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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VOCs控制相关法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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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VOCs相关技术政策

VOCs控制相关标准体系

VOCs的管控要求



VOCs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PM、SO2、NOx、VOCs、NH3、H2S、O3、Hg等等

四大空气污染物： PM、SO2、NOx、V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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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VOCs作为一项重要前体物在复合型大气污染形成过程中起
着关键作用

复合型大气
污染的特征

（1）生成二次有机气溶胶（PM2.5）；
（2）生成O3；

（3）引发光化学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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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臭氧（O3）指标看VOCs污染治理的紧迫性

近两年的总体趋
势：大部分地区
PM2.5的浓度具有下
降的趋势，但部分地
区O3浓度不断下降反

升！（特别是京津冀
和长三角地区，其中
北京市今年7月份O3

超标率达到58.1%！）

夏季来临，臭氧污染再次来
袭。根据近几年的监测数据，
每年5月至10月都是臭氧污染
“高发期”。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大学教授张远航表示，全
国各地从2013年开始观测臭氧
污染以来，臭氧浓度实际在升
高，臭氧污染日渐突出。在珠
三角，臭氧已超过PM2.5，成为
影响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

臭氧污染成为困扰全国的环保新课题。全国多个城市臭
氧的浓度持续上升，并跃居为大气污染的首要污染物。

1.前言



 强调：
加强NMVOCs控制

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号）

 全面开展：
重点区域NMVOC控制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环发【2012】
130号）

 加强整体控制：
重点行业NMVOC控制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十条”）（国发
【2013】37号）

 首次提出：
NMVOCs视为重要污染物

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指导意见
（国家发【2010】33号）

2010.5

2011.10

2012.12

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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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处罚力度

突出信息公开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VOCs纳入排污收费

VOCs首次纳入监管范围

《关于印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收费试点办法知）》（财税
【2015】71号）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明确：

收费具体工作与审核要求

《关于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收费试点有关具体工作的通知》
（环办环监函【2016】113号）

VOCs纳入总量控制指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

明确在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推进VOCs排放总量控制，
全国排放总量下降10%以上，第一次将VOCs减排写入
国家发展规划，VOCs污染防治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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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18年，工业行业VOCs排放量比2015年削减330万吨
以上，对工业行业VOCs减排量做出具体说明。

《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削减行动计划》工信部联节

【2016】217号

多次强调在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推进VOCs排放总量控制，
到2020年全国排放总量比2015年下降10%以上。

《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国发【2016】65号

《“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国发【2016】65号

2016.7

2016.12

2018.1
部分VOCs纳入环境保护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环保税法

2. 国家VOCs控制相关法规政策



《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

VOCs污染防治的标志性文件！首次将VOCs列为重点控制的
四项污染物之一，强调了VOCs污染防治的重要性!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十条

大气污染防治的动员令和行动纲领！

用法律、标准“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制定、修订重点行业排放标准，建

议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

强制公开污染企业环境信息。

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在石化、有机化工、表面涂装、包装印刷等

行业实施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

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完善涂料、油墨、胶粘剂等产品挥发性有机物限值标

准，推广使用水性涂料、油墨、胶粘剂，鼓励生产、销售和使用低毒、
低

挥发性有机溶剂。

将挥发性有机物纳入排污费征收范围，加大排污费征收力度，提高排污费

征收标准，做到应收尽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31号）

2015年8月29日修订通过
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共九条对VOCs的监督管理作出规定。

第2条、第13条、第44条、第45条、第46条、第74条、
第103条、第104条、第10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



挥发性有机物的污染防治（源头控制要求）：

 生产、销售、使用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和产品的，其挥

发性有机物含量需符合规定的限值标准。鼓励生产、销售和使

用低毒、低挥发性有机溶剂。

 违反本法规定，生产、销售、使用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不符合

限值标准的原材料和产品的，由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工商

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没收原材料、产品以及违法所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



挥发性有机物的污染防治（排放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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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

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

或者未采取相应的减排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



《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
（2015年1月1日起实施）

排污许可证的许可事项包括：允许排污单位排放污染物的种类、
浓度和总量，规定其排放方式、排放时间、排放去向，及对排污
单位的环境管理要求。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不超过五年，有效期截止日期一般应当与
国家和地方重点污染物总量控制规划期相衔接。
办法还规定，环境质量不达标的地区，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
以报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后，对辖区内的排污单位实施更加严格
的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和污染物年许可排放量，并纳入排污许可
证管理。

排污许可证是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排污单位的申请，
核发的准予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排放污染物的凭证。”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
续处罚暂行办法》（2015年1月
1日起实施）

《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暂
行办法》 （2015年1月1日起实
施）

《环境保护法》
按日处罚
限产停产
查封扣押
行政拘留
信息公开

2015年1月1日，环境保护部连续发布了这两个文
件，特别是《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暂
行办法》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被认
为是目前环保部出台的有关环境管理法规中最为严格
的一个。被报道的处罚案例已有很多，该制度可能会
对整个VOCs污染治理工作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



《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办法》

依据：《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污
染治理。在石化、有机化工、表面涂装、包装印刷等行业实
施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

工作目标：

近期目标：以末端治理为主，治理与预防相结合；

中期目标：以预防为主，预防与末端治理相结合；

远期目标：逐步完成行业转型升级，提高行业清

洁生产水平。



主要任务：
1.  编制VOCs动态排放清单，建立行业基本信息数据库

2.  明确整治目标，落实企业减排任务

3.  采取有效治理措施，全面开展VOCs减排

（1）强制进行末端治理

（2）加强过程管理控制，减少无组织排放

（3）强化源头污染预防，大力推行清洁生产

4.  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利用环保手段促进产业升级

（1）严格项目准入，纳入环境管理体系

（2）淘汰落后工艺与装备，推动产业升级

（3）强制采用环保工艺，提高行业准入门槛

5. 开展VOCs排放监测，严格执行排放标准

6.  加强VOCs排放监管，实行排污申报和排污收费制度

7.  建立治理设施减排效果评估体系，确立行业验收规范

8.  建立信息公开机制，接受公众参与和监督

《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办法》



依据：《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挥发性有机物纳入排

污费征收范围，加大排污费征收力度，提高排
污费征收

标准，做到应收尽收。

《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办法》

该办法于2015年10月1日起实施，首先在石油行业和包装

印刷行业进行试点，其中包装印刷行业主要是针对包装装潢

印刷，其他形式的印刷不在此次征收范围内。

办法规定了VOCs污染当量值是0.95千克。各省市区可以

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上调费率或扩大试点行业。



VOCs排污费

各省市自治区出台的VOCs排污费基本收费

标准差别较大，北京市高达20元/公斤，安徽、

四川、辽宁、湖北、江西、福建等地为1.2元/

污染当量。



环境保护税

VOCs不在税目中，但
是苯、甲苯、甲醛、酚类
等几十个类型VOC已被纳
入征税范围，有明确的税
目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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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性

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环保部公告

2013年第31号
污染防治技术路线和
原则

典型VOCs行业最佳可行技术指南 达标技术选择

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催化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蓄热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26-2013

HJ 2027-2013

制订中

工程技术应用

3. 国家VOCs相关技术政策



《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
（共分为五章27条）

( 公告 2013年 第31号 2013-05-24实施) 

（一）适用范围

（二）发展目标

（三） 源头和过程控制

（四） 末端治理与综合利用

（五）鼓励研发的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装备

主

要

内

容

是根据一定阶段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
环境保护目标，针对污染严重行业提出的
全过程污染控制的技术原则和技术路线,是
行业污染防治的基本指导文件。



《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

技术政策的定位： 技术政策是国家环境保护技术管理
体系的基础性法规，是国家在某一领域/行业内，为
了贯彻有关法律的实施发布的技术性法规，是环境
行政管理体系的重要技术依据。

技术政策的作用：技术政策用于（1）指导最佳实用技
术导则、清洁生产技术导则、工程技术规范等技

术
法规的编制；（2）指导行业排放标准、环境标志

产
品标准等环境行政管理法规的编制；（3）是环境

监
督管理的执行技术依据。



最佳可行控制技术导则

—是为实现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目标，按行业
或重点污染源对污染防治全过程所应采用的技术
、经济可行的清洁生产技术、达标排放污染控制
技术等所作的具体技术规定。污染防治最佳可行
技术导则的作用是对全社会污染控制给予技术指
导，是企业选择清洁生产技术、污染物达标排放
技术路线和工艺方法的主要依据，也是环保管理
、技术部门开展环境影响评价、项目可行性研究
、环境监督执法的技术依据。

《典型行业VOCs污染控制技术指南》的制定
（最佳可行控制技术导则）



1、装备制造业涂装（涂料使用
过程）

2、炼油与石化
3、包装印刷（油墨使用过程）
4、化学化工
5、油品的储存、运输和销售

（加油站、油库、 码头）
6、半导体及电子产品制造
7、医药化工
8、农药制造
9、涂料、油墨、胶粘剂、染料、

颜料生产

10、纺织业（染整）
11、合成纤维生产
12、合成橡胶生产
13、塑料生产
14、粘胶带生产
15、木材加工（人造板、胶合板、

纤维板、刨花板、木制
品制

造等）
16、皮革、人造革、合成革（PU）
17、制鞋业

装备制造业涂装：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家具；船舶（集装箱）；家用电器；金
属包装容器；通用设备；专用设备；铁路、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和
器材；电机；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仪器
仪表；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玩具、乐器等）；等等。

排放行业众多—涉及到上百各行业，几十个主要行业

《重点行业VOCs污染控制技术指南》的制定



① VOCs控制产业缺陷

治理
缺陷

核心材料、技术与装
备研发设计水平低
试验检测手段不足
关键共性技术缺失

 低端产能过剩
 高端产能不足
 产业同质化竞争突出
 品牌建设滞后

 基础原料、核心零部件严重
依赖进口，

 先进工艺，配套系统基础弱
 技术系统集成的能力跟不上

技术水平良莠不齐，
低端技术鱼龙混杂，
控制技术选择盲目，
技术安装后成为摆设

4

2

3

1
基础配套能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薄弱

技术评估与标准规范不完善 产业结构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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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排放标准现状

• 国家&地方
– 国家固定源排放标准，其中

VOCs标准14项

– 京津冀、长三角、广东、重庆、
山东等地方标准

• 综合&行业
– 不交叉执行、行业标准优先

• 一般限值&特别限值
– 重点区域：三区十群19个省

（区、市）47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

– 6+1行业：火电、钢铁、有色、
水泥、石化、化工、燃煤锅炉

– 25项规定了特别排放限值

• 未来重点
– 典型VOCs行业排放标准

4. VOCs控制相关标准体系



国家VOCs控制相关标准体系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类型 综合项目 有机污染物
数量

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 综合 NMHC 14

2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 通用 6

3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 18483-2001） 行业 1

4 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950-2007） 行业 油气

5 汽油运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951-2007） 行业 NMHC

6 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952-2007） 行业 油气

7 合成革与人造革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2-2008）
行业 VOCs（不

含DMF）
3

8 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7632-2011） 行业 NMHC 3

9 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6171-2012） 行业 NMHC 2

10 轧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8665-2012） 行业 NMHC

11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0484-2013） 行业 NMHC

12 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0-2015） 行业 NMHC

13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 行业 NMHC 目前32

14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 行业 NM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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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制订中的VOCs排放标准

• 石油天然气开发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

• 煤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农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 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 染料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涂料、油墨及胶粘剂工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
• 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 汽车涂装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 船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铸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电子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人造板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家具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 皮革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纺织印染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 印刷包装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 集装箱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 铝型材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活性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干洗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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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VOCs排放标准

• 发展迅速，现有48项

–京津冀：北京13项、天津3项、河北2项

–长三角：上海10项、浙江3项、江苏3项

–珠三角：广东6项

–重庆市：6项

–山东省：2项

–陕西省：1项（DB 61/T106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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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VOCs排放标准-京津冀
北京市

1 储油库油气排放控制和限值 DB11/206-2010

2 油罐车油气排放控制和限值 DB11/207-2010

3 加油站油气排放控制和限值 DB11/208-2010

4
炼油与石油化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

DB11/447-2015

5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11/501-2017

6 铸锻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1/914-2012

7 防水卷材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1/1055-2013

8 印刷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11/1201-2015

9 木质家具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1/1202-2015

10 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1/1226-2015

11
汽车整车制造业（涂装工序）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

DB11/1227-2015

12 汽车维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1/1228-2015

13
有机化学品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

DB11/1385-2017

天津市

1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12/524-2014

含炼油与石化、医药制造、橡胶制品、涂料与油墨、塑
料制品、电子工业、汽车制造与维修、印刷与包装印刷、
家具制造、表面涂装、黑色冶金、其他行业共12类污染
源

2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2/059-1995

3 餐饮业油烟排放标准 DB12/644-2016

河北省

1
青霉素类制药挥发性有机物和恶臭特
征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3/2208-2015

2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13/2322-2016

含医药制造、石油炼制、石油化学、有机化工、炼焦、
钢铁冶炼和压延加工、木材加工、家具制造、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表面涂装、印刷、其他行业共12类污染源

《建筑类涂料与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标准》
（DB 11/3005-2017、DB 12/3005-2017、DB 13/300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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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VOCs排放标准-长三角
上海市

1 生物制药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1/373-2010

2 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1/374-2006

3 餐饮业油烟排放标准 DB 31/844-2014

4 汽车制造业（涂装）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1/859-2014

5 印刷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1/872-2015

6 涂料、油墨及其类似产品制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1/881-2015

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 31/933-2015

8 船舶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1/934-2015

9 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1/1025-2016

10 家具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1/1059-2017

江苏省

1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 32/2862-2016

2 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 32/3151-2016

3 表面涂装（家具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 32/3152-2016

浙江省

1 生物制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3/923-2014

2 纺织染整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3/962-2015

3 化学合成类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3/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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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VOCs排放标准-其他
山东省

1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1部分：汽车制造业 DB 37/2801.1-2016

2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3部分：家具制造业 DB 37/2801.3-2017

广东省

1 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 44/814-2010

2 包装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 44/815-2010

3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 44/816-2010

4 制鞋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 44/817-2010

5 集装箱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 44/1837-2016

重庆市

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 50/418-2016

2 汽车整车制造表面涂装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50/577-2015

3 摩托车及汽车配件制造表面涂装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50/660-2016

4 汽车维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50/661-2016

5 家具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50/757-2017

6 包装印刷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50/758-2017

陕西省

1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 61/T106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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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国家VOCs标准（15） 地方VOCs标准（48）

通用 大气综合、恶臭
北京：大气综合；上海：大气综合、恶臭；重庆：大气综合

天津：VOCs综合、恶臭；河北：VOCs综合；陕西：VOCs综合

石化、化工、
医药

炼油、石化、合成树脂、
聚氯乙烯、炼焦

北京：炼油石化、有机化学品；上海：涂料油墨、生物制药

浙江：生物制药、化学制药；江苏：化工；河北：青霉素

油品储运销
储油库、汽油运输、加
油站

北京：储油库、油罐车、加油站

塑料橡胶

皮革制品
合成革、橡胶制品 广东：制鞋

表面涂装

北京：汽车、工业涂装、木质家具；山东：汽车、家具

上海：汽车、船舶、家具；重庆：汽车、摩托车、家具

广东：汽车、 集装箱、家具；江苏：汽车、家具

印刷包装 北京：印刷；上海：印刷；广东：包装印刷；重庆：包装印刷

纺织印染 浙江：纺织染整

社会服务 饮食业油烟
北京：汽车维修；重庆：汽车维修

上海：餐饮油烟；天津：餐饮油烟

其他 轧钢、电池 北京：铸锻、防水卷材；上海：半导体

现行VOCs标准的行业分布



未来VOCs的管控要求

• 当今我国VOCs减排正处于关键时期，尽管相关政策体系

已经初步建立，但是仍存在VOCs减排难度巨大、法律法规标

准仍不完善、缺乏监测与大数据平台支撑监管、第三方参与

投入机制尚未建立等系列问题，要实现“十三五”VOCs减排

目标，改善环境空气质量还应考虑以下几点建议。

• 第一，继续加强重点行业VOCs减排力度。针对“十三

五”期间全国VOCs排放量下降10%以上的目标，重点区域的

VOCs削减率在30%-50%之间，减排任务十分艰巨，完成目标

困难较大，减排力度需进一步加强。



• 第二，开展精准减排行动，建立VOCs排放重点源名单。以

重点行业重点源为减排对象，落实减排方案的具体目标，

列出国家级的VOCs排放重点源名单，从国家层面对这些行

业重点源进行直接管控，实现精准减排。

• 第三，制定更加全面严格的VOCs标准体系。对不同行业的

VOCs排放特征进行研究，制定具有行业特征的VOCs排放

标准，对已有的行业标准进行更新和修订，并鼓励地方政

府根据国家标准修订更加严格的地方标准;制定相关的技术

指南，提高对基层环保部门以及排污企业的指导性。

•



• 第四，建设VOCs监测与大数据平台。构建我国VOCs污染监

测技术与大数据平台，实现VOCs监测数据规范化、精确化

、稳定化与可靠化。为国家和地方VOCs污染控制提供基础

数据和利学决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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