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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外研究，自然源中除甲烷外，排放量最大的是由自然

界植物释放的萜烯类化合物，约占VOCs总量的65% 。

VOCs来源

一、VOCS来源、危害



VOCs

危害特性

光化学反应
活性

臭氧和PM2.5前体物

有毒有害

生殖和发育

患癌风险

破坏或消耗
平流层臭氧

危害健康（皮肤癌、
白内障）

其他不利影响

温室气体 地球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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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

一、VOCS来源、危害



VOCs排放源

固定源

燃料燃烧等

石油加工等

区域源 溶剂使用等

移动源
车船等尾气

排放

无组织排放

22%

35%

43%

美国加州2014年污染源VOCs排放比例

固定源

区域源

移动源

有组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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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为源管控

一、VOCS来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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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VOCs管理体系简介

美国VOCs控制取得的成效

• 总体来说1980年到2014年VOCs排放量和环境空气中臭氧浓度都有下降趋
势，2014年比1980年平均臭氧浓度下降了26%。

• 美国通过控制VOCs排放，成功的控制了环境空气中的臭氧。

一、VOCS来源、危害



美国国家定义

• 除CO、CO2、H2CO3、金属碳化物、

金属碳酸盐、碳酸铵之外，任何参加大

气光化学反应的碳化合物。

• 还包括豁免名单、监测方法等7个附加

条款。

美国EPA

光化学定义

一、VOCS来源、危害



一、中国VOCS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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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的有害性空气污染物属于VOCs，

具有光化学活性和有毒有害特性。常见的

有毒有害VOC物质，如三苯等

 三氯氟甲烷、二氯二氟甲烷等

 挥发性有机物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石化工业》HJ 853-2017

 指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

 或者根据规定的方法测量或核算确定的有机化合物



9

最初的HAPs物质为189种，其中约有70%为有机物。

VOCs 对健康的影响

苯 致癌、刺激呼吸系统

二甲苯 刺激心脏、肝脏、肾和神经系统

甲苯 贫血、致癌

苯乙烯 影响中枢神经系统、致癌

三氯乙烯 动物致癌、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乙苯
对眼睛、呼吸系统产生严重刺激、影响中枢神经
系统

三氯甲烷 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可能致癌

1，4-二氯苯
刺激眼睛和呼吸系统；产生严重刺激、影响中枢
神经系统

氯苯 刺激或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影响肝脏和肾脏功能

丁酮 刺激或抑制中枢神经系统



国家层面VOCS的系列政策

《大气污染防治法》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石化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方案》

《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办法》

《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二、VOCS防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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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

以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环保制度，形成政府、企

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

推进多污染物综合防治和环境治理，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

达标排放计划；

将细颗粒物等环境质量指标列入约束性指标；VOCs减排

10%。

建立统一公平、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

二、VOCS防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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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目标：在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总量控

制，全国排放总量下降10%以上；

控制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石化、有机化工、

表面涂装、包装印刷等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控制，细颗粒物和臭氧污染严重

的（16省份）实施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总量控制，制定挥发性有机物总量控制目

标和实施方案；

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开展石化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实施有机化工

园区、医药化工园区及煤化工基地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推进加油站、油罐车、储油库

油气回收及综合治理。推动工业涂装和包装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

二、VOCS防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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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方案》—具体任务

主要任务

组织企业开展VOCs污染
源排查

严格建设项目环境准入

完善VOCs监督管理体系

建立企业VOCs管理体系

严实施VOCs全过程污染
控制

进行VOCs污染源排查

大力推进清洁生产

全面推行“泄漏检测与修
复”

加强有组织工艺废气治理

严格控制储存、装卸损失

强化废水废液废渣系统逸
散废气治理

加强非正常工况污染控制

二、VOCS防治政策



新标准

标准从有组织工艺废气、储存、装卸、废水及LDAR等方面，对石化企

业VOCs排放标准限值及管控方面提出了相关要求。

二、VOCS防治政策



• 整个税法应税污染物种
类里面并没有专门列出
VOCs

• 但苯、甲苯、甲醛、酚
类等几十个类型VOCs已

被纳入征税范围，有明
确的税目税额

• 从“大气污染物污染当
量值”列表中可见，未
来VOCs纳入环保征税范
围是大势所趋

环保税
2018年1月1日起实施

二、VOCS防治政策



税额
 已有近30个省陆续公布了应税
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环保税
具体使用税额及项目数。各省
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环保
税具体税额分别按每当量1.2
元-12元、每当量1.4元-14元幅
度征收

 其中，北京市收费标准全国最
高，天津、河北、四川等省市
环保税标准为最低标准的3-5
倍；宁夏、甘肃、江西、吉林
等地区环境承载力相对较强的
地区平移原排污费标准；山
西、湖北、福建、云南等部分
省适当上调标准

二、VOCS防治政策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石化工业 HJ853-2017

 石油炼制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合成树脂工业排污单位

 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

 指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规定的方法测量或核

算确定的有机化合物。本标准使用非甲烷总烃作为排气筒和企业边界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综合控制指标

 挥发性有机液体（volatile organic liquid）

指任何能向大气释放挥发性有机物的符合以下任一条的有机液体

 （1）20℃时，挥发物有机液体的真实蒸气压大于0.3kPa；

 （2）20℃时，混合物中，真实蒸气压大于0.3kPa的纯有机化合物的总浓

度等于或者高于20%（重量比）

二、VOCS防治政策



纳入许可管理的废气有组织排放源及污染物项目（石油炼制）

二、VOCS防治政策



纳入许可管理的废气有组织排放源及污染物项目
（石油化学、合成树脂）

二、VOCS防治政策



化工企业废气污染源归类解析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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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VOCS减排途径



化工企业废气污染源归类解析

序号 源项解析 排放形式 排放工况

1 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 无组织 正常

2 有机液体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 有（无）组织 正常

3 固体物料堆存和装卸释放 有（无）组织 正常

4 有机液体装卸挥发损失 有（无）组织 正常

5 废水集输、储存、处理处置过程逸散 有（无）组织 正常

6 工艺有组织排放 有组织 正常

7 冷却塔、循环冷却水系统释放 无组织 正常

8 非正常工况（含开停工及维修）排放 有（无）组织 非正常

9 火炬排放 有组织 非正常、正常

10 燃烧烟气排放 有组织 正常

11 工艺无组织排放 无组织 正常

12 采样过程排放 无组织 正常

13 生产装置事故排放 无组织 事故

三、VOCS减排途径



工业企业VOCs四个主要源项
 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

 有机液体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

设备泄漏3%储罐
24%

装卸
8% 污水处理

32%

循环水

7%

工艺有组织

22%

燃烧烟气

1%

采样过程

0%
火炬

2%

工艺无组织

1%
非正常工况

0%

事故

0%

三、VOCS减排途径

 有机液体装卸挥发损失

 水集输、储存、处理处置过程逸散



源项

广泛

•自然源

•人为源：移动源、面源/消费源、工业固定源

种类

众多

• 烯烃、芳烃、醇、醛、有机酸、脂类

• 含硫、含氮、卤代烃等

无组织

为主

• 移动源、面源/消费源

• 固定源：设备泄漏、污水收集处理、储罐等

核算难

度大

•参数量大面广

•实测、物料衡算、理论计算等多种方法共存

治理方

法繁多

• 冷凝、吸收、吸附、膜分离等物理回收技术

• 焚烧、RTO、RCO、光催化氧化、生物法等

三、VOCS减排途径 —特点

大部分为资源



典型石化企业VOCs排放量源项分析

生产规模
A厂（t/a） B厂（t/a） C厂（t/a） D厂（t/a） E厂(t/mon)

1000万吨/年原油
加工量

500万吨/年原油
加工量

406万吨/年PTA 180万吨/年MTO
800万吨/年原油

加工量

序号 源项

1 设备动静密封点 459-462 156-458 112-835 131 6

2 有机液体储存调和 2672-3576 916-1722 28-83 42-107 99-114

3 有机液体装载 465-1122 4 0.03-0.5 3 53

4 污水收集储存处理 4728 883 5728-52245 894 13-93

5 循环水排放 1060 67 297-1780 2062 12

6 工艺有组织 3177 757 466-605 1155-1155 3

7 燃烧烟气 58 94 360-822 46-253 29

8 开放式采样过程 0 0 0 3 8×10-3

9 火炬 303 86 0 51 95

10 工艺无组织 193 196 0 18 2×10-3

11 非正常工况 0 0.49 0.031-0.31 11 6×10-5

12 事故 0 0 0 0 —

汇总 11578-14205 2172-3718 1247-4125 4296-4569 306-403

三、VOCS减排潜力

各厂差异较大，减排空间较大



管理控制

管理难度↑ 竞争力↑

污染物的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

全过程控制理念

三、VOCS减排途径 —核心管控理念



全过程

精细化污染控制

源头控制

规划控制

设计控制

施工控制

采购控制

原料控制

过程控制

工艺

设备

仪表

LDAR

末端治理 治理措施

管理控制

三、VOCS减排途径 —核心管控理念



 重视源头控制—以炼油加工为例

加快油品质量升级

改进炼油加工工艺路线

减少油品烯芳烃含量

全面降低油品蒸气压

增加重整类及加氢类工艺的比重

减少催化汽油占调和组分的比例

国Ⅲ汽油

2009年

国Ⅳ汽油

2014年

国Ⅴ汽油

2016年

•蒸气压限
值：
72~88kPa

国Ⅲ

汽油

•蒸气压限
值：
40~85kPa

国Ⅴ

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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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VOCS减排途径 —实例



政策研究和制订角度（国家和地方政府）

三、VOCS减排途径—VOCS减排存在问题

1.缺少科学统一的国家VOCs定义，导致
各源项VOCs表征不一致。

2. VOCs污染源采样、监测和分析技术规
范体系亟需进一步完善。

3.部分源项关键参数尚需“本土化”，以便
合理指导和驱动企业减排。

4.缺少VOCs治理措施评估方法体系，导
致VOCs治理措施的应用存在乱象。



1.企业自行核算与《排查指南》有所偏差

2. 企业VOCs治理与《石化行业挥发性有机

物综合整治方案》要求存在差异

3.企业VOCs管理控制水平普遍亟需进一步

提高

4.企业VOCs治理思路亟需进一步优化

政策执行和实施角度（企业）

关键参数选取偏差

总控制效率的核定有误

监测不满足要求

LDAR未开展
物质清单未申报
部分源项超标
监测不具统计意义
清洁生产有待提高

数据统计意义不强
部分核算参数缺失
源项识别缺失
治理措施效果不佳

三、VOCS减排途径—VOCS减排存在问题



最佳可行技术和排放标准体系及配套制度

 最佳可行的推荐技术或技术组合

 不同设施、不同规模下的排放标准和工艺技术运行标准

 综合考虑现有技术的排放控制水平、经济成本以及运行管理要求等因素

 分级开展成本-效益分析，在不同的经济可行性层面建立

 最佳实用控制技术标准

 最佳控制技术标准

 最严格控制技术标准

 最佳可行技术分级体系

 政策配套制度

三、VOCS减排途径



大气污染防治设备《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17年版）（征求意见稿）》

序号 设备名称 关键设备 性能参数 应用领域

1
VOCs 吸附回收装

置

废气预处理设备；颗粒活性炭吸附

设备、活性炭纤维吸附设备、分子

筛吸附设备、树脂吸附设备

净化率超过90%
适用于喷涂、石油、化工、包装印

刷、油气回收、涂布、制革等行业

2
VOCs 吸附浓缩-

燃烧装置

废气预处理设备、吸附浓缩-催化

燃烧设备、吸附浓缩-热力燃烧设

备

吸附净化效率超过90%，燃烧净化效

率超过95%，同时达到环保排放标准

要求

适用于喷涂（集装箱、家具、汽车、

机械设备制造、家电、造船等）包

装印刷、化工、电子、制药等

3 VOCs燃烧装置
废气预处理设备、催化燃烧设备、

热力燃烧设备

燃烧净化效率超过95%，达到环保排

放标准要求

适用于石油、化工、喷涂、电线电

缆、制药等

4
VOCs 低温等离子

体净化装置

废气预处理设备、低温等离子体处

理设备

VOCs 净化效率超过70%，恶臭异味和

VOCs 排放浓度达到环保标准要求

适用于污水废气处理、生物发酵、

化工、喷涂、制药、农药、纺织印

染等

5
VOCs 生物净化系

统
废气预处理设备、生物降解设备

生物降解净化效率超过85%（根据目

前行业技术发展水平确定），恶臭异

味和VOCs排放浓度达到环保要求

适用于市政污水处理系统、工业企

业废水处理站、生活垃圾处理废气

治理以及其他低浓度混合废气治理

的场合

6
汽油加油系统油

气回收系统

加油站、储油库油气回收系统：油气

处理率≥90%油罐车卸油油气回收系

统：油气处理率≥95%

适用于车用汽油的加注、运输、储

存的油气回收（VOCs）

三、VOCS减排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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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和制订层面（国家和地方政府）

采纳基于豁免政策的反应性国家统

一VOCs定义，科学指导顶层设计

加大VOCs培训和宣贯力度，提升

整个社会VOCs治理能力

应尽快制订VOCs国家统一定义

逐步统一固定源VOCs表征方法

健全采样、监测和分析技术

修订完善排查指南等技术规范

建立动态信息平台--大数据库

结合移动源、面源协同控制

三、VOCS减排途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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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执行和实施层面（企业）

1.提高VOCs管控思想和认识，纳入常态化管理

2.系统学习VOCs 管控科学方法，建立人才队伍

3.对自身VOCs排放进行排查，与先进企业对标

4. 新建项目在设计过程中引入VOCs源头控制理念

三、VOCS减排途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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