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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VOCs治理措施及效果

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是

一家山东地方炼油企业，公司成立

于2006年，是一家以石油化工为主

的大型股份制企业，公司注册资金

6亿元，占地面积1700亩，固定资

产26亿元，总资产40亿元。公司建

有生产装置11套及配套污水处理场、

油品罐区、循环水场等公用工程。

公司位于黄河三角洲平原开发

腹地，处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叠加

地带，紧邻滨德高速、滨博高速、

205国道、239省道，德龙烟铁路，

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一、VOCs治理措施及效果

高等级道路沥青装置 延迟焦化装置

加制氢装置 硫磺回收装置



一、VOCs治理措施及效果

石脑油改质装置 催化联合装置

储运东罐区 西卸油台



一、VOCs治理措施及效果

近几年来，特别是新环境保护法实施以来，针对工业与制造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

严峻环境保护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山东省滨州市作为环境重点监控和污

染治理的“2+26”城市之一，把环境治理和污染控制列为政府的重点工作。

特别是针对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治理，成

为环保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近两年来滨州市部

分企业因VOCs治理不达标被限产停产甚至取缔，

以此促进企业加大VOCs治理工作。



一、VOCs治理措施及效果

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的发展战略，秉承“安全是天、环保是地”的发展理念，走可

持续发展之路，注重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工作，以“蓝天、碧水、零事故、零污染”

为愿景，努力打造安全型、环保型、文化型企业。

针对VOCs治理，公司按照《石油炼制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0-2015）及《石

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环办

【2015】104号）的要求，自2015年起开展了

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等系列VOCs治理工作，

下面将主要工作开展情况做以下汇报和交流，

请在座领导专家给与批评指正。



一、VOCs治理措施及效果

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挥发性有机物的产生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

污水逸散

酸性水废气

装卸挥发

加热炉废气

工艺废气

罐区挥发

针对上述VOCs污染源目前采取了如下治理措施：



一、VOCs治理措施及效果

1、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

2、开展污水处理设施逸散废气治理

3、开展酸性水挥发废气治理

4、对装卸挥发油气进行回收治理

5、对加热炉进行低氮燃烧器改造

6、对催化烟气进行综合治理



1、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

2015年11月《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指南》（环办【2015】104号）发布以后，公

司本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选择了当时山东省内唯一一家具有“VOCs检测”CMA资质的第三方

检测单位合作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

根据《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0-2015）中5.3.3泄漏检测周期的要求：

对泵、压缩机、阀门、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泄压设备、取样连接系统等动态密封点每3个月检

测一次，对法兰及其他连接件、其他密封设备等静态密封点每6个月检测一次，每年循环检测

（检测费用350万元/年）。其中：

检测时间
检测密封点

（个）
泄漏密封点
（个）

泄漏率
修复密封点
（个）

修复合格率
VOCs减排量
（吨/年）

2016年 392834 1649 0.42% 1068 64.81%

41.5

2017年 420806 1292 0.31% 1135 87.85%



1、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



1、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

通过LDAR工作的开展，我公司的挥发性有机物泄漏率由0.42%降到0.26%，

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2017年VOCs排放量减少41.5吨，减排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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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

目前我公司的挥发性有机物泄漏率在当地地炼企业中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

还有继续降低的空间，我们会继续通过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降低泄漏率，让

VOCs治理效果更加明显！



1、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

我公司通过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环保效益和安全效益：

（1）有效降低了油品损耗，提高了产品回收率 ；

（2）提前发现设备管线泄漏（隐患），避免因关键部位泄漏扩大导致紧急停车，造成不可

估量的停工损失；

（3）减少人群暴露在有害化学品中的风险，减少邻近居民区的投诉，提高企业形象；

（4）提前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提高生产装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5）为设备选型提供参考，促进企业实现精细化管理。



2、开展污水处理设施逸散废气治理

我公司为解决污水处理装置运行中产生的VOCs废气，经多方调研，投资800余万

元对污水处理装置构筑物及池体进行了加盖密闭，并采用生物除臭工艺对污水处理设

施逸散废气进行治理，废气设计处理量为50000m³/h，治理设施运行后有效消除了污水

处理装置VOCs废气和异味，治理效果满足《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0-2015）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的要求。

治理设施建设前后效果比对



2、开展污水处理设施逸散废气治理

该工艺是利用微生物对废气中的

污染物进行消化代谢，是一种生化分

解过程，它通过附着在介质上的活性

微生物来吸收有机废气，将污染物转

化为无害的水、二氧化碳及其它无机

盐类。

该工艺处理过程比较环保,是目前

比较普遍的处理工艺， 但该工艺运维

复杂、生物补养繁琐，存在一定的弊

端。



3、开展酸性水挥发废气治理

针对硫磺回收装置酸性水挥发产生的

异味问题，公司经过技术调研决定采用

“水洗+胺洗+催化氧化”工艺，对硫磺回

收装置挥发性有机气体进行治理。该环保

设施投资400余万元，运行后异味治理效

果明显，有效去除了硫磺回收装置酸性气

异味，排放检测数值低于《恶臭污染物排

放标准》（GB14554-93）要求。



3、开展酸性水挥发废气治理

治理设施工艺流程：



4、对装卸挥发油气进行回收治理

公司为减少油品装卸过程中挥发

产生的VOCs气体，经过调研，采用了

“三级冷凝+吸附”工艺对挥发油气

进行回收处理，累计投资1200余万元

建设了两套油气回收装置分别对油品

装、卸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进行回收

处置。

2017年度两套油气回收装置累

计回收液态油气978m³，同时处理效

率达到《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 31570-2015）规定的≥95%

的要求，有效的减少了VOCs的排放，

节能减排效果明显。



4、对装卸挥发油气进行回收治理



5、对加热炉进行低氮燃烧器改造

。。。
公司为降低工艺加热炉污染物排放，同时提高加热炉热效率，投资1000余万元，对

各装置加热炉进行了燃烧器升级改造，公司经过充分调研，选用了目前国际较先进的凯

勒特CUBL型低氮燃烧器。低氮燃烧器投用后，加热炉烟气氮氧化物排放值小于50mg/m3，

远低于《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0-2015），降低了污染物排放量；同

时加热炉火焰充分燃烧，CO生成减少，提高了加热炉热效率，减少了燃料气消耗，真正

做到节能减排。从源头控制减少了挥发性有机物的产生量。



5、对加热炉进行低氮燃烧器改造

。。。

燃烧器更换前后燃烧效果比对



6、对催化烟气进行综合治理

针对公司有组织废气排放量最大

大的催化装置的再生烟气治理，经过

充分的市场调研，公司投资6000余万

元，采用了较为先进的美国诺顿公司

VSS文丘里烟气处理工艺对催化再生烟

气进行治理，治理设施投用后在线监

测数据为烟尘<10mg/m³，SO2<

20mg/m³、氮氧化物<100mg/m³， 低 于

《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0-2015）中的要求，减排效果

明显。



6、对催化烟气进行综合治理

VSS文丘里烟气处理工艺是专门针对催化裂化装置烟气治理研发设计的的高效、

稳定、低压降的湿式烟气洗涤工艺。该工艺由文丘里洗涤（VSS）和净化处理单元

（PTU）两部分组成，工艺流程如下：



二、VOCs治理面临的问题

目前我公司在VOCs治理过程中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1、公司罐区较多，现大多采用浮顶罐减少油气挥发，但是挥发量仍然较

大，特别是针对固定顶罐，应通过安装密闭排气系统至油气回收处理装置处理

来减少油气挥发。但对于已建成罐区改造时面临单罐设置油气回收装置安全距

离不够和多罐串联设置油气回收装置存在安全风险的问题。



二、VOCs治理面临的问题

2、按照《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0-2015）要求，废水处

理有机废气收集处理装置的排放限值是120mg/m3；有机废气排放口的去除效率应

达到95%-97%。目前VOCs治理的通用技术有很多种，但现有治理效果很难高效稳

定的满足标准要求。



二、VOCs治理面临的问题

a）活性炭吸附法

该技术是通过活性炭的自然吸附能力吸附VOCs，当吸附饱和后，活性炭脱附

再生或交给专业危废公司处理。

该技术前期投资较低,是目前应用最多的VOCs处理办法，其除污效率的理论值

达到90%以上，但受温度、工作环境湿度、水雾、酸度、灰尘等因素影响，其实际

处理效率可能远远低于理论值。



二、VOCs治理面临的问题

b）低温等离子体技术

该技术是利用介质阻挡放电过程中，等离子体内部产生的富含极高化学活性的

粒子与有机废气发生反应，有机废气会被裂解，最终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等物质，

从而达到净化废气的目的。

该技术在实际处理VOCs过程中，会生成新的污染副产物，其降解效率较低，特

别是VOCs气体的易燃性导致该技术存在较大安全风险，该技术在天津等地已被叫停。



二、VOCs治理面临的问题

c）光催化氧化技术

该技术是利用特种紫外线波段，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将氧气催化生成臭氧和羟

基自由基及负氧离子，再将VOCs分子氧化还原的一种处理方式。

该技术使用的UV光催化处理VOCs设备的效率均较低，会大量生成臭氧和中间副

产物。设备产生的大部分臭氧未能实现对VOCs处理而直接排放。



二、VOCs治理面临的问题

d）生物处理技术

该技术是利用微生物对废气中的污染物进行消化代谢，是一种生化分解过程，

它通过附着在介质上的活性微生物来吸收有机废气，将污染物转化为无害的水、二

氧化碳及其它无机盐类。

该技术处理过程比较环保,是目前比较普遍的处理工艺，但该方法运维复杂、

生物补养繁琐，存在一定的弊端。



二、VOCs治理面临的问题

e）燃烧法

该方法是通过直接燃烧或者添加催化剂进行低温燃烧，利用“烧”将有机废气

彻底降解为水和二氧化碳。

该方法处理效率和效果相对理想，但其价格相对昂贵且运行费用较高，同时气

体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二噁英直接排放到大气中。



二、VOCs治理面临的问题

3、根据《石化行业VOCs污染源排查工作指南》（环办【2015】104号）要求

的排查范围，炼油企业的VOCs排放源很多，且多为无组织排放，根据国内外经验

该部分VOCs排放量较大，但目前要准确计算排放量存在难度。

针对石化企业11类VOCs排放源排放量估算方法，目前主要包括实测法、相关

方程法、筛选范围法、物料衡算法、平均排放系数法等。VOCs排放量估算结果的

准确度按以上次序依次降低，其中平均排放系数法计算出的结果可能比实测法计算

结果高出数十倍，甚至更高。排放量估算差异较大不利于公司准确进行各项VOCs

减排治理。



三、VOCs治理经验分享

1、企业的VOCs治理工作，应该是强化源头治理，使用低VOCs的原材

料，加强过程管理，兼顾末端治理的全过程防治。另外，还要突出重点，着

重从设备的密封点、存储、装卸等关键部位加强管控。

2、企业的VOCs治理工作，一定要制定科学合理的VOCs治理计划和方

案，明确工作目标、主要任务、责任人，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和有效的平台，

形成治理工作的长效机制，扎实有效的推进治理工作。

我公司在近年来的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



三、VOCs治理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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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装置受控密封点占总受控密封点比例 图2 各装置泄漏量占总泄漏量比例

3、在挥发性有机物泄露检测与修复工作过程中，对密封点占比较少的装置应同样

加以关注，有的装置虽然密封点占比少，但其总体泄漏率并不一定低，例如从下图对比

可以看出，气分、MTBE两套装置受控密封点占总受控密封点比例相对较小，分别为

2.25%、5.19%，但装置物料为轻组分，泄漏量占比相对较大，分别为9.09%、15.99%。

我们公司通过加大巡检排查和治理力度，特别是对高压（轻组分物料）管线做到早发现、

早处理，切实减少了VOCs的排放。



三、VOCs治理经验分享

另外，在LDAR工作过程中，应对检测数据进行深度挖掘，通过对动密封点和

静密封点的泄漏情况分别进行分析，找出不同密封点类型的泄漏规律，为以后的设

备选型提供参考，将易发生泄漏的设备和点位纳入日常巡检的重点监控范围，让

VOCs治理工作具有前瞻性。



三、VOCs治理经验分享

4、企业在VCOs的治理方法和技术的选择上要尽可能选用最先进的治理方

法和技术，避免发生以下问题：

1）因技术更新过快，特别是国家环保要求标准不断提升，导致建成后的

环保治理设施运行不久就要进行技术改造或重建，造成重复投资。

2）因选择的治理技术落后，治理效果差，达标率低，导致在各级环保督

查中，因排放不达标而被限产整改、停产整顿。



三、VOCs治理经验分享

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在VOCs治理技术的选择上均通过认真的前期调研，

前瞻性选用当前最先进的工艺技术。比如前面讲过的烟气综合治理技术，尽管当时投

资高于当时通用治理技术的三倍，但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首先，能确保长期稳定达标，波动较小。

其次，治理空间和深度较大，不会因为环保指标逐步加严提升受限。

再次，因治理效果好，污染物排放量少，排污收费低，同时能享受环保税的减免

政策等。

另外，主装置未因环保问题受限，运行稳定，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提高。

在这几年的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过程中，我们觉得环保对企业来讲是风

险，同时也是机遇，高效的环保治理效果在目前的环保要求下就是市场竞争力。



创新 诚信 爱岗 敬业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企业转型升级。



谢 谢！

山东滨化滨阳燃化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