15　底部装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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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底部装载现场图

现场抽查汽车、火车运输有机液体是否采用底部装载或顶部浸没式装载。

2. 涉 VOCs 无组织排放

（1）是否开展 LDAR 工作（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载有气态 VOCs 物料、液态 VOCs 物料的设备与管线组件的密封点

≥2 000 个（见图 2-17），需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建立动静密封点台

账，保存动静密封点的检测报告。现场依据企业动静密封点台账和检测报

告，判断挥发性有机物流经的设备与管线组件动静密封点是否开展泄漏与

修复工作。部分化工行业不涉及气态 VOCs 物料、液态 VOCs 物料的设备

与管线组件，如橡胶制品制造等，不需要开展 LDAR 工作。

图 2-17　密封点现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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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DAR 工作是否符合要求（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企业密封点检测频次及相关要求见表 2-5。

表 2-5　动静密封点检测与修复要求

序号 工作内容 相关要求

1
泵、压缩机、阀门、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气体 / 蒸
气泄压设备、取样连接系统

每 6 个月检测 1 次

2 法兰及其他连接件、其他密封设备 每 12 个月检测 1 次

3 对于挥发性有机物流经的初次启用或检维修后
应在开工后 90 天内对其进行第

一次检测

4 未列入延迟修复的泄漏密封点 15 天内完成修复

5
泄漏检测应记录检测时间、检测仪器读数；修复时

应记录修复时间和确认已完成修复的时间，记录修

复后检测仪器读数

相应记录应保存不少于 3 年

（3）生产环节废气是否全部收集（需现场检查）

企业涉及的 VOCs 物料的投加和卸放、化学反应、萃取 / 提取、蒸馏 / 

精馏、结晶、离心、过滤、干燥、配料、混合、搅拌、包装、移动缸及设

备零件清洗、研磨、造粒、切片、压块、分离精制后 VOCs 母液收集、真

空排气、循环槽（罐）、焦化生产冷鼓、库区焦油各类储槽及苯储槽等环

节，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应排至废气收集处理系

统；无法密闭的，应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废气收集处理系

统。重点地区移动缸的清洗环节应采用密闭系统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

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载有 VOCs 物料的设备及其管道在开停工（车）、检维修和清洗时，

应在退料阶段将残存物料退净，并用密闭容器盛装，退料过程废气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重点地区实验室若使用含 VOCs 的化学品或 VOCs 物料进行实验，应

使用通风橱（柜）或进行局部气体收集，废气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

系统。一般地区宜参照重点地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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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废气收集设施效果是否满足要求（需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企业废气收集设施是否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行；采用外部

集气罩的，距集气罩开口面最远处 VOCs 无组织排放位置，控制风速是否

≥0.3 m/s；废气收集系统的输送管道应做到密闭、无破损（见图 2-18）。 
 

 

测量点 

测量点 

测量点 

图 2-18　局部集气罩控制风速的测量位置示意图

（5）废水集输系统是否符合规定（资料检查和现场检查相结合）

现场检查企业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水的集输方式，其中化学药品原料药

制造、兽用药品原料药制造和医药中间体生产排放的废水（重点地区还包

括生物药品制品制造、药物研发机构排放的废水），应采用密闭管道输送；

如采用沟渠输送，应加盖密闭。其他化工企业集输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之

一：①采用密闭管道输送时，接入口和排出口与环境空气隔离；②采用沟

渠输送时，若敞开液面上方 100 mm 处 VOCs 检测浓度≥200 μmol/mol（重

点地区为 100 μmol/mol），应加盖密闭，接入口和排出口采取与环境空气隔

离的措施。

（6）废水储存、处理设施是否符合规定（资料检查和现场检查相

结合）

现场检查企业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水的储存、处理设施，储存、处理设

施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①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兽用药品原料药制造和

医药中间体生产的废水（重点地区增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药物研发机构

排放的废水），其储存、处理设施，在曝气池及其之前应加盖密闭，或采

取其他等效措施。②其他化工企业含 VOCs 废水储存和处理设施敞开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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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 100 mm 处 VOCs 检测浓度≥200 μmol/mol（重点地区 100 μmol/mol）

时，采用浮动顶盖或采用固定顶盖时废气收集至 VOCs 处理系统。③其他

等效措施。重点检查企业废水处理厂。

（7）循环水监测修复是否到位（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对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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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出口浓度大于进口浓度超过

10%，需进行泄漏修复与记录。现场需检查企业循环水检测报告。

3. 涉 VOCs 有组织排放

（1）有组织排放是否安装治理设施（需现场检查）

检查企业有组织废气是否安装治理设施，详见表 2-6。

表 2-6　需安装有机废气治理措施的环节及相关要求

序号 产生有机废气的环节

1
采用固定顶罐储存真实蒸气压≥27.6 kPa，但＜76.6 kPa 且储罐容积≥75 m3 的挥发性有

机液体时（重点地区还包括储存真实蒸气压≥5.2 kPa，但＜27.6 kPa 且储罐容积≥150 m3

的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储罐排放的废气应收集至 VOCs 处理设施

2
用于集输、储存和处理含挥发性有机物、恶臭物质的废水设施应密闭，产生的废气应接

入有机废气回收或处理装置

3 汽车、火车装载过程中的废气

4 空气氧化反应器产生的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

5 有机固体物料气体输送废气

6 用于含挥发性有机物容器真空保持的真空泵排气

7 非正常工况下，生产设备通过安全阀排出的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废气

8 生产装置、设备开停工过程不满足行业标准要求的废气

9 液态、粉粒状 VOCs 物料的投加卸（出、放）料过程废气

10 反应设备进料置换废气、挥发排气、反应尾气

11
化学反应、萃取 / 提取、蒸馏 / 精馏、结晶、离心、过滤、干燥、分离、精制、母液储槽

（罐）、移动缸及设备零件清洗、循环槽（罐）产生废气



重点行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
现场检查指南（试行）

VOCs

42

序号 产生有机废气的环节

12
混合、搅拌、研磨、造粒、切片、压块等配料加工过程以及含 VOCs 产品的混合、搅拌、

包装（灌装、分装）过程废气

13
调配、涂装、印刷、粘结、印染、干燥、清洗、分散、调色、兑稀等过程中使用 VOCs
物料产生废气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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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制品生产过程产生废气

15
载有 VOCs 物料的设备及其管道在开停工（车）、检维修和清洗时，退料废气、清洗及吹

扫过程排气

16
煤化工行业低温甲醇洗 CO2 放空气、乙二醇合成亚硝酸甲酯回收塔、乙二醇合成尾气洗

涤塔、煤间接液化油品合成单元尾气、煤直接液化油渣成型尾气、聚乙烯 / 聚丙烯粉料

仓尾气、采用固定床常压间接煤气化工艺的造气废水沉淀池等有组织废气

17 实验室使用 VOCs 化学品或物料产生废气

18 焦化生产冷鼓、库区焦油各类储槽及苯储槽废气等

（2）废气收集未安装治理设施排放时，收集的废气 NMHC 初始排放

速率是否＜ 3 kg/h（重点地区收集的废气 NMHC 初始排放速率＜ 2 kg/h）

（资料检查和现场检查相结合）

当企业存在废气收集后未经处理直接通过排气筒排放时，收集的废气

需满足 NMHC 初始排放速率（废气收集设施集气口或废气收集管道断面）

＜ 3 kg/h（重点地区收集的废气 NMHC 初始排放速率＜ 2 kg/h）且废气排

放浓度需满足相关标准要求。现场结合监测报告进行判断。如监测报告未

提供 NMHC 排放速率，根据风量和浓度的乘积判断。

（3）废气收集并安装治理设施排放时，治理设施与生产设施是否同步

运行（需现场检查）

现场可通过“视频监控治理设施”“单独安装治理设施电表”“用能监

控治理设施”“DCS 系统”“在线监测系统”等方式判断治理设施的同步运

行率。

（4）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需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企业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见图 2-19、图 2-20），相关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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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参数可参照治理设施技术规范或厂家设计维护手册，检查要点可参考

附表。

图 2-19　光氧管不亮

应
装
未
装

应
换
未
换

图 2-20　活性炭吸附设施不满足要求



重点行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
现场检查指南（试行）

VOCs

44

（5）治理设施是否安装在线监测设施并联网验收（需现场检查）

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排污许可证有明确要求的企业，主要排污口

应安装在线监测设施，并与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

（6）排放浓度是否达标（资料检查和现场检查相结合）

根据监测报告、在线监测、现场检测等方式判断企业废气排放浓度是

否达标。非重点地区制药工业和涂料、油墨、胶粘剂工业有组织排放浓度

参照表 2-7、表 2-9 或更严格的地方标准。重点地区制药工业和涂料、油

墨、胶粘剂工业有组织排放口排放浓度参照表 2-8、表 2-10 或更严格的地

方标准。如无行业排放标准，有组织排放口废气浓度应符合表 2-11《大气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的规定。根据监测报告，判断治

理设施对应排气筒的各项大气污染物是否达标。

表 2-7　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序号 污染物项目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兽用药品原
料药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医
药中间体生产和药物研发机构工艺

废气 /(mg/m3)

发酵尾气及
其他制药工
艺废气 / 
(mg/m3)

污水
处理站
废气 /

(mg/m3)

污染物
排放监控
位置

1 颗粒物 30a 30 —

车间或生
产设施排
气筒

2 NMHC 100 100 100

3 TVOCb 150 150

4 苯系物 c 60 — —

5 光气 1 — —

6 氰化氢 1.9 — —

7 苯 4 — —

8 甲醛 5 — —

9 氯气 5 — —

10 氯化氢 30 — —

11 硫化氢 — — 5

12 氨 30 — 30
a�对于特殊药品生产设施排放的药尘废气，应采用高效空气过滤器进行净化处理或采取其他等
效措施。高效空气过滤器应满足 GB/T�13554 中 A 类过滤器的要求，颗粒物处理效率不低于
99.9%。特殊药品包括：青霉素等高致敏性药品、β- 内酰胺结构类药品、避孕药品、激素类药
品、抗肿瘤类药品、强毒微生物及芽孢菌制品、放射性药品。
b�根据企业使用的原料、生产工艺过程、生产的产品、副产品，结合附录 B 和有关环境管理要求
等，筛选确定计入 TVOC 的物质。
c�苯系物包括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乙苯和苯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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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序号 污染物项目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兽用药品原

料药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医

药中间体生产和药物研发机构工艺

废气 /(mg/m3)

发酵尾气 
及其他制药

工艺废气 / 
(mg/m3)

污水处理

站废气 / 
(mg/m3)

污染物 
排放监控 
位置

1 颗粒物 20a 20 —

车间或

生产设施

排气筒

2 NMHC 60 60 60

3 TVOCb 100 100

4 苯系物 c 40 — —

5 光气 1 — —

6 氰化氢 1.9 — —

7 苯 4 — —

8 甲醛 5 — —

9 氯气 5 — —

10 氯化氢 30 — —

11 硫化氢 — 5

12 氨 20 — 20

a�对于特殊药品生产设施排放的药尘废气，应采用高效空气过滤器进行净化处理或采取其他等效

措施。高效空气过滤器应满足 GB/T�13554 中 A 类过滤器的要求，颗粒物处理效率不低于 99.9%。

特殊药品包括：青霉素等高致敏性药品、β- 内酰胺结构类药品、避孕药品、激素类药品、抗肿

瘤类药品、强毒微生物及芽孢菌制品、放射性药品。
b�根据企业使用的原料、生产工艺过程、生产的产品、副产品，结合附录 B 和有关环境管理要求

等，筛选确定计入 TVOC 的物质。
c�苯系物包括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乙苯和苯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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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涂料、油墨、胶粘剂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涂料制造、油墨及类似

产品制造 /(mg/m3)
胶粘剂制造 / 

(mg/m3)
污染物排放监控

位置

1 颗粒物 30 30

车间或生产

设施排气筒

2 NMHC 100 100

3 TVOCa 120 120

4 苯系物 b 60 60

5 苯 1 1

6 异氰酸酯类 c,d 1 1

7 1,2- 二氯乙烷 — 5

8 甲醛 — 5

a�根据企业使用的原料、生产工艺过程、生产的产品、副产品，结合附录 A 和有关环境管理要求

等，筛选确定计入 TVOC 的物质。
b�苯系物包括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乙苯和苯乙烯。
c�异氰酸酯类包括甲苯二异氰酸酯（TDI）、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异佛尔酮二异氰酸

酯（IPDI）、多亚甲基多苯基异氰酸酯（PAPI），适用于聚氨酯类涂料、油墨和胶粘剂。
d�待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发布后实施。

表 2-10　涂料、油墨、胶粘剂工业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涂料制造、油墨及类似

产品制造 /(mg/m3)
胶粘剂制造 / 

(mg/m3)
污染物排放

监控位置

1 颗粒物 20 20

车间或生产设施

排气筒

2 NMHC 60 60

3 TVOCa 80 80

4 苯系物 b 40 40

5 苯 1 1

6 异氰酸酯类 c,d 1 1

7 1,2- 二氯乙烷 — 5

8 甲醛 — 5
a�根据企业使用的原料、生产工艺过程、生产的产品、副产品，结合附录 A 和有关环境管理要求

等，筛选确定计入 TVOC 的物质。
b�苯系物包括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乙苯和苯乙烯。
c�异氰酸酯类包括甲苯二异氰酸酯（TDI）、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异佛尔酮二异氰酸

酯（IPDI）、多亚甲基多苯基异氰酸酯（PAPI），适用于聚氨酯类涂料、油墨和胶粘剂。
d�待国家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发布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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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节选）

序号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mg/m3）

1 苯 12

2 甲苯 40

3 二甲苯 70

4 非甲烷总烃 120

（7）治理设施去除效率是否达标（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根据监测报告、在线监测、现场检测等方式判断 VOCs 治理设施的去

除效率是否满足≥80% 的要求，如监测报告未直接提供去除效率，可根据

监测报告进、出口风量和浓度进行计算。

4. 台账记录情况

（1）是否建立台账记录（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检查企业是否建立生产信息、含 VOCs 原辅材料和废气收集处理设施

三个重点环节的台账记录。

（2）台账记录是否规范（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对照表 2-12 检查企业台账是否完整，内容是否齐全，记录是否规范。 

表 2-12　化工行业台账记录要求

重点环节 台账记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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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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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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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环节 台账记录要求

循环水系统
检测时间、循环水塔进出口 TOC 浓度、含 VOCs 物料换热设备进

出口 TOC 浓度、修复时间、修复措施、修复后进出口 T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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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量、浓度、温度、含氧

量等）

废气收集与处理运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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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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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业涂装

（一）适用范围

适用于汽车制造、船舶制造等运输设备制造、家具制造、卷材制造、

金属制品、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塑料制品、电气机械及器材制

造、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等行业的工业涂装工序。

（二）主要生产工艺及产排污环节

工业涂装行业 VOCs 主要来源于 VOCs 物料（涂料、固化剂、稀释

剂、胶粘剂、清洗剂等）的储存、输送及使用过程，使用过程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作业：

调配（混合、搅拌等）；

涂装（喷涂、浸涂、淋涂、辊涂、刷涂、涂布等）；

粘结（涂胶、热压、复合、贴合等）；

干燥（烘干、风干、晾干等）；

清洗（浸洗、喷洗、淋洗、冲洗、擦洗等）。



重点行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
现场检查指南（试行）

VOCs

50

（三）检查要点

现场按照源项开展检查，包括原辅料环节、涉 VOCs 无组织排放环

节、涉 VOCs 有组织排放环节和台账环节，各环节主要检查内容见图 3-1。

现场检查工作表见表 3-1。

图 3-1　工业涂装主要检查环节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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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工业涂装现场检查工作表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检查方式
是否存

在问题

VOCs 含
量限值及

VOCs 物
料判别

使用的原辅材料 VOCs 含量是

否符合国家或地方 VOCs 含量

限值标准

通过规范的检测报告、包装桶或化学品

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产品说明书

等资料检查，也可通过现场采样，经第

三方实验室分析确定VOCs 物料的判别

VOCs 物
料的储存

与输送

VOCs 物料的储存是否密闭 需现场检查

涉 VOCs 物料转移和输送过程

是否密闭
需现场检查

涉 VOCs
无组织

排放

各施工状态下 VOCs 质量占比

≥ 10% 的 VOCs 物料使用过程

废气是否收集

现场检查，VOCs 质量占比通过规范的

检测报告、包装桶或化学品安全技术说

明书（MSDS）、产品说明书等资料判

断，也可通过现场采样，经第三方实验

室分析确定

废气收集设施效果是否满足要

求
需现场检查

废水集输系统是否符合规定
现场检查，通过检测（监测）报告判断

敞开液面 100 mm 处 VOCs 浓度

废水储存、处理设施是否符合

规定

现场检查，通过检测（监测）报告判断

敞开液面 100 mm 处 VOCs 浓度

涉 VOCs
有组织

排放

排放浓度是否达标
对照相关标准，根据监测报告、在线监

测、现场检测等方式判断

是否安装治理设施及其去除效

率是否达标

现场检查，根据监测报告、在线监测、

现场检测等方式判断去除效率和废气

NMHC 初始排放速率

治理设施与生产设施是否同步

运行
需现场检查

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 需现场检查

治理设施是否安装在线监测设

施并联网验收
需现场检查

台账记录
是否建立台账记录 检查企业台账记录

台账记录是否规范 检查企业台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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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OCs 含量限值及 VOCs 物料判别

（1）使用的原辅材料 VOCs 含量是否符合国家或地方 VOCs 含量限值

标准（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企业使用的涂料、固化剂、稀释剂、胶粘剂、清洗剂等含 VOCs 原辅

材料应符合国家或地方 VOCs 含量限值标准（国家相关标准见表 3-2）；工

业涂装企业应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涂料。

VOCs 含量需根据国家相关标准进行测定，检测报告应由具有 CMA

和 CNAS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如无规范的检测报告，可通过各

原辅材料包装桶或规范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等资料上的各

VOCs 物质含量，结合原辅材料在施工（即用）状态下的施工配比判断，

施工配比可通过查阅产品说明书等方式获取。VOCs 含量也可通过现场采

样，经第三方实验室分析确定。

表 3-2　国家涉 VOCs 产品质量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现有企业执行

时间

1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2—2008 2008 年 10 月 1 日

2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溶剂型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1—2009 2010 年 6 月 1 日

3
建筑用外墙涂料中

有害物质限量
GB 24408—2009 2010 年 6 月 1 日

4 汽车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24409—2009 2010 年 6 月 1 日

5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水性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24410—2009 2010 年 6 月 1 日

6
建筑钢结构防腐涂料中

有害物质限量
GB 30981—2014 2015 年 5 月 1 日

7 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 GB/T 33372—2016 2017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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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现有企业执行

时间

8 室内地坪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38468—2019 2020 年 7 月 1 日

9 船舶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38469—2019 2020 年 7 月 1 日

10 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1—2020 2020 年 12 月 1 日

11 建筑用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2—2020 2020 年 12 月 1 日

12 车辆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24409—2020 2020 年 12 月 1 日

13 工业防护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30981—2020 2020 年 12 月 1 日

14 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 GB 33372—2020 2020 年 12 月 1 日

15 清洗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 GB 38508—2020 2020 年 12 月 1 日

16
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涂料产品技术要求
GB/T 38597—2020 2021 年 2 月 1 日

注：�GB�18581—2020 代替 GB�18581—2009、GB�24410—2009；GB�18582—2020 代替 GB�18582—�

2008、GB�24408—2009；GB�24409—2020 代替 GB�24409—2009；GB�30981—2020 代替 GB��

30981—2014；GB�33372—2020 代替 GB/T�33372—2016，新标准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使用时需要注意新旧标准的执行时间。

（2）VOCs 物料的判别（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根据《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VOCs

物料为 VOCs 质量占比大于等于 10% 的物料，以及有机聚合物材料。

在实际生产中，因不同工艺环节进出料的变化，物料 VOCs 含量在不

同工艺环节是不同的，需按工序逐一核实是否属于 VOCs 物料（VOCs 质

量占比是否大于等于 10%）。

物料的 VOCs 质量占比需根据国家相关标准（见表 3-2）进行测定，

检测报告应由具有 CMA 和 CNAS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如无规范

的检测报告，可通过各原辅材料包装桶或规范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MSDS）等资料上的各 VOCs 物质含量，结合原辅材料在施工（即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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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下的施工配比判断，施工配比可通过查阅产品说明书等方式获取。VOCs

质量占比也可通过现场采样，经第三方实验室分析确定。

2. VOCs 物料的储存与输送

（1）VOCs 物料的储存是否密闭（需现场检查）

根据《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VOCs

物料应储存于密闭的容器、包装袋、储罐、储库、料仓中。逐一检查企业

盛装 VOCs 物料（涂料、固化剂、稀释剂、胶粘剂、清洗剂等）的容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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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装 VOCs 物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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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 物料储

库、料仓是否为密闭空间［即利用完整的围护结构将 VOCs 物料与周围空

间阻隔所形成的封闭区域或封闭式建筑物，除人员、车辆、设备、物料进

出时，以及依法设立的排气筒、通风口外，门窗及其他开口（孔）部位随

时保持关闭状态］；含 VOCs 废料（渣、液）的储存是否满足上述要求。

VOCs 物料密闭储存示例见图 3-2。

        

图 3-2　VOCs 物料密闭储存

（2）涉 VOCs 物料转移和输送过程是否密闭（需现场检查）

根据《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液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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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 物料应采用密闭管道输送，采用非管道输送方式转移液态 VOCs 物

料时，应采用密闭容器、罐车；粉状、粒状 VOCs 物料应采用气力输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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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或罐车进行物料转移。逐一检查各 VOCs 物料以及含 VOCs 废料

（渣、液）的转移和输送是否满足上述要求。涉 VOCs 物料密闭转移和输

送示例见图 3-3。

   

图 3-3　涉 VOCs 物料密闭转移和输送

3. 涉 VOCs 无组织排放

（1）各施工状态下 VOCs 质量占比≥10% 的 VOCs 物料使用过程废气

是否收集（资料检查和现场检查相结合）

根据《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VOCs

质量占比≥10% 的含 VOCs 产品，其使用过程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

间内操作，废气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无法密闭的，应采取局

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逐一检查企业施工（即用）状态下 VOCs 质量占比≥10% 的 VOCs

物料（涂料、固化剂、稀释剂、胶粘剂、清洗剂等）调配、涂装、粘结、

干燥、清洗等使用过程是否满足上述要求。部分 VOCs 物料使用过程见

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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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配   涂装

       粘结          干燥     清洗

图 3-4　部分 VOCs 物料使用过程

（2）废气收集设施效果是否满足要求（需现场检查）

VOCs 废气收集系统应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行；采用外部集气罩

的，距集气罩开口面最远处的 VOCs 无组织排放位置，控制风速不应低于 

0.3 m/s；废气收集系统的输送管道应密闭、无破损。逐一检查各环节

VOCs 废气收集系统是否满足上述要求。局部集气罩控制风速的测量位置

示意见图 3-5。 
 

 

测量点 

测量点 

测量点 

图 3-5　局部集气罩控制风速的测量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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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废水集输系统是否符合规定（资料检查和现场检查相结合）

对于工艺过程排放的含 VOCs 废水，集输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①采用密闭管道输送，接入口和排出口采取与环境空气隔离的措施；②采

用沟渠输送，如敞开液面上方 100 mm 处 VOCs 检测浓度≥200 μmol/mol

（重点地区为 100 μmol/mol），加盖密闭，接入口和排出口采取与环境空气

隔离的措施。检查废水集输系统是否满足上述要求，或可提供监测报告等

证明敞开液面上方 100 mm 处 VOCs 检测浓度＜200 μmol/mol（重点地区

为 100 μmol/mol）。

（4）废水储存、处理设施是否符合规定（资料检查和现场检查相

结合）

含 VOCs 废水储存和处理设施敞开液面上方 100 mm 处 VOCs 检测

浓度≥200 μmol/mol（重点地区为 100 μmol/mol），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①采用浮动顶盖；②采用固定顶盖，收集废气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③其他等效措施。检查废水储存和处理设施是否满足上述要求，或可提供

监测报告等证明敞开液面上方 100 mm 处 VOCs 检测浓度＜ 200 μmol/mol 

（重点地区为 100 μmol/mol）。

4. 涉 VOCs 有组织排放

VOCs 无组织废气收集后转变为有组织排放，执行的排放控制要求有

2 个方面：

一是排放浓度控制。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有组织排放口主要污染

物排放应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或相关行业

排放标准、地方标准的规定。

二是处理效率要求。GB 37822—2019 规定：收集的废气中 NMHC 初

始排放速率≥3 kg/h 时，应配置 VOCs 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不应低于 80%；

对于重点地区，收集的废气中 NMHC 初始排放速率≥2 kg/h 时，应配置

VOCs 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不应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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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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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 有组织排放控制要求见表 3-3。

表 3-3　VOCs 有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NMHC 初始

排放速率
使用的 VOCs 物料 排放控制要求 需采取的措施

≥3 kg/h
（重点地区 2 kg/h）

未使用符合规定的低

VOCs 含量产品

排放浓度达标

去除效率达标

须安装处理设施，

且效率不低于 80%

全部使用了符合规定

的低 VOCs 含量产品
排放浓度达标

收集后浓度超标：

须安装处理设施

收集后浓度不超标：

可不安装处理设施

＜3 kg/h
（重点地区 2 kg/h）

— 排放浓度达标

收集后浓度超标：

须安装处理设施

收集后浓度不超标：

可不安装处理设施

基于以上要求，现场开展如下检查：

（1）排放浓度是否达标（资料检查和现场检查相结合）

根据监测报告、在线监测、现场检测等方式，判断对应排气筒的各

项大气污染物是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

或相关行业排放标准、地方标准的规定。GB 16297—1996 部分污染物限

值见表 3-4。

表 3-4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节选）

序号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mg/m3）

1 苯 12

2 甲苯 40

3 二甲苯 70

4 非甲烷总烃 120

检查时还应关注排气筒是否有旁路稀释排放或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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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否安装治理设施及其去除效率是否达标（资料检查和现场检查

相结合）

现场逐一检查 VOCs 物料调配、涂装、粘结、干燥、清洗等所有使用

过程以及采用固定顶盖的含 VOCs 废水储存和处理设施收集的废气是否满

足上述要求。

VOCs 治理设施的去除效率可根据监测报告、在线监测、现场检测等

方式判断；如监测报告未直接提供去除效率，可根据监测报告进、出口风

量和浓度进行计算。

收集的废气 NMHC 初始排放速率可根据监测报告、在线监测、现场

检测等方式判断；如监测报告未直接提供 NMHC 排放速率，可根据监测

报告风量和浓度的乘积计算。

（3）治理设施与生产设施是否同步运行（需现场检查）

现场可通过“视频监控治理设施”“单独安装治理设施电表”“用能监

控治理设施”“DCS 系统”“在线监测系统”等方式判断治理设施的同步运

行率。

（4）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需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企业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相关运行参数可参照治理设施

技术规范或厂家设计维护手册，检查要点可参考附表。

（5）治理设施是否安装在线监测设施并联网验收（需现场检查）

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排污许可证有明确要求的企业，主要排污口

应安装在线监测设施，并与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

5. 台账记录情况

（1）是否建立台账记录（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检查企业是否建立生产信息、含 VOCs 原辅材料和废气收集处理设施

三个重点环节的台账记录。

（2）台账记录是否规范（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对照表 3-5 检查企业台账是否完整，内容是否齐全，记录是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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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工业涂装行业台账记录要求

重点环节 台账记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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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气收集与处理运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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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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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包装印刷

（一）适用范围

适用于塑料软包装印刷、彩盒印刷、印铁制罐、标签印刷等。其他印

刷行业可参照执行，典型包装印刷类型见图 4-1。

    

  软包装印刷                彩盒印刷

  印铁制罐                  标签印刷

图 4-1　典型包装印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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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生产工艺及产排污环节

包装印刷行业 VOCs 主要来源于油墨、稀释剂、清洗剂、涂布液、润

版液、胶粘剂、复合胶、上光油、涂料等 VOCs 物料的储存、输送及使用

过程；主要集中在印刷、复合和清洗等生产环节（见表 4-1、图 4-2）。

表 4-1　包装印刷行业产排污情况一览表

生产工艺 产排污节点 污染物种类 排放形式 治理设施

印前
油墨、胶水等调配

VOCs
有组织 /
无组织

活性炭吸附再生

吸附 + 冷凝回收

浓缩 + 燃烧 /
催化氧化

减风增浓 + 燃烧 /
催化氧化等

制版

印刷

供墨

印刷

润版

清洗

干燥

印后

覆膜

复合

涂布（上光）

9

10

11

12

21

3

W
W

W
W

G4
G6

5

7 8

W 
G 
N 
S 

图 4-2　包装印刷行业生产工艺与 VOCs 排放环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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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查要点

现场按照源项开展检查，包括原辅料环节、涉 VOCs 无组织排放环

节、涉 VOCs 有组织排放环节和台账环节，各环节主要检查内容见图 4-3。

现场检查一览表见表 4-2。

图 4-3　包装印刷行业主要检查环节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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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包装印刷行业现场检查工作表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检查方式
是否存

在问题

VOCs 含
量限值及

VOCs 物
料判别

使用的原辅材料 VOCs 含量是否

符合国家或地方 VOCs 含量限值

标准

通过规范的检测报告、包装桶或化学

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产品

说明书等资料检查，也可通过现场采

样，经第三方实验室分析确定
VOCs 物料的判别

VOCs 物
料的储存

与输送

VOCs 物料的储存是否密闭 需现场检查

涉 VOCs 物料转移和输送过程是

否密闭
需现场检查

涉 VOCs
无组织

排放

各施工状态下 VOCs 质量占比

≥10% 的 VOCs 物料使用过程废

气是否收集

现场检查，VOCs 质量占比通过规范

的检测报告、包装桶或化学品安全技

术说明书（MSDS）、产品说明书等资

料判断，也可通过现场采样，经第三

方实验室分析确定

废气收集设施效果是否满足要求 需现场检查

涉 VOCs
有组织

排放

排放浓度是否达标
对照相关标准，根据监测报告、在线

监测、现场检测等方式判断

是否安装治理设施及其去除效率

是否达标

现场检查，根据监测报告、在线监

测、现场检测等方式判断去除效率和

废气 NMHC 初始排放速率

治理设施与生产设施是否同步运

行
需现场检查

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 需现场检查

治理设施是否安装在线监测设施

并联网验收
需现场检查

台账

记录

是否建立台账记录 检查企业台账记录

台账记录是否规范 检查企业台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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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OCs 含量限值及 VOCs 物料判别

（1）使用的原辅材料 VOCs 含量是否符合国家或地方 VOCs 含量限值

标准（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企业使用的油墨、稀释剂、清洗剂、涂布液、润版液、胶粘剂、复合

胶、上光油、涂料等含 VOCs 原辅材料应符合国家或地方 VOCs 含量限值

标准（国家相关标准见表 4-3）。

表 4-3　国家涉 VOCs 产品质量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现有企业

执行时间

1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2—2008 2008 年 10 月 1 日

2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溶剂型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1—2009 2010 年 6 月 1 日

3
建筑用外墙涂料中

有害物质限量
GB 24408—2009 2010 年 6 月 1 日

4 汽车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24409—2009 2010 年 6 月 1 日

5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水性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24410—2009 2010 年 6 月 1 日

6
建筑钢结构防腐涂料中

有害物质限量
GB 30981—2014 2015 年 5 月 1 日

7 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 GB/T 33372—2016 2017 年 7 月 1 日

8 室内地坪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38468—2019 2020 年 7 月 1 日

9 船舶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38469—2019 2020 年 7 月 1 日

10 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1—2020 2020 年 12 月 1 日

11 建筑用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18582—2020 2020 年 12 月 1 日

12 车辆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24409—2020 2020 年 12 月 1 日

13 工业防护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30981—2020 2020 年 12 月 1 日

14 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 GB 33372—2020 2020 年 12 月 1 日

15 清洗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 GB 38508—2020 2020 年 12 月 1 日

16
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

术要求
GB/T 38597—2020 2021 年 2 月 1 日

17
油墨中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s)

含量的限值
GB 38507—2020 2021 年 4 月 1 日

注：�GB�18581—2020 代替 GB�18581—2009、GB�24410—2009；GB�18582—2020 代替 GB�18582—�

2008、GB�24408—2009；GB�24409—2020 代替 GB�24409—2009；GB�30981—2020 代替 GB��

30981—2014；GB�33372—2020 代替 GB/T�33372—2016，新标准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使用时需要注意新旧标准的执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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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 含量需根据国家相关标准进行测定，检测报告应由具有 CMA

和 CNAS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如无规范的检测报告，可通过各

原辅材料包装桶或规范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等资料上的各

VOCs 物质含量，结合原辅材料在施工（即用）状态下的施工配比判断，

施工配比可通过查阅产品说明书等方式获取。VOCs 含量也可通过现场采

样，经第三方实验室分析确定。

（2）VOCs 物料的判别（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根据《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VOCs

物料为 VOCs 质量占比大于等于 10% 的物料，以及有机聚合物材料。

在实际生产中，因不同工艺环节进出料的变化，物料 VOCs 含量在不

同工艺环节是不同的，需按工序逐一核实是否属于 VOCs 物料（VOCs 质

量占比是否大于等于 10%、有机聚合物材料）。

物料的 VOCs 质量占比需根据国家相关标准（见表 4-3）进行测定，

检测报告应由具有 CMA 和 CNAS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如无规范

的检测报告，可通过各原辅材料包装桶或规范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MSDS）等资料上的各 VOCs 物质含量，结合原辅材料在施工（即用）状

态下的施工配比判断，施工配比可通过查阅产品说明书等方式获取。VOCs

质量占比也可通过现场采样，经第三方实验室分析确定。

2.VOCs 物料的储存与输送

（1）VOCs 物料的储存是否密闭（需现场检查）

根据《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VOCs

物料应储存于密闭的容器、包装袋、储罐、储库、料仓中。逐一检查企业

盛装 VOCs 物料（油墨、稀释剂、清洗剂、涂布液、润版液、胶粘剂、复

合胶、上光油、涂料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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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装

VOCs 物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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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 物料储库、料仓是否为密闭空间［即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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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围护结构将 VOCs 物料与周围空间阻隔所形成的封闭区域或封闭式

建筑物，除人员、车辆、设备、物料进出时，以及依法设立的排气筒、通

风口外，门窗及其他开口（孔）部位随时保持关闭状态］，见图 4-4。

图 4-4　VOCs 物料储存应密闭且在专用场地

（2）涉 VOCs 物料转移和输送过程是否密闭（需现场检查）

根据《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液态

VOCs 物料应采用密闭管道输送，采用非管道输送方式转移液态 VOCs 物

料时，应采用密闭容器、罐车；逐一检查各 VOCs 物料以及含 VOCs 废料

（废油墨、废清洗剂、废活性炭、废擦机布）的转移和输送是否满足上述

要求。

3. 涉 VOCs 无组织排放

（1）各施工状态下 VOCs 质量占比≥10% 的 VOCs 物料使用过程废气

是否收集（资料检查和现场检查相结合）

根据《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VOCs

质量占比≥10% 的含 VOCs 产品，其使用过程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

间内操作，废气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无法密闭的，应采取局

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逐一检查企业施工（即用）状态下 VOCs 质量占比≥10% 的 VOCs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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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油墨、稀释剂、清洗剂、涂布液、润版液、胶粘剂、复合胶、上光

油、涂料等）调配、制版、供墨、印刷、润版、清洗、干燥、覆膜、复

合、涂布（上光）、胶粘等使用过程是否满足上述要求。

（2）废气收集设施效果是否满足要求（需现场检查）

VOCs 废气收集系统应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行；采用外部集气罩

的，距集气罩开口面最远处的 VOCs 无组织排放位置，控制风速不应低于

0.3 m/s；废气收集系统的输送管道应密闭、无破损。逐一检查 VOCs 废

气收集系统是否满足上述要求。局部集气罩控制风速的测量位置示意见

图 4-5。
 
 

 

测量点 

测量点 

测量点 

图 4-5　局部集气罩控制风速的测量位置示意图

4. 涉 VOCs 有组织排放

VOCs 无组织废气收集后转变为有组织排放，执行的排放控制要求有

2 个方面：

一是排放浓度控制。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有组织排放口主要污染

物排放应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或相关行业

排放标准、地方标准的规定。

二是处理效率要求。GB 37822—2019 规定：收集的废气中 NMHC 初

始排放速率≥3 kg/h 时，应配置 VOCs 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不应低于 80%；

对于重点地区，收集的废气中 NMHC 初始排放速率≥2 kg/h 时，应配置

VOCs 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不应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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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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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 有组织排放控制要求见表 4-4。

表 4-4　VOCs 有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NMHC 初始

排放速率
使用的 VOCs 物料 排放控制要求 需采取的措施

≥3 kg/h
（重点地区 2 kg/h）

未使用符合规定的低

VOCs 含量产品

排放浓度达标

去除效率达标

须安装处理设施，

且效率不低于 80%

全部使用了符合规定

的低 VOCs 含量产品
排放浓度达标

收集后浓度超标：

须安装处理设施

收集后浓度不超标：

可不安装处理设施

＜3 kg/h
（重点地区 2 kg/h）

— 排放浓度达标

收集后浓度超标：

须安装处理设施

收集后浓度不超标：

可不安装处理设施

基于以上要求，现场开展如下检查。

（1）排放浓度是否达标（资料检查和现场检查相结合）

根据监测报告、在线监测、现场检测等方式，判断对应排气筒的各项

大气污染物是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或相

关行业排放标准、地方标准的规定。GB 16297—1996 部分污染物限值如表

4-5 所示。

检查时还应关注排气筒是否有旁路稀释排放或直接排放。

表 4-5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节选）

序号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mg/m3）

1 苯 12

2 甲苯 40

3 二甲苯 70

4 非甲烷总烃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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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否安装治理设施及其去除效率是否达标（资料检查和现场检查

相结合）

VOCs 治理设施的去除效率可根据监测报告、在线监测、现场检测等

方式判断；如监测报告未直接提供去除效率，可根据监测报告进、出口风

量和浓度进行计算。

收集的废气 NMHC 初始排放速率可根据监测报告、在线监测、现场

检测等方式判断；如监测报告未直接提供 NMHC 排放速率，可根据监测

报告风量和浓度的乘积计算。

（3）治理设施与生产设施是否同步运行（需现场检查）

现场可通过“视频监控治理设施”“单独安装治理设施电表”“用能监

控治理设施”“DCS 系统”“在线监测系统”等方式判断治理设施的同步运

行率。

（4）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需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企业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相关运行参数可参照治理设施

技术规范或厂家设计维护手册，检查要点可参考附表。

（5）治理设施是否安装在线监测设施并联网验收（需现场检查）

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排污许可证有明确要求的企业，主要排污口

应安装在线监测设施，并与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

5. 台账记录情况

（1）是否建立台账记录（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检查企业是否建立生产信息、含 VOCs 原辅材料和废气收集处理设施

三个重点环节的台账记录。

（2）台账记录是否规范（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对照表 4-6 检查企业台账是否完整，内容是否齐全，记录是否规范。



71

表 4-6　包装印刷行业台账记录要求

重点环节 台账记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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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气收集与处理运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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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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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储油库

（一）适用范围

储油库：指由储油罐组成并通过油罐汽车、铁路罐车、船舶或管道等

方式收发（含储存）原油、成品油等油品的排污单位。

具体行业类别：主要包括油气仓储（5941）等。

石化和化工企业内的储油库按照石化和化工行业检查要点进行检查。

（二）检查要点

储油库检查方式见表 5-1。

表 5-1　储油库检查方式一览表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检查方式
是否存

在问题

VOCs 物料的

储存与输送

储罐、储库、料仓是否完全密闭 需现场检查

物料装载是否符合要求 需现场检查

涉 VOCs
无组织排放

是否开展 LDAR 工作 检查动静密封点台账

LDAR 工作是否符合要求 检查动静密封点检测报告

废水集输系统是否符合规定 需现场检查

废水储存处理设施是否符合规定 需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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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检查方式
是否存

在问题

涉 VOCs
有组织排放

是否安装治理措施 需现场检查

治理设施与生产设施是否同步运行 需现场检查

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 需现场检查

是否安装在线监测设施并联网验收 需现场检查

是否按照标准要求开展定期监测 查看检测报告

排放浓度是否达标
根据企业监测报告、在线监

测、现场检测等方式判断

治理措施去除效率是否达标
根据企业监测报告、在线监

测、现场检测等方式判断

台账记录
是否建立台账记录 查看企业台账

台账记录是否规范 查看企业台账

1. VOCs 物料的储存与输送

（1）储罐、储库、料仓是否完全密闭（需现场检查）

储存汽油应采用浮顶罐储油；新、改、扩建的内浮顶罐，浮盘与罐壁

之间应采用液体镶嵌式、机械式鞋形、双封式等高效密封方式，新、改、

扩建的外浮顶罐，浮盘与罐壁之间应采用双封式密封，且初级密封采用液

体镶嵌式、机械式鞋形等高效密封方式。

罐体应保持完好，不应有漏洞、缝隙或破损。固定顶罐附件开口

（孔）除采样、计量、例行检查、维护和其他正常活动外，应密闭；应定

期检查呼吸阀的定压是否符合设定要求。浮顶罐浮顶边缘密封不应有破

损，支柱、导向装置等附件穿过浮盘时，应采取密封措施；应定期检查边

缘呼吸阀定压是否符合设定要求。

储存含 VOCs 的固体物料（包括 VOCs 废料）场所应完整，与周围空

间阻隔，门窗及其他开口（孔）部位应关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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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物料装载是否符合要求（需现场检查）

现场抽查汽车、火车运输是否采用底部装载或顶部浸没式装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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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装载：物料通过车辆底部进入罐车。具体见图 5-1。

顶部浸没式：油管插入罐车内油面以下，油管（鹤管）长度约 1.5 m

以上，油管出油口距罐底高度应小于 200 mm。具体见图 5-2。

图 5-1　底部装载示意图

图 5-2　顶部浸没式装载示意图

2. 涉 VOCs 无组织排放

（1）是否开展 LDAR 工作（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依据企业动静密封点台账，动静密封点的检测报告，判断密封点

个数≥2 000 个的企业是否开展 LDAR 工作。企业如密封点个数少于 

2 000 个，可不开展 LDAR 工作，但是企业需提供证明材料说明本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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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点个数少于 2 000 个。

（2）LDAR 工作是否符合要求（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企业密封点检测频次及相关要求见表 5-2。

表 5-2　动静密封点检测要求

序号 检测内容 检测频次及相关要求

1
泵、压缩机、阀门、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气体 / 蒸气

泄压设备、取样连接系统
每 6 个月 1 次

2 法兰及其他连接件、其他密封设备 每 12 个月 1 次

3
对于直接排放的泄压设备，在非泄压状态下进行泄

漏检测。直接排放的泄压设备泄压后，应在泄压之

日起 5 个工作日之内，对泄压设备进行泄漏检测

5 天内

4
设备与管线组件初次启用或检维修后，应在 90 天内

进行泄漏检测
90 天内

（3）废水集输系统是否符合规定（需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企业含 VOCs 废水的集输系统，集输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之一：①采用密闭管道输送时，接入口和排出口与环境空气隔离；②采用

沟渠输送时，若敞开液面上方 100 mm 处 VOCs 检测浓度≥200 μmol/mol，

重点地区≥100 μmol/mol，应加盖密闭，接入口和排出口采取与环境空气

隔离的措施。现场重点抽查装置的集水井是否符合上述要求。

（4）废水储存处理设施是否符合规定（需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企业含 VOCs 废水储存和处理设施，若敞开液面上方 

100 mm 处 VOCs 检测浓度≥200 μmol/mol，重点地区≥100 μmol/mol，应

符合下列规定之一：①应采用浮动顶盖；②采用固定顶盖时，应收集废气

至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③采用其他等效措施。

3. 涉 VOCs 有组织排放

（1）是否安装治理设施（需现场检查）

检查企业有机废气处理装置，重点检查储罐环节、油品装载环节、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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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治理环节的废气是否安装治理设施。

（2）治理设施与生产设施是否同步运行（需现场检查）

现场可通过“视频监控治理设施”“单独安装治理设施电表”“用能监

控治理设施”“DCS 系统”“在线监测系统”等方式判断治理设施的同步运

行率。

（3）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需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企业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相关运行参数可参照治理设施

技术规范或厂家设计维护手册，检查要点可参考附表。

（4）是否安装在线监测设施并联网验收（需现场检查）

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排污许可证有明确要求的企业，主要排污口

应安装在线监测设施，并与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

（5）是否按照标准要求开展定期监测（通过资料检查）

根据《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950—2007）要求，现场检

查企业是否按照标准要求开展定期监测，企业废气排放口的监测点位、监

测项目及监测频次要求见表 5-3。

表 5-3　储油库废气排放监测点位、监测项目和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有组织

排放源

油气回收装置废气排气筒进出口浓

度（排放口距地平面高度应不低于

4 m）

VOCs 1 次 /a

无组织

排放源

汽油油气收集系统泄漏点
油气体积分数

浓度
1 次 /a

汽油油罐车底部发油结束断开快速

接头泄漏点
汽油泄漏量

底部装油结束并断开

快接头时检测

（6）排放浓度和处理效率是否达标（资料检查和现场检查相结合）

根据企业监测报告、在线监测、现场检测等方式判断油气回收处理装置

排放浓度及处理效率是否满足《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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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具体限值见表 5-4。地方若有更严格标准，则按照地方标准执行。

表 5-4　油气处理装置油气排放限值

名称 限值要求

油气排放浓度 /（g/m3） ≤25

油气处理效率 /% ≥95

油气体积分数浓度 /% ≤0.05

汽油泄漏量 /ml ≤10

4. 台账记录情况

（1）是否建立台账记录（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现场检查企业是否按照表 5-5 进行相关台账记录。重点关注废气收集

处理设施台账。

（2）台账记录是否规范（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对照表 5-5 检查企业台账是否完整，内容是否齐全，记录是否规范。

表 5-5　储油库台账记录要求

重点环节 台账记录要求

基本信息 油品种类、周转量等

密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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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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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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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加油站

（一）适用范围

加油站：指由储油罐、加油机及油枪等组成为机动车添加成品油的排

污单位。

本次检查针对汽油油气回收，柴油油气回收不做要求。

具体行业类别：主要包括机动车燃油零售（5265）等。

（二）检查要点

加油站检查方式见表 6-1。

表 6-1　加油站检查方式一览表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检查方式
是否存在

问题

涉 VOCs
无组织排放

是否安装油气回收型加油枪 需现场检查

加油阶段油气回收是否满足要求 需现场检查

卸油阶段是否满足要求 需现场检查或查看卸油视频

储油阶段是否完全密闭 需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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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检查方式
是否存在

问题

油气回收在

线监测系统
是否安装油气回收在线监测系统 需现场检查

台账记录
是否建立台账记录 查看企业台账

台账记录是否规范 查看企业台账

1. 涉 VOCs 无组织排放

（1）是否安装油气回收型加油枪（需现场检查）

加油站加油阶段应安装油气回收型加油枪，油气回收型加油枪典型特

征为有集气罩和油气回收孔。油气回收型加油枪示例见图 6-1。

集气罩

油气回收孔

图 6-1　油气回收型加油枪

（2）加油阶段油气回收是否满足要求（需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加油枪集气罩是否破损、加油过程集气罩是否紧密贴在汽车

油箱加油口；是否采用真空辅助方式密闭收集加油油气，加油时油气回收

泵是否正常工作。

加油机是否建设有油气回收铜管，油气回收铜管上的开关是否处于常

开状态，检测口开关是否处于常关状态；加油油气回收系统气液比、液阻

和密闭性是否合格（查看检测报告或现场使用油气回收三项检测仪检测）。

加油阶段油气回收部件示例见图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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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加油阶段油气回收部件

（3）卸油阶段是否满足要求（需现场检查）

卸油全过程是否在视频监控下进行，视频角度是否能观测到两根软管

的连接状况；现场或通过卸油视频检查卸油时是否连接油气回收软管；现

场使用便携检测仪器检查卸油口、油气回收口及相关管路是否有漏气现

象。卸油阶段油气回收示意见图 6-3。

图 6-3　卸油阶段油气回收示意图

（4）储油阶段是否完全密闭（需现场检查）

埋地油罐是否安装电子式液位计进行油气密闭测量，是否存在人工



81

量油。

已安装油气处理装置的加油站，排放口距地平面高度应不低于 4 m，

油气排放管阀门应处于常开状态。

未安装油气处理装置的加油站，顶部安装了真空 / 压力阀（P/V 阀）

的油气排放管上的阀门应保持常开；顶部安装了防火罩的油气排放管上的

阀门需保持关闭。真空 / 压力阀示意见图 6-4。

现场使用便携检测仪器检查量油口、人井内、P/V 阀及相关管路是否

有漏气现象。

图 6-4　真空 / 压力阀示意图

2. 油气回收在线监测系统

（1）是否安装油气回收在线监测系统（需现场检查）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加油站应安装油气回收在线监测系统，并与生态

环境部门联网：①年销售汽油量大于 8 000 t 的加油站；②臭氧浓度超标城

市年销售汽油量大于 5 000 t 的加油站；③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确定的其

他需要安装在线监测系统的加油站。

已安装在线监测系统的，现场检查在线监测系统是否可以正常监测气

液比、密闭性等指标；是否有年度标定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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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账记录

（1）是否建立台账记录（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现场检查企业是否按照表 6-2 进行相关台账记录。重点关注加油过程

和油气处理装置台账。

（2）台账记录是否规范（主要通过资料检查）

现场对照表 6-2 检查企业台账是否完整，内容是否齐全，记录是否

规范。

表 6-2　加油站台账记录要求

重点环节 台账记录要求

基本信息 油品种类、周转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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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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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主要治理设施现场检查参考表

治理

设施
检查内容 相关要求 性质 依据

吸附床

（含活

性炭吸

附法）

吸附温度 进入吸附装置的废气温度宜低于 40℃ 关键指标

《吸附法工业

有机废气治理

工程技术规范》

（HJ 2026—2013）

流速

采用颗粒状吸附剂时，气体流速宜低于

0.6 m/s；
采用纤维状吸附剂时，气体流速宜低于

0.15 m/s；
采用蜂窝状吸附剂时，气体流速宜低于

1.2 m/s

关键指标

颗粒物

含量
进入吸附装置的颗粒物含量宜低于 1 mg/m3 参考指标

压力损失

采用纤维状吸附剂时，吸附单元的压力

损失宜低于 4 kPa；
采用其他形状吸附剂时，吸附单元的压

力损失宜低于 2.5 kPa

参考指标

脱附

温度

当使用水蒸气再生时，水蒸气温度宜低

于 140℃；

当使用热空气再生时，对于活性炭和活

性炭纤维，热气流温度应低于 120℃；

对于分子筛吸附剂，宜低于 200℃ 

参考指标

催化

燃烧

温度

进入催化燃烧装置的废气温度宜低于

400℃；

催化床温度一般在 250～350℃
关键指标

《催化燃烧法工业

有机废气治理工程

技术规范》

（HJ 2027—2013）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

要求　工业有机

废气催化净化装置》

（HJ/T 389—2007）

颗粒物

含量

进入催化燃烧装置的颗粒物含量宜低于

10 mg/m3 参考指标

压力损失 应低于 2 kPa 参考指标

换向阀

泄漏率
应低于 0.2% 参考指标

蓄热

燃烧

燃烧温度
应高于 760℃，自动控制系统应具有自

动记录温度变化曲线的功能以备查
关键指标

《蓄热燃烧法工业

有机废气治理

工程技术规范》

（HJ 1093—2020）

进出口

气体温差
不宜大于 60℃ 关键指标

颗粒物

含量

进入蓄热燃烧装置的颗粒物含量宜低于

5 mg/m3 参考指标



重点行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
现场检查指南（试行）

VOCs

84

治理

设施
检查内容 相关要求 性质 依据

蓄热

燃烧

燃烧室

停留时间
不宜低于 0.75 s 参考指标

《蓄热燃烧法

工业有机废气

治理工程技术

规范》

（HJ 1093—2020）

热回收

效率
不低于 90% 参考指标

蓄热室

截面风速
不宜大于 2 m/s 参考指标

压力损失 宜低于 3 kPa 参考指标

换向阀

换向时间

固定式蓄热燃烧装置宜为 60～180 s；
旋转式蓄热燃烧装置宜为 30～120 s

参考指标

冷却

器 /
冷凝器

溶剂

回收量

回收量变少，冷凝效果变差；回收量变

化率大，设施运行不稳定
关键指标

—

冷却介质

流量和

压力

冷却介质流量低、压力低，说明冷却 /
冷凝效果差

参考指标

出口温度

与冷却介

质进口温

度的差值

差值越小，说明冷却 / 冷凝效果越差 参考指标

洗涤

器 /
吸收塔

空塔停留

时间
一般要求大于 0.5 s 关键指标 —

压力损失 宜低于 2 kPa 参考指标

《环境保护产品

技术要求　工业

废气吸收净化

装置》

（HJ/T 387—2007）

氧化还

原电位

（ORP）值

对于氧化反应类吸收塔，ORP 值应与工

程设计值接近，且保持稳定
参考指标

—
pH

对于酸碱性控制类吸收塔，pH 应与工程

设计值接近，且保持稳定
参考指标

空塔气速

填料塔空塔气速一般为 0.5～1.2 m/s，筛板 
塔通常为 1～3.5 m/s，湍球塔为 1.5～6 m/s
左右，鼓泡塔为 0.2～3.5 m/s，喷淋塔为

0.5～2 m/s

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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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设施
检查内容 相关要求 性质 依据

生物

处理

系统

填料温度
一般嗜温型微生物的最适生长温度在

25～43℃
关键指标

—

空塔停留

时间
一般要求大于 9 s 关键指标

湿度 微生物比较适宜的生长湿度为 40%～60% 参考指标

营养物质 一般 BOD∶N∶P 的比例为 100∶5∶1 参考指标

pH 大多数微生物对 pH 的适应范围为 4～10 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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