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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任务来源

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为全面做好 2019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河南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印发了《关于下达铝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 8项河南省地方标准制修

订计划的通知》（豫市监函[2019]51号），该通知将《工业涂装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标准》列入 2019年度地方标准制定计划，项目编号为 20191210007。

1.2 工作背景

根据近年来的河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细颗粒物（PM2.5）一直是我省的

首要污染物；另经统计，臭氧（O3）浓度逐年攀升，全省 18个省辖市城市中臭氧

90百分位数超二级标准的城市数量逐年增多，2015年超二级标准的城市数为 4个、

2016年 10个、2017年 17个、2018年全部超标，大气复合型污染态势日趋显现，

空气质量改善压力巨大。国内外研究表明，挥发性有机物（VOCs）具有光化学活性，

是形成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O3）的重要前体物质，对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较大。

除影响环境质量外，一些行业排放的 VOCs含有三苯类、卤代烃类、硝基苯类、苯

胺类等物质，对人体健康具有较大的危害。因此，有效控制 VOCs排放迫在眉睫。

工业涂装工序是设备制造、汽车、家具等制造工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根据

2017年我省环境统计结果，全省重点调查单位排放的 VOCS约 2万吨/年，其中统计

的 454家涉工业涂装工序重点调查企业的排放量约为 2270吨/年，占比 11.4%。涉

涂装工序行业是我省重点 VOCs排放行业，据不完全统计我省涉涂装工序的企业达

一万余家，企业数量多，规模小，污染物种类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大。为进一

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迫切需要全面加强 VOCs 污染防

治工作，需要强化我省涉涂装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的污染控制。

为做好我省涉涂装工序行业的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控制、减少挥发性有机污染物

排放、改善全省环境空气质量，2018年 5月，省生态环境厅决定开展河南省涉涂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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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行业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的制定工作，该项工作由省生态环境厅大气处牵

头组织，河南省科悦环境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技术承担单位，负责标准的具体

研制起草。

1.3 工作过程

2019年 5月，河南省地方标准《工业涂装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课题组成

立，标准编制工作正式启动。

2019年 6月~7月，对省内相关企业开展调研，并完成开题报告编制，并召开

了开题报告技术咨询会。

2019年 7月~2019年 8月，在借鉴国内其他省份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控制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有关调研、监测成果，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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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2.1改善河南省环境质量的迫切需要

近年来，随着河南省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汽车保有量的迅

速增加，我省大气污染源构成不断发生变化。由多种来源排放的多种污染物在一定

的大气条件下发生多种界面间的相互作用、彼此耦合构成了复杂的大气污染体系，

其结果是大气氧化性逐渐增强（意味着形成光化学烟雾危险性增强），二次污染物尤

其是臭氧和细粒子 PM2.5浓度居高不下，以臭氧和细粒子 PM2.5污染为特征的复合型

污染已成为当前我省大气环境的主要问题，给河南省空气质量改善带来了巨大压力。

近年来细颗粒物（PM2.5）一直是我省的首要污染物，另外，臭氧（O3）浓度逐

年攀升，全省 18个省辖市城市中臭氧 90百分位数超二级标准的城市数量逐年增多，

2015年超二级标准的城市数为 4个、2016年 10个、2017年 17个、2018年全部超

标，大气复合型污染态势日趋显现，空气质量改善压力巨大。国内外研究表明，挥

发性有机物（VOCs）具有光化学活性，是形成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O3）的

重要前体物质，对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较大。

要解决我省细颗粒和臭氧污染问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控制 VOCS的排放。

《“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河南省蓝天行动计划》、《河南

省治理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攻坚战实施方案 (2016—2017年)》、《河南省

2019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方案》等国家和我省相关部门规章中均将表面涂装业列为

了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的重点行业。根据我省 2017年环境统计结果，全省重点调查单

位排放的 VOCS约 2万吨/年，其中统计的 454家涉工业涂装工序重点调查企业的排

放量约为 2270吨/年，占比 11.4%。涉涂装工序行业是我省重点 VOCs排放行业，

据不完全统计我省涉涂装工序的企业达一万余家，企业数量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量大。

因此，制定我省涉工业涂装工序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是贯彻落实我省大

气污染防治要求、改善我省环境空气质量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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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完善我省标准体系的迫切需要

随着我省经济的发展，产品结构逐渐多元化，涂装材料种类以及形态各异，涂

装过程中所使用涂料的类型及工序也各异，造成 VOCs排放环节和排放特征也各有

不同，不利于涂装过程中 VOCs排放控制。目前国家仅出台了《挥发性有机物无组

织排放标准》，尚未出台专门针对涂装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的标准。2010年以来，

北京、天津、河北、陕西、上海、重庆、四川、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福建、

湖南等 13个省（市）分别陆续出台了涂装工序 VOCs排放地方标准。我省仅在 2017

年以通知形式发布了《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

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其中提出了涉工业涂装工序的行业排放建

议值。目前迫切需要制定强制性的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以完善我

省地方标准体系。

2.3 行业技术进步和污染治理水平提高的需要

目前，我省存在涂装工序的现有企业所采用的涂料主要是溶剂型涂料，高固份

涂料、水性涂料、粉末涂料等低 VOCs含量涂料在不同行业中所占比例不高，总体

水平较低；现有企业涂装工艺涂料使用效率低的空气喷涂、手工刷涂为主，而涂料

使用效率较高的浸涂、淋涂、辊涂、静电喷涂技术所占的比例很小，因此在生产过

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大量的有机溶剂挥发；加上这些企业多数规模不大，缺乏有针

对性的技术指导以及法律标准要求，涂装过程中挥发的有机溶剂的收集、治理效果

不佳。制定工业涂装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不仅可以有效引导企业采用更环保

的低 VOCS原料、更先进的涂装工艺、更高效的末端处理技术，为涂装行业规范发

展明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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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南省涉工业涂装企业概况

3.1 河南省涉涂装工序企业发展概况

3.1.1 总体概况

工业涂装是将涂料薄而均匀地涂布于基材表面形成所需要涂膜的过程，以满足

基材表面的保护性、装饰性等需求。因基材的表面处理需求广泛存在，表面涂装也

广泛应用于各类工业制品，是一个涉及众多行业的工艺过程，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

行业，不仅在传统制造业有广泛应用，在快速发展的现代制造业中也不可或缺。

河南省作为中国中部省份经济的增长极，从制造业大省向制造业强省的迈进步

伐从未停止，省内各市、县家具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业及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等传统制造业广泛分布，同时以郑洛新“中国制造 2025”试点城市群为核心、以产业

集聚区为支点、以资源分布和产业基础打造制造业产业新布局也在逐步形成，省内

客车、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等先进制造业也在向高端、终端迈进。2017年，我省

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 8.5%，利润总额达 5059.34亿元，较上年

增长 9.1%，我省通过转变产业发展方式、提升总量规模和提高核心竞争力，使制造

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河南省现有涉工业涂装企业万余家，全省各地市均有分布，涉及家具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众多行业。

3.1.2 行业分布

根据调研统计，河南省涉工业涂装企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

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家具制造

等六大类为主。本次搜集到了全省部分相关企业的基本信息，按此六大行业统计整

体企业数量情况见表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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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我省涉涂装工序企业主要行业类别企业数量统计表

序号 国民经济行业类别 企业数量（个） 数量占比（%）

1 C33金属制品业 2349 25.8
2 C34通用设备制造业 1725 19
3 C35专用设备制造业 2688 29.6

4 C36汽车制造 677 7.4

5 C37其他运输设备 196 2.2

6 C21家具制造业 1459 16

合计 9094 100

图 3- 1 河南省工业涂装企业的行业分布图

金属制品业全省约占全行业的 25.8%，其中金属结构、金属门窗和安全、消防

用金属制品制造占该行业的 84.4%。

通用设备制造业约占全行业的 19%，以铸造机械、起重设备和起重机、阀门和

旋塞制造为主，约占该行业比 36.3%。

专用设备种类较多约占全行业的 29.8%，专业设备制造在我省较集中的行业为

矿山机械、建筑工程、建筑材料生产、畜牧机械等，约占该行业的 42.6%。

汽车制造业全省约占全行业的 7.4%。主要是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约占该行

业的 78%以上，还有少部分整车制造和汽车车身、挂车制造等，其中汽车整车制造

企业共计 21家。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行业种类多但数量少，约占全行

业的 2.1%，包括金属船舶、非金属船舶以及铁路机车及其配套等，约 190家。

河南省家具制造业产品较单一，以木质、竹、藤、金属家具制造为主，约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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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 16%。

3.1.3 区域分布

根据统计，工业涂装企业在我省各地市均有分布，其中郑州、新乡、许昌、洛

阳、焦作和安阳等 7个地市的工业涂装企业占全省工业涂装企业总数的 70%以上；

该类型企业在鹤壁、平顶山、济源和三门峡相对较少，仅占总数的 4%。河南省工

业涂装企业的区域分布情况见图 3- 2。

图 3- 2 河南省工业涂装区域分布图

3.2 VOCs排放及治理情况

2017 年 6 月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以豫环攻坚办

[2017]162号文发布了《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

议值的通知》，在参照河北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我省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建议

值。根据此次调研情况，该文件发布后至今，我省涉涂装工序相关企业即开展最少

两轮次的治理改造。本次搜集到了 2016年和 2017年我省环境统计数据，数据统计

结果见表 3.2-1。

由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与 2016年相比，2017年各行业单个企业排放量均有所

下降，特别在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家具制造业单

个企业平均排放量下降了 70%-90%。由此可知，我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建议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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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以后，涉涂装工序相关企业治理改造效果非常明显，大大减少了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量。汽车制造业中的汽车整车制造企业单位企业的排放量未发生太大变化，根

据调研情况，各行业中汽车整车制造企业生产规模大、自动化程度高，涂装技术及

治理设施均比较先进，建设阶段配套的废气治理措施均同步建成，我省建议值下发

后涉及再次进行提标改造的情况较少。

表 3.2-1 我省涉涂装工序环境统计重点调查单位 VOCS排放情况一览表

国民经济行业类别

2016年环统数据 2017年环统数据

变化情况
VOCS

排放量

（t/a）

重点调查

单位数量

（个）

VOCS

排放量

（t/a）

重点调查

单位数量

（个）

C33金属制品业 457.7 36 512 113
统计排放量有所增加，但

平均单个企业的排放量下

降了一半。

C34通用设备制造业 1060.2 115 117.9 110
统计企业数量基本相当，

排放量减少了 90%

C35专用设备制造业 204.8 66 257.2 80
单个企业平均排放量基本

相当

C36汽车制造 3077.9 75 884.6 79 排放量削减了 70%以上

其中整车制造企业 889.8 14 683.2 11
单个企业平均排放量基本

相当

C37其他运输设备 208 20 318.7 21 统计的排放量有所增加

C21家具制造业 266.5 36 44.5 64
统计企业数量明显增多情

况下，总排放量削减 80%
以上

C43金属制品、机械

和设备修理业
0.4 1 2.5 6 /

合计 5275.5 349 2137.4 473 统计总排放量减少了 60%



9

4 工业涂装工序 VOCS产排环节及污染控制技术分析

4.1标准编制调研情况

我省表面涂装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技术规范与本标准同时编制，两个标准编制

组联合对省内相关企业开展了调研。根据我省涉涂装工序企业基本情况、2017年环

境统计结果，此次标准和技术规范编制过程中共计对省内三十多家相关企业进行了

调研。调研企业选取情况情况见表 4.1-1。

表 4.1-1 调研企业选取情况一览表
行业类别 调研企业数量 调研企业的主产品

C33金属制品业
金属结构制造 1 钢结构

安全消防用金属制品制造企业 2 办公家具
C34通用设备制造业

起重机制造 4 起重机
阀门和旋塞制造 1 阀门

C35专用设备制造业
矿山机械制造 1 矿山机械

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 2 混凝土搅拌设备
拖拉机制造 1 拖拉机
C36汽车制造
车整车制造 3 轿车、新能源客车

汽车车身、挂车制造 4 汽车车身、挂车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2 汽车配件
C37其他运输设备

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1
助动车制造 1 电动三轮车

摩托车整车制造 2 三轮摩托车
铁路专用设备及器材、配件制造 1 高铁轨道配件

C21家具制造业
木质家具制造 5 木质家具

根据实地调研及与当地环境主管部门沟通情况，将调研情况总结如下：

（1）钢结构生产企业，产品构件及成品规格较大、长达 20m左右，目前主要

采用溶剂型油漆、喷涂方式为人工空气喷涂，对部分要求不高的产品可采用水性漆，

主要 VOCS产生部位为喷漆过程的废气，喷漆工序在可伸缩的喷漆房内进行。废气

量达 3-4万 m3/h、污染物产生浓度低。伸缩式喷漆房无组织控制欠佳、成品在喷漆

房内晾干时间短、转移至露天晾晒过程呈无组织排放，需加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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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办公家具主要为金属制品，据了解全部采用喷粉或喷塑，VOCS产生量较

小。

（3）起重机制造企业，溶剂型性漆、水性漆均有，人工刷涂。因产品规格太大，

多数企业喷涂作业室外、VOCS无有效的收集处理措施；。

（4）阀门和旋塞制造企业，该类企业主要采用溶剂型油漆，因水性漆不耐高温，

难以调整涂装原料。

（5）矿山机械和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企业，目前主要采用溶剂型油漆，此类产

品客户对产品的光泽度一般要求不高，多数企业应该具备改为水性漆的条件。企业

喷漆目前主要在喷漆房内进行，但晾干过程呈无组织排放。

（6）拖拉机制造企业，生产规模一般比较大，有些企业废气治理正在安装沸石

转轮+RTO处理装置。

（7）汽车整车制造企业，除面漆采用溶剂型油漆外，其他均为水性漆，装备水

平，电泳、机器人自动喷涂，少量部位采用人工喷涂。治理水平较高，有机废气主

要采用直接燃烧或沸石转轮+RTO处理。

（8）汽车车身和挂车生产企业，目前主要采用溶剂型油漆、部分企业正在进行

水性漆试验，针对光泽度要求不高的产品，可采用水性漆。该类企业普遍存在的问

题为喷漆房内晾干时间短、在厂区内晾干过程 VOCS呈无组织排放。

（9）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一般采用喷粉或水性漆。

（10）摩托车配件企业主要采用喷粉或喷塑。

（11）摩托车生产企业，目前多数采用溶剂型油漆、少数企业正在进行水性漆

试验，基本具备改为水性漆条件。产量较大、流水线作业，该类企业涂装工序有机

废气可有效控制，具备提高标准的条件。

4.2涂装工序 VOCS产排环节

工业涂装废气主要来源于喷漆室、流平室和烘干室等工位的溶剂蒸发、热分解

产物和喷涂过程中产生的漆雾，主要污染物包括苯系物、酮、酯等有机溶剂，烘烤

中产生的热分解产物以及喷涂过程中夹杂着溶剂、树脂及颜料的飞散漆雾。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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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废气特点见表 4.2-1。由喷漆室、流平室和烘干室排出废气的成分和浓度，随使

用涂料种类和施工工艺等不同而有差异。

表 4.2-1 各环节产生废气的特点及浓度

工序（排气） 特点

喷漆室

1 为符合劳动安全卫生标准，喷漆室换气速度为 0.25~1.0m/s，排风量大，

排气中溶剂蒸汽的浓度极低，约为 20~200mg/ m3。

2 含有过喷漆雾，其粒径约为 20~200μm。

流平室

涂膜在流平阶段，换风速度一般控制在 0.1 m/s左右，废气的成分与喷漆

室排放废气的成分相近，但不含漆雾，以有机溶剂蒸汽为主，根据排风量

大小不同，一般为喷漆室废气浓度的 2倍左右

溶剂涂料烘干室

1 含有前两道工序未挥发的残留有机溶剂。

2 含有固化过程中的热分解产物和反应生成物，增塑剂、树脂单体或固

化反应产生的有机小分子等挥发成分。溶剂型涂料烘干废气中总有机物浓

度一般在 2500mg/m3左右。

3 油、气体作为热源时，排气中还含有燃料产生气体（SO2等）。

电泳涂料烘干室

烘干电泳涂料废气成分、浓度与溶剂型差别较大。电泳涂料属于水性涂

料，但烘干废气中仍含有较多的有机成分，除电泳涂料本身含有少量的醇

醚类有机物外，还包含烘干过程中的热分解生成物（如醛酮类小分子）、封

闭的异氰酸酯固化剂在烘干时发生解封反应释放的小分子封闭剂，如甲乙

酮肟和多种醇、醚类混合物，电泳烘干过程中通常有 10%左右的烘干减量，

主要也是由于封闭剂的释放。电泳中的总有机物浓度一般在 500~1000
mg/m3。

其他 涂料暂存、输送及调漆过程逸散废气

4.3 典型涂装材料的涂装工艺

工业涂装工艺按照被涂装对象材料不同，其涂装工艺会存在一定的差别，涂装

对象的材料大致可分为金属制品、木制品和塑料制品，现将其涂装工艺概况介绍如

下：

4.3.1 金属制品表面涂装

金属制品由于被涂物表面会产生氧化物，若氧化物未清除干净则在涂装时涂料

只是堆积于表面，无法与被涂物质紧密地结合，因此金属制品涂装时，表面预处理

便显得格外重要。典型金属制品表面涂装工艺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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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 典型金属制品表面涂装生产工艺流程图（蓝色为 VOCs排放环节）

4.3.2 木制品表面涂装

木制品涂装涉及到的产品很多，常见的有乐器、文体用品、建筑装修材料以及

某些工艺装饰品等。与金属制品和塑料制品相比，木制品的涂饰相对复杂，原因在

于两个方面，一是木制品涂装以涂透明涂层为主，对底材的整理要求高而复杂，二

是木材本身存在湿胀干缩、多孔易吸水、有节疤和色斑等，因此在涂装前需要进行

较为复杂的表面处理准备工作。典型木制品表面涂装工艺流程如下：

图 4- 2 典型木制品表面涂装生产工艺流程图（蓝色为 VOCs排放环节）

4.3.3 塑料制品表面涂装

同金属制品和木制品相比，塑料制品的涂装过程相对简单，但也需要对表面进

行适当的预处理，原因在于塑料在加工成型过程中，一般使用硅系或硬脂酸系列脱

模剂，又易受到油类等赃物的污染，若残留于塑料表面，会使涂料附着力降低。典

型塑料制品表面涂装工艺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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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3 典型塑料制品表面涂装生产工艺流程图（蓝色为 VOCs排放环节）

4.4 典型行业的涂装工艺

涂装工序广泛存在于制造业中，其典型行业有汽车制造、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

造、家具制造、设备制造等，现将典型行业的涂装工艺介绍如下：

4.4.1 汽车制造

（1）典型轿车涂装

一般轿车典型涂装工艺如下：

前处理→阴极电泳底漆→烘干→中涂→烘干→色漆（闪光或本色、晾干）→罩

光（清漆）→烘干（即面漆的双层涂装工艺，也可称为 4C3B涂装体系），主要基本

流程如下：

图 4- 4 典型轿车涂装生产工艺流程图（蓝色为 VOCs排放环节）

电泳底漆：将车身浸渍在稀释的电泳涂料中作为阴极，在槽中另设与之对应的

阳极，在两极通上直流电，在车身表面和内腔上析出均一、不溶于水的涂膜。电泳

底漆以水溶性为主，涂装在全封闭循环系统内运行，涂料利用率可达 95%左右。目

前，全世界 92%以上的汽车生产使用电泳涂装，其中 90%采用阴极电泳涂料。电泳

底涂水性涂料溶剂 VOCs含量约 2~6%（重量百分比），涂装后需进行烘干固化，温

度在 150~180℃，低温固化材料正在研制中，烘干固化过程中 VOCs会随之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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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电泳槽含有电泳漆，自身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 VOCs挥发。

底部密封：车身底部离地面较近，行驶过程中溅起石块的撞击会损坏钢板表面

的电泳涂层而加速车身腐蚀，需要在车身底板喷一层 1~3mm厚的 PVC（聚氯乙烯）

密封，分为底部焊接密封和底部 PVC涂层。底部焊接密封即使用 PVC密封胶密封

车底焊缝，主要作用是防腐蚀和防漏水。底部涂层即使用 PVC密封胶喷涂在车底和

轮罩等部位，主要作用是降低行驶过程中碎石对车底撞击产生的噪声和破坏。

中涂：中涂涂膜介于阴极电泳涂膜和色漆涂膜之间，主要作用是隔离紫外线保

护电泳涂层，提高整体涂层的抗石击性能和整体涂层的外观。通常采用自动往复喷

涂或机器人喷涂车身外表面，人工喷涂内表面。一般采用聚酯树脂、氨基树脂、环

氧树脂、聚氨酯树脂和粘结树脂等作为基料；颜料和填料用钛白、炭黑、硫酸钡等。

目前已有成熟的水性中涂工艺。

色漆：主要提供涂层基本的颜色和特殊视觉效果。喷涂方式同中涂工序。

清漆：使漆膜具有饱满、明亮、平整的外观效果，并可抵御环境因素（酸雨、

划擦、金属粉尘等）对涂层的侵蚀，吸收紫外线。喷涂方式同中涂工序。

流平：喷涂车身受漆后，在密闭隧道内运行 10~15分钟，称为挥发流平，目的

是将湿漆工件表面的溶剂挥发，保证漆膜的平整度和光泽度。

注蜡：使用 120℃高温液化固体蜡通过全自动热灌蜡工艺和手工常温注蜡在车

体内腔形成一层均匀的蜡膜，有效避免水分对车体内腔造成的腐蚀，延长车身使用

寿命。

修补：对部分漏喷的车身部位进行补喷修补，主要包括表面处理、补灰、喷涂、

补漆和烘干工序。

（2）典型客车涂装

客车涂装基本工艺流程与乘用车类似，其工艺要求相比乘用车更加简单，具有

喷涂面积大、平面多、颜色种类多、作业周期长等特点。采用人工喷涂的作业方式。

其主要生产工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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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5 典型客车涂装生产工艺流程图（蓝色为 VOCs排放环节）

前处理：包括脱脂、表面调整和磷化，脱脂是采用脱脂液（氢氧化钠、碳酸钠）

溶除工件表面上的油脂，表面调整采用磷酸钛胶体溶液等表调剂进行表调，磷化采

用磷酸锌及镍盐等磷化剂对车表面进行磷化，前处理工序目的是为了提高漆膜在车身上

的附着性能。

电泳：电泳一般采用无铅阴极电泳工艺，阴极电泳槽采取连续循环搅拌，定期清

洗，，电泳后工件采用逆流漂洗。

涂密封胶：焊缝处涂密封胶，然后涂防震隔热的 PVC胶。

打磨：中涂、面漆前需用磨料对车身进行湿式打磨。

中涂、面漆、彩条漆和罩光漆：电泳后的车身需涂一道中间涂层，再涂一道面

漆，再根据产品不同要求喷两道彩条漆，最后喷一遍罩光漆。

烘干：电泳、中涂、面漆、彩条漆和罩光漆喷涂后各工序均需烘干，一般采用

天然气为能源的烘干炉。

4.4.2 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除汽车制造外，电动自行车、电动观光车、摩托车等其他交通设备制造也涉及

大量的涂装工序，河南省铁路运输设备、船舶生产企业较少，但洛阳、新乡、焦作、

许昌等地区分布有大量电动自行车、观光车和摩托车生产企业，电动自行车、观光

车和摩托车表面涂装工序相对接近，其表面涂装工艺介绍如下。

电动自行车、观光车和摩托车生产过程中，原料钢材经下料后经过剪、折、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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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常规加工工序形成车架，经注塑工艺生产塑料件，之后对车架、塑料件进行喷漆，

之后进行烘干，烘干采用电热烘干，烘干后即为成品车架，然后将坐垫、车胎、踏

脚、链齿等配件组装在车架上，经检验后即为成品。在喷涂烘干作业过程中，约

65-70%VOCs在喷漆工段排放，20-30%VOCs在烘干工段排放。

图 4-6 电动自行车、观光车和摩托车生产工艺流程图（蓝色为 VOCs排放环节）

4.4.3 木质家具制造

家具的种类很多，包括木质家具、竹藤家具、金属家具、塑料家具等，大多需

要进行表面涂装以起到对家具的保护、装饰作用。我省家具制造企业主要为木质家

具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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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家具生产工艺通常为：选取一种或几种木质材料为基料，按照设计要求进

行加工、组装，然后在基料表面涂装一层或几层涂料，形成产品；也可以是加工后，

先对各个组件进行涂装，然后组装成产品。

木质家具制造的涂装过程包括上底色、底漆、色漆及面漆等一个或全部过程，

一般典型的木质家具涂装工艺过程如下图所示。

图 4-7 木质家具典型涂装流程图（蓝色为 VOCs排放环节）

根据木质家具的类别不同，涂装技术也有所不同，一般较为规则的家具，可采

用辊涂的方式，不规则的一般为喷涂和刷涂的方式，基本上以喷涂为主。一般企业

的面漆喷漆车间为了保证喷件的光洁度均采用封闭喷漆室，而底漆、色漆工艺虽然

也有独立的喷漆室，但由于对喷件表面的光洁度要求不严，一般多为敞开式喷漆房。

喷漆有干喷和湿喷两种方式，湿喷在喷漆过程中通过安装水帘装置去除过喷漆雾，

经水帘去除漆渣后的废气通过引风机直接高空排放或进入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干

喷则没有水帘去除漆雾过程，管理相对较好的企业会通过在喷漆台安装过滤棉装置

去除漆雾，而管理较差的企业则直接通过车间墙体上安装的排风扇直接排放。

4.4.4设备制造

设备制造业包括通用设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是制造业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省内企业数量较多、分布较广。我省通用设备制造业企业主要为：起重机制

造、铸造机械制造、阀门和旋塞设备制造、泵及真空设备制造、锅炉及辅助设备制

造等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主要为：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矿山机械制造、

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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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制造企业所涉及的工业涂装工艺相对较一致，均为金属表面进行的涂装工

艺，而喷涂是设备制造业应用最广泛的涂装技术。以起重设备为例，设备制造生产

工艺见下图。

图 4-8 起重设备典型生产工艺流程图（蓝色为 VOCs排放环节）

油漆喷涂是金属加工机械等设备制造行业应用最广泛的涂覆技术，传统的喷漆

工艺，是利用压缩空气将油漆从喷枪吹出、雾化，使工件表面被油漆均匀涂覆。涂

料由不挥发组分和挥发组分组成，不挥发组分包括成膜物质和辅助成膜物质，挥发

组分指溶剂和稀释剂。喷漆废气中的有机气体来自溶剂和稀释剂的挥发。

4.5 VOCS控制技术

4.5.1 VOCs末端治理技术

VOCs的末端治理技术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回收技术和销毁技术。回收技术是

通过物理的方法，改变温度、压力或采用选择性吸附剂和选择性渗透膜等方法来富

集分离有机污染物的方法，主要包括吸附技术、吸收技术、冷凝（及蒸汽平衡）技

术及膜分离技术等。回收的有机溶剂可以直接或经过简单纯化后返回工艺过程再利

用，以减少原料的消耗，或者利用于有机溶剂质量要求较低的生产工艺，或者集中

进行分离提纯。销毁技术是通过化学或生化反应，用热、光、催化剂或微生物等将

有机化合物转变成为二氧化碳、水等无毒害无机小分子化合物或低毒性化合物的方

法，主要包括高温焚烧、催化燃烧、生物氧化、低温等离子体破坏、光催化和光催

化氧化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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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常见的 VOCs处理技术

4.5.2 组合治理技术

由于 VOCs废气成分及性质的复杂性和单一治理技术的局限性，在很多情况下，

采用单一技术往往难以达到治理要求，而且也是不经济的。利用不同治理技术的优

势，采用组合治理工艺不仅可以满足排放要求，同时可以降低净化设备的运行费用。

因此，近年来在有机废气治理中采用两种或多种净化技术的组合工艺受到了极大的

重视，并得到迅速发展。

通常我们可以根据污染物的组成、污染物的性质和排放条件（风量、浓度、温

度、颗粒物含量等）选择适宜的末端治理技术，如高浓度有机废气治理，可以采用

冷凝加吸附的组合工艺；低浓度有机废气可以采用吸附浓缩加冷凝回收或焚烧的组

合工艺等。

以下对几种常见的 VOCs组合治理技术进行简单介绍。

(1) 水吸收+活性炭吸附组合治理技术

水吸收法与活性炭吸附法相结合是指在吸收法的后面加装一套吸附装置，这样

既可以避免气溶胶堵塞吸附剂，又可以有效脱除蒸汽状态有机溶剂，如果活性炭更

换及时，处理效率会达 80%左右。但通过水帘机后的污染空气含湿量较大，有时会

导致吸附剂不能得到充分利用，需定期更换吸附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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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性炭吸附+脱附回收技术

有机废气先后经过过滤器预处理，滤去废空气中粉尘及漆雾小液滴，经冷却器

冷却到 40℃以下，再由高压离心风机抽送进入装有活性炭的吸附槽内。在通过活性

炭层时，有机溶剂被活性炭吸附在孔隙中，空气则透过炭层。达到排放要求的尾气

由吸附槽顶部排放口排至大气。吸附槽吸附一定时间，当吸附槽顶部即将穿透时，

系统自动启动真空泵进行抽吸，同时通过水蒸气或者氮气解吸，使活性炭得到再生。

从活性炭表面脱附下来的有机溶剂和水蒸汽/氮气经冷凝或者分层等措施对其进行

分离。

(3) 转轮吸附-蓄热燃烧技术

转轮吸附-蓄热燃烧技术吸附材料通常为蜂窝状硅铝分子筛，旋转式吸附浓缩装

置的优点：沸石不燃，安全性好，可以在高温下进行脱附再生（最高可以达到 220℃，

称之为不可燃吸附剂），再对脱附后的有机气体采用蓄热燃烧技术进行处理，对于大

部分的有机化合物都可以进行处理。该技术设备体积小，占地面积小；床层阻力低，

运行费用低；净化后排气中污染物浓度稳定，不随时间变化。

(4) 活性炭吸附-催化燃烧技术

活性炭吸附浓缩-催化燃烧技术是将活性炭吸附和催化燃烧相结合的一种集成

技术，可将大风量、低浓度的有机废气经过吸附/脱附过程转浓缩为小风量、高浓度

的有机废气，然后在经过催化燃烧净化，并且可以有效的利用有机物的燃烧热。该

方法特别适用于大风量、低浓度或者浓度不稳定的废气治理，通常适用于浓度范围

低于 1500mg/m3。目前该工艺是低浓度含 VOCs尾气治理的主流工艺，也是最为经

济合理的治理工艺。

活性炭吸附浓缩-催化燃烧技术投资较低，吸附率在 80%，浓缩比约 5-20倍，

催化剂焚烧炉（CO）净化率：98%以上。但其存在需定期更换活性炭（1-2年）、催

化剂（~8500h），存在安全隐患，脱附温度≤100℃，高沸点物质存在时，脱附不彻

底等问题。针对一些排放浓度较低、治理要求不高的地区可以适用。

4.5.3 现阶段国家推荐的 VOCs末端治理技术

根据《大气污染防治先进技术汇编》（2015）及《2016年国家先进污染防治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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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目录（VOCs防治领域）》，现阶段国家推荐多种 VOCs末端治理技术，净化效率

一般可达 90%左右，其中高效吸附-脱附-（蓄热）催化燃烧技术、转轮与蓄热式燃

烧联用有机废气治理技术可达 98%。我国目前推荐的 VOCs控制技术见表 4.5- 1。

表 4.5- 1 现阶段国家推荐的 VOCs控制技术

序号 技术名称 技术原理

1

挥发性有机气体

（VOCs）循环脱

附分流回收吸附

净化技术

采用活性炭作为吸附剂，采用惰性气体循环加热脱附分流冷凝回收的工艺对有机

气体进行净化和回收。回收液通过后续的精制工艺可实现有机物的循环利用。该

技术对有机气体成分的净化回收效率一般大于 90%，也可达95%以上。单位投

资大致为 9-24万元/千（m3/h），回收有机物的成本大致为 700-3000元/吨

2
高效吸附-脱附

-（蓄热）催化燃烧

VOCs治理技术

利用高吸附性能的活性炭纤维、颗粒炭、蜂窝炭和耐高温高湿整体式分子筛等

固体吸附材料对工业废气中的 VOCs进行富集，对吸附饱和的材料进行强化吸

附工艺处理，脱附出的 VOCs进入高效催化材料床层进行催化燃烧或蓄热催

化燃烧工艺处理，进而降解 VOCs。该技术 VOCs去除效率一般大于 95%，达

98%以上

3
高效 VOCs催化燃

烧

含有 VOCs的固定源废气，通过热交换器的换热和加热器的加热，使废气加

热到催化剂的起燃温度（-250°C）后进入催化反应器，在催化剂的催化氧化

作用下，VOCs被氧化成 H2O和 CO2，并释放出大量热量，催化氧化反应后

的高废气经过余热利用后通过烟囱排放

4
中高浓度 VOCs蓄
热催化净化技术

（RCO）

适用有机物浓度 500mg/m3以上，无二次污染物排放，热回收效率达 90%，

VOCs 净化效率达 95%以上

5
低浓度多组分工业

废气生物净化技术

利用高效复合功能菌剂与扩培技术，强化废气生物净化的反应过程；针对不同

类型废气应用新型的生物净化工艺（设备），强化废气生物净化的传质过程；

装填具有高比表面积和生物固着力的生物填料，解决微生物附着难、系统运行不

稳定的问题。该技术适用范围广，运行管理方便，二次污染少，VOCs 的去除率

可达 80%-90%

6
转轮与蓄热式燃

烧联用有机废气

治理技术

采用高浓缩倍率沸石转轮浓缩设备将废气浓缩 10-15倍，浓缩后的废气进入蓄

热式燃烧炉进行燃烧处理，被彻底分解成 CO2和 H2O，反应后的高温烟气进入

特殊结构的陶瓷蓄热体，95%的废气热量被蓄热体吸收，温度降到接近进口

温度。不同蓄热体通过切换阀或者旋转装置随时间进行转换，分别进行吸热和放

热，对系统热量进行有效回收和利用，热回收效率可达 95%以上，处理效率可达

95%-99%，出口浓度优于国家相关标准

7
木器涂料水性化

技术

通过应用丙烯酸聚氨酯共聚物乳液（PUA）制备技术、多重交联制备聚氨酯水分

散体（PUD）制备技术及高性能聚丙烯酸酯乳液（PA）的制备技术，形成系列

高性能聚合物乳液的制备技术，实现木器涂料的水性化

8
高级氧化-生物净

化耦合处理技术

VOCs在高级氧化单元中发生氧化反应，转化为水溶性和可生化性较好的小分子

VOCs，进一步在生物净化单元处理。废气湿度 50%～60%，废气停留时间 30～
50s，液气比<3:1，温度 15℃～35℃。对卤代烃、硫化氢、甲苯、四氢呋喃等的

处理效率均达到 90%以上。生物滤塔采用“真菌-细菌”复合菌剂进行接种挂膜，

启动时间短，并耦合了高级氧化技术，提高了VOCs的可生化性。石油炼化、医

药化工等行业生产过程和污水处理厂（站）排放的低浓度VOCs及恶臭气体的净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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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

5.1 国外相关标准

美国等欧盟发达国家对工业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排放控制和标

准的研究方面起步早，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如美国针对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涉

及的各种不同行业制定了非常细致和有针对性的排放标准。欧盟则以各种指令的形

式颁布，包括有溶剂使用指令、涂料指令、综合污染预防与控制指令等。除此之外

还有世界银行、日本等地，也出台了相关的法规与标准。

5.1.1 美国

美国对涂装企业VOCs排放的管控起步较早，上世纪 60年代就颁布了“标准-66”，

要求涂装过程排放到大气中的 VOCs 应低于所使用溶剂总量的 15%，随后又颁布的

Standards of Performance for New Stationary Sources（NSPS即新污染源排放标准）和

Emission Standards for Hazardous Air Pollutants（NESHAP即国家危险空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两项标准，对不同类型的涂装企业排放的VOCs和有害空气污染物（HAPs）提出

了控制要求。美国这两项标准均采用工件表面沉积的单位固体份所对应的 VOCs和

HAPs排放量控制，是一种排放强度标准。但是，由于考核比较困难，很少有国家采用这种

指标体系。典型涂装过程排放限值如表 5.1-1。

表 5.1-1 美国典型涂装过程 VOCs排放限值
涂装对象 限值要求

大型设备表面涂装 0.90kg/L
金属家具表面涂装 0.90kg/L

商用机器塑料零件表面

涂装

底涂/色漆 1.5kg/L
纹理/补漆 2.3kg/L

金属线圈表面涂装 0.28kg/L

美国 EPA于 2004年发布的《有害空气污染物国家排放标准：金属部件及产品

的表面涂装》标准子类别中包含各类金属容器表面涂装。该标准以 2004年 1月 2日

为时段对金属部件及产品的表面涂料排放限值进行时段划分，其中规定既存污染源及

新源排放限值如表 5.1-2 所示，各类污染源排放限值以单位固体涂料的体积中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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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气体污染物（HAP）年排放量表示。

表 5.1-2《有害空气污染物国家排放标准：金属部件及产品的表面涂装》既存污

染源及新源金属部件及产品的表面涂装排放限值

涂装类型
排放限值（kgHAP/L固体涂料）

既存源 新源

一般性涂装 0.31 0.23
高性能涂装 3.3 3.3
磁铁线涂装 0.12 0.050

橡胶-金属涂装 4.5 0.081
极端性能含氟聚合物涂装 1.5 1.5

5.1.2 欧盟

欧盟对固定源的排放管理主要包括大型燃烧装置、废物焚烧装置、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以及《综合污染防治指令》，形成了重点行业、重点污染物、综合预防指令

体系。其中跟涂装相关的主要为：《关于特定活动和设施中使用有机溶剂的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的排放限值的指令》（1999/13/EC）、《在装饰用涂料和油漆以及车辆清洗产

品中使用有机溶剂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限值的指令》（2004/42/EC）以及《欧洲工业

排放与污染防控一体化指令（修订按）》（2010/75/EC）。三者的关系是 2004/42/EC

是对指令 1993/13/EC的增补，适用对象主要包括涂料、清漆和车辆表面整修产品三

类；而 2010/75/EC是对 1993/13/EC的修订。相关的标准规定详见表 5.1-3～6。

表 5.1-3 欧盟各类工业涂装活动 VOCs排放限值（2010/75/EC）

阈值（溶剂

消耗量限

值，单位：

t/a）

废气排放

限值（mg
C/Nm3）

无组织

排放限

值

总排放

限值

特殊条款
新

设

备

已

有

设

备

新

设

备

已

有

设

备

汽车涂层（<15）
及汽车修补漆

50 25

卷材涂层（>25） 50(1) 5 10
(1)对于可使用回收溶剂

的技术，排放限值应为

150
其他涂层，包括

金属、塑料、织

物(5)、纤维、薄膜、

5-15
>15

100(1)(4)

50/75(2)(3)(4)
25(4)

20(4)

(1)排放限值应用于封闭

状态进行的涂层处理和

干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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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溶剂

消耗量限

值，单位：

t/a）

废气排放

限值（mg
C/Nm3）

无组织

排放限

值

总排放

限值

特殊条款
新

设

备

已

有

设

备

新

设

备

已

有

设

备

及纸张的涂层 (2)第一种排放限值应用

于干燥处理，第二种排放

限值应用于涂层处理。

(3)对于可使用回收溶剂

的织物涂层设备，应用于

涂层处理及干燥处理的

总排放限值应为 150。
(4)无法在封闭环境中进

行的涂层活动（如造船和

飞机喷涂），可以不满足

排放限值。

(5)第3点所述活动包括织

物的圆网印花

绕组线涂层

（>10）
10g/kg(1)

5g/kg(2)

(1)应用于电线平均直径≤
用于电线平的设备。

(2)应用于所有其他设备。

木质表面涂层

（>15）
15-25
>25

100(1)

50/75(2)
25
20

(1)排放限值应用于封闭

环境中进行的涂层处理

和干燥处理。

(2)第一种排放限值应用

于干燥处理，第二种限值

应用于涂层处理。

皮料涂层（>10）
10-25
>25
>10(1)

85g/m2

72g/m2

150g/m2

排放限值以每平方米产

品排放的溶剂克数表示。

(1)应用于装饰以及包、皮

带、钱包等小型消费品的

皮料涂层活动。

胶粘涂层（>5）
5-15
>15

50(1)

50(1)
25
20

(1)对于可使用回收溶剂

的技术，应用于废气的排

放限值应为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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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车辆涂装 VOCs总排放限值（2010/75/EC）
活动（溶剂消耗
阈值，t/a）

生产阈值（指加
涂层物品的年产量）

总排放限值①

新设备 已有设备

新汽车涂层
（>15）

>5000 45g/m3或 1.3kg/
辆+33g/m2

60g/m3或 1.9kg/
辆+41g/m2

≤41g/单体车外
壳

或>3500带底盘

90g/m3或 1.5kg/
辆+70g/m2

90g/m3或 1.5kg/
辆+70g/m2

新车驾驶室涂层
≤车驾驶室 65 85
>5000 55 75

新中小型货车和
卡车涂层（>15）

≤15型货 90 120
>2500 70 90

新公共汽车涂层
（>15）

≤15汽车 210 290
>2000 150 225

①
：总排放限值用所排放的以克为单位的有机溶剂与以平方米为单位的产品表面积之比以

及排放的以千克为单位的有机溶剂与车体表面积之比表示。是指安装的所有步骤，从电镀或其
他涂层过程到最终的打蜡喷漆，也包括清洁加工设备时溶剂的使用，设备包括在生产时间内外
使用的喷漆台等其他固定设备。

表 5.1-5 涂料和清漆最大 VOCs含量限值（2004/42/EC）
序
号

产品目录 类型
第一阶段（g/L*）（从
2007.1.1开始）（即 2008

年执行限值）

第二阶段（g/L*）
（从 2010.1.1开

始）

1 内墙和天花板用哑光涂料
水性
溶剂型

75
400

30
30

2 内墙和天花板用亮光涂料
水性
溶剂型

150
400

100
100

3 矿物外墙用涂料
水性
溶剂型

75
450

40
430

4 木头、金属、塑料用内部/外
部装饰涂层油漆

水性
溶剂型

150
400

130
300

5 内部/外部装饰清漆和木材染
色剂

水性
溶剂型

150
500

130
400

6 薄膜型木材染色剂
水性
溶剂型

150
700

130
700

7 底漆
水性
溶剂型

50
450

30
350

8 粘合底漆
水性
溶剂型

50
750

30
750

9 单组份功能涂料
水性
溶剂型

140
600

140
500

10 双组分功能涂料
水性
溶剂型

140
550

140
500

11 多色涂料
水性
溶剂型

150
400

100
100

12 装饰效果涂料
水性
溶剂型

300
500

200
200

*：g/L准备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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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6 涂料和清漆最大 VOCs含量限值（2004/42/EC）

序号 产品目录 涂料
VOCs（g/L*）（2007.1.1）（即

2008年执行限值）

1 预备和清洗产品
预备产品

预清洗产品

850
200

2 汽车底胶/阻塞物 所有类型 250

3 底漆
腻子/填料和普通的金属底漆

清洗底漆

540
780

4 面漆 所有类型 420
5 特殊的罩面漆 所有类型 840

*：g/L准备在产品上使用，除了 a类产品，其他产品的水分含量应当扣除。

5.1.3 日本

日本对涂装过程排放的VOCs控制起步较晚，2004年 5月 26日，日本公布了修订

版《大气污染防治法》，通过此次修订，将挥发性有机物也列为规制对象。这是时隔 8

年首次追加规制对象物质。日本基本上采取的是欧盟的控制体系，根据喷涂室及烘干室

送、抽风量的不同，分年限制定了汽车涂装及其它制品涂装的VOCs排放量限值要求。

对喷漆室，送排风量超过 100000m3/h时，汽车制造业已有设施排放小于 700ppmC，

新建设施小于 400ppmC，其它制品涂装小于 700ppmC。对烘干室，送排风量超过

10000m3/h 时，木材、木制品（含家具等）的排放小于 1000ppmC，其它行业小于

600ppmC。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制度》于 2006年 6月开始实施。为共同推进实施VOCs

的排放规定和企业的自主处理能力，VOCs排放规定中设定了不同排放设施各规模

条件下的排放标准，如表 5.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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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7日本《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制度》

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出设施及排放标准表

挥发性有机物排出设施 规模条件
排放标准

（ppmC）

挥发性有机物溶剂化学产品制造干燥设施 风机送风能力3000m3/h
以上

600

涂装设施

（喷涂）

汽车制造 风机排风能力

100000m3/h以上

现有700
新设400

其他 700

用于涂装的烘干设备

（除电镀涂层和喷涂）

木材及木制品（含家具

）的制造 风机送风能力10000m3/h
以上

1000

其他 600
印刷电路覆铜层压板、合成树脂层容器包装、粘合

带及片材粘合剂的干燥设施
风机送风能力5000m3/h

以上
1400

粘合烘干设备（木材及木制品制造的烘干设施和下栏

所述设施除外）
风机送风能力15000m3/h

以上
1400

工业产品清洗设施

（清洁和干燥设施）

与空气接触面积5m2以

上的清洗剂
400

5.2国内相关标准

5.2.1 国家层面

目前，国家层面尚未出台针对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仅有《大气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该两

个标准涉及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浓度限值见表5.2-1。国家加大力度控制VOCs排放，

在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中对涂料中有机物含量、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涂料的使用比

例、有机废气收集效率等作出相关规定。政策文件包括《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制

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33号)》、《重点区域大气污染

“十二五”规划(环发[2012]130号)》、《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公告

2013年第 31号 2013-05-24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号)》、《大

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环保部公告 2014年 第 55 号）、

《“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减排工作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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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国家标准有机污染物指标浓度值（mg/m3）

有机污染

物

大气综合性排放标准（GB16297-1996）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标准（征求意见

稿）

有组织 企业边界无组织 厂区内

苯 12 0.4 —
甲苯 40 2.4 —

二甲苯 70 1.2 —
甲醛 25 0.2 —
乙醛 125 0.04 —
甲醇 190 12 —

苯胺类 20 0.4 —

非甲烷总

烃

120（使用溶剂汽油

或其他混合烃类物

质）

4
10（一次值 30）, 特别排放限值 6（一次

值 20）

5.2.2 地方或地区性标准

鉴于国家未出台针对涂装工序 VOCs 排放标准，部分地区根据当地环境管理

的需要，陆续出台相关的排放标准。

（1）香港

2009 年 10 月香港特区政府修订了《空气污染管控〈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条

例》（即管现条例），以此作为实现减排目标的一部分。根据修订内容，将从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分阶段加大控制力度，控制范围也将扩大到 14 种车辆修补漆和

涂料、36 种船舶和工艺品油漆和涂料以及 47 种粘合剂和密封剂。具体管制建筑

涂料、印刷油墨、消费品、汽车修补涂料、船舶和游艇船只、粘合剂和密封剂的

挥发性有机物的管制。其中，汽车修补涂料与船只漆料的 VOCs 含量要求如表

5.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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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香港汽车修补涂料及船只漆料 VOCs含量限值

行业 涂料
VOCs最高限值（克/公升涂料）

2011年 10月 1日生效 2012年 4月 1日生效

受规管汽

车修补

粘合促进剂 840 -
透明涂料（非哑光装饰） 420 -
透明涂料（哑光装饰） 840 -

彩色涂料 420 -
多彩涂料 680 -
预处理涂料 780 -

底漆 540 -
单级涂料 420 -

临时保护涂料 60 -
纹理及柔软效果涂料 840 -
卡车货斗衬垫涂料 310 -

车身底部涂料 430 -

船只

天线涂料 530 -
橡胶粘介剂 730 -
极高光涂料 490 -
耐热涂料 420 -
高光涂料 340 -
耐高温涂料 500 -
无机锌涂料 650 -

低活性内部涂料 420 -
海用保养涂料 450 -
金属耐热涂料 530 -

导航辅助器涂料 340 -
预处理底漆 550 -

预处理蚀洗底漆 780 -
修理及保养热塑涂料 550 -

防锈底漆 610 -
铝丝热喷涂密封剂涂料 700 -

特色标识涂料 490 -
过渡涂料 610 -

容缸内层涂料 500 -
水底武器系统涂料 340 -

防污涂料 - 400
防污封固底剂涂料 - 420

其他船只涂料 3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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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台湾

台湾根据被涂物不同将涂装企业分为汽车制造业涂装和一般工业涂装，要求

涂装工序使用的挥发性有机物质应记录其购置、贮存、使用及处理等资料，每月

做成报告书，向主管机关申报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量。

对于汽车制造业涂装，《汽车制造业表面涂装作业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规

定：（1）干燥室废气的 VOCs 应符合破坏去除效率 90%及排放管道排放标准

60mg/m3(未经含氧量校正);（2）表面涂装相关作业的 VOCs 排放标准应符合

90g/m2。

对于一般工业涂装，排放浓度限值≤于一般工业涂或排放削减率≥排放削。

（3）其它省市

截止 2019年 8月，北京、天津、河北、陕西、上海、重庆、四川、广东、江苏、

浙江、山东、福建、湖南、江西等 14个省市已制定或正在制定涉及涂装工序的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各地不仅针对涂装的重点行业，如汽车制造、船舶制造、家具制

造、集装箱制造等行业制定了相应排放标准，而且部分省份也出台了涉涂装工序的

其它行业的排放标准。排放标准的指标项目主要包括苯、甲苯、二甲苯、甲苯与二

甲苯合计、苯系物、非甲烷总烃、（总）VOCs等，浓度排放限值比《国家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更加严格。个别标准对涂料中的有机溶剂含量、

单位涂装面积 VOCs排放量或 VOCs最低去除率等进行了规定。

我国各省市表面涂装相关标准发布情况见表 5.2-3，标准值见附表一。

表 5.2-3 各省市工业涂装相关标准情况一览表

地方 编号 标准名称 状态

北京

1 木质家具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202-2015）

发布
2 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226-2015）

3 汽车整车制造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227-2015）

4 汽车维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228-2015）

广东

5 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4-2010）

发布6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6-2010）

7 集装箱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44/183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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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8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 发布

9 木质家具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征求

江苏
10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2/2862-2016） 发布

11 表面涂装（家具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2/3152-2016） 发布

山东

12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1部分：汽车制造业（DB37/2801.1-2016）

发布13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3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

14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5部分：表面涂装行业（DB37/2801.5-2018）

陕西 15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61/T 1061-2017） 发布

上海

16 汽车制造业（涂装）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859-2014）

发布17 船舶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934-2015）

18 家具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1059-2017）

天津 19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14） 发布

浙江 20 《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2146-2018） 发布

重庆

21 摩托车及汽车配件制造表面涂装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50/660-2016）
发布22 汽车维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661-2016）

23 家具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757-2017）

四川 24 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51/2377-2017） 发布

福建

25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2-2018 发布

26 《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3-2018 发布

27 《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4-2018 发布

湖南 28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及维修）挥发性有机物、镍排放标准》
DB43/1356-2017 发布

江西
29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5部分：汽车制造业》（DB36/1101.5-2019） 发布

30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6部分：家具制造业》（DB36/1101.6-2019）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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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6.1 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要求、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河南省现有工业涂装工序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管理，以及新建、

改建、扩建涂装生产线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排污许可证核发及其投产后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的家具制造业（C21）、

金属制品业（C33）、通用设备制造业(C34)、专用设备制造业(C35)、汽车制造业(C36)、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C37)、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C43）、汽车修理与维护（O8111）企业工业涂装工序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管理。

6.2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根据河南省涉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现状和标准内容的设置，定义

了涂料、涂装、工业涂装工序、汽车整车制造、挥发性有机物、非甲烷总烃、最高

允许排放浓度、处理效率、无组织排放、标准状态、排气筒高度、现有企业、新建

企业共 13个术语。上述术语来自相关国家排放标准、涂装技术术语、其他省份排放

标准等标准。

6.3时段划分

本标准规定新建企业执行时间为标准发布后的实施时间，现有企业推后半年开

始执行。

本标准与省内相关企业目前执行的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文相比，标准限值、

去除效率、无组织排放控制等要求更加严格，考虑到部分现有企业需进行涂装工艺

调整或污染治理设施的提标改造后才可满足本标准要求，因此本标准中规定新建企

业在标准发布实施后即执行，同时为现有企业预留半年左右的改造适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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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控制指标选取

6.4.1控制指标的选择原则

在调研分析我省涉涂装工序工业企业产排污现状的基础上，并结合国家和其他

省份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对控制指标进行筛选，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优先控制排放浓度高、毒性与健康危害大以及光化学反应活性强的污染因

子；

（2）充分考虑控制指标的监测和分析方法的可操作性；

（3）对于一些污染物浓度低、毒性小的指标尽量通过综合性指标项目控制。

6.4.2 控制指标的确定

本标准采用特征指标+综合指标的形式对涂装工序的挥发性有机物进行控制。

6.4.2.1 特征控制指标的确定

工业涂装工序 VOCs的主要来源是涂料、稀释剂、固化剂和清洗溶剂等含 VOCs

原辅材料使用。通过文献资料调查，涂装企业原辅材料中常见的 VOCs 组分见表

6.4-1。

表 6.4-1 涂装企业排放的常见 VOCs组分
VOCs类型 涂料中VOCs 主要组分

烃类
苯、甲苯、间，对-二甲苯、邻-二甲苯、1，2，4-三甲苯、1，3，5-三甲苯、

乙苯、苯乙烯、正己烷

醇类 异丙醇、正丁醇

酯类 乙酸乙酯、乙酸乙烯酯和乙酸丁酯

酮类 丙酮、甲乙酮、4-甲基-2-戊酮

卤代烃 氯甲烷、二氯甲烷

（1）毒性与健康危害

有机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影响主要为三种：一是感官刺激气味；二是粘膜刺激和

其它系统毒性导致的病态，刺激眼粘膜、鼻粘膜、呼吸道和皮肤等，使人产生头痛、

乏力、昏昏欲睡和不舒服的感觉；三是基因毒性和致癌性。因此有机污染物组分的

毒性与健康危害是单项控制指标选取的重要依据，以涂装企业排放的常见 VOCS组

分为基础，分析其毒性与健康危害见表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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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2 涂装企业常见 VOCs组分毒性与健康危害
VOCs特征因子 毒性及危害

苯

中等毒性。LD50: 3306mg/kg(大鼠经口)；48mg/kg(小鼠经皮)。高浓度苯

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引起急性中毒；长期接触苯对造血系统有

损害，引起慢性中毒。

间-对二甲苯
中等毒性。LD50 (大鼠经口)5000mg/Kg，LC50 (大鼠吸入)19747mg/m3，
4 小时，大鼠经口最低中毒剂量（TDL0）：19 mg/m3。二甲苯对眼睛及

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高浓度对中枢神经有麻醉作用，短时吸入较高浓

度本品可出现眼及上呼吸道刺激等症状。
邻二甲苯

乙苯
中等毒性。本品对皮肤、粘膜有较强刺激性，高浓度有麻醉作用。LD50

：3500 mg/kg（大鼠经口），5 g/kg（兔经皮）。

甲苯

中等毒性。LD50：1000mg/kg （大鼠经口）12124 mg/kg（兔经皮），

LC50：5320ppm 8 小时 （小鼠吸入）;对皮肤、粘膜有刺激作用，对

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

1,3,5-三甲苯
低毒。蒸气或雾对眼、粘膜和上呼吸道有刺激性。接触后可引起头痛、

头晕、恶心、麻醉作用。可引起皮炎。1,3,5-三甲苯毒性强度与二甲苯相

同。空气中最高容许浓度为125mg/m3。1,2,4-三甲苯

苯乙烯
对眼和上呼吸道粘膜有刺激和麻醉作用。高浓度时，立即引起眼及上呼

吸道粘膜等的刺激反应。

异丙醇

低毒。LD50：5045 mg/kg(大鼠经口)；12800 mg/kg(兔经皮)。接触高浓

度蒸气出现头痛、倦睡、共济失调以及眼、鼻、喉刺激症状。长期皮肤

接触可致皮肤干燥、皲裂。

甲乙酮

低毒。LD50：3400mg/kg(大鼠经口)，6480mg/kg(兔经皮)。对眼鼻、喉、粘膜有刺激

性。长期接触可致皮炎。

乙酸乙酯

低毒。LD50：5620mg/kg(大鼠经口）；4940mg/kg（兔经口）；

LC50 5760mg/m3，8小时（大鼠吸入）；人吸入2000ppm×60分钟，严重

毒性反应；人吸入800ppm，有病症。

丙酮 微毒性，对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并对黏膜有刺激作用。

甲基异丁基酮
LD50：2080mg/kg(大鼠经口) LC50：8000ppm 4小时(大鼠吸入)；人吸入

(4．1g/m3)时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和麻醉。

正丁醇

低毒。本品具有刺激和麻醉作用。主要症状为眼、鼻、喉部刺激，在角

膜浅层形成半透明的空泡，头痛，头晕和嗜睡，手部可以生接触性皮炎

。

异丁醇

微毒性。口服- 大鼠 LD50: 2460 mg/kg(大鼠经口); 4940mg/kg（兔经皮）

；轻度刺激皮肤，强烈刺激眼睛、粘膜和呼吸道。接触高浓度的蒸气可

引起暂时性麻醉。

乙酸丁酯
低毒。LD13100mg/kg（大鼠经口）。对眼及上呼吸道均有强烈的刺激作

用，有麻醉作用。

由上表可见，苯、甲苯、二甲苯和乙苯等苯系物的毒性较强属于中毒性，其余

有机污染物组分的毒性较低，属于低毒或微毒。

（2）光化学反应活性

http://baike.baidu.com/view/2056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9912.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A%AE%E8%86%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C%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2%98%E8%86%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BC%E5%90%B8%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2%B8%E6%B0%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A%BB%E9%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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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空气资源管理委员会采用最大增量反应活性系数(Maximum

Incremental Reactivity，MIR)，表示单位质量有机污染物组分生成 O3的潜势(OFP)，

以此评价其光化学反应活性大小。MIR值越大，表示单位质量的 VOCs组分生成的

O3越多，即对光化学污染的贡献越大。以上述筛选的常见有机污染物为基础，分析

其MIR值，见表 6.4-3。

表 6.4-3有机污染物组分光化学反应活性分析(MIR(gO3 /gVOCs))
VOCs组分 MIR值(gO3/gVOCs)

苯 0.72
甲苯 4.0

间-二甲苯 9.75
对-二甲苯 5.84
邻-二甲苯 7.64

1，3，5-三甲苯 11.76
1，2，4-三甲苯 8.87

乙苯 6.57
苯乙烯 1.73
异丙醇 0.61
正丁醇 2.88
异丁醇 2.51
丙酮 0.36

甲乙酮 1.48
甲基异丁基酮 3.88
乙酸乙酯 0.63
乙酸乙烯酯 3.20
乙酸丁酯 0.83

由上表分析可见，甲苯、二甲苯、三甲苯和乙苯的MIR值较大，其光化学反应

活性较强。

（3）本标准中特征控制指标的确定

根据前述分析，并参考国内其他省份相关标准中的控制因子情况，本标准中拟

选取苯、甲苯、二甲苯做为本标准中控制的特征因子。

6.4.2.2 综合控制指标的确定

工业涂装工序涂料和有机溶剂等种类繁多，造成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组分复杂，

在标准中对每种有机污染物单独设置排放限值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较差。此外，随

着涂装技术的不断发展，涂装工序使用的涂料和有机溶剂等原料也不断升级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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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造成特征污染因子不断变化，因此除了设置适当的单项控制指标，还需要设置综

合性挥发性有机物控制指标来全面控制有机污染物排放。

根据国家新发布的《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其

中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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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甲烷总烃作为污染控制项目”，考虑到监测的便捷性，本标准中以非

甲烷总烃做为综合控制指标。

综上，本标准筛选确定以苯、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做为控制指标。

6.5标准框架的确定

（1）我省目前执行的建议值情况

2017 年 6 月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以豫环攻坚办

[2017]162号文发布了《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

议值的通知》，在参照河北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我省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建议

值，该通知中涉涂装工序的建议值分类为：家具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表

面涂装业，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中又细分为：汽车制造企业和其他。其中的建

议值中家具制造业和表面涂装业的限值相同。经梳理可将现执行的建议值分为：汽

车制造业、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其他三个类别。

（2）国内其他省份标准分类情况

根据对国内已发布相关标准的 13个省份标准分类情况分析，标准限值类别划分

主要包括：汽车（整车）制造业、汽车维修业、（木质）家具制造业、船舶制造业、

集装箱制造业、其他涉涂装工序的行业。其中的汽车（整车）制造业、家具制造业

标准限值相比各自省份的其他行业均比较严格，船舶和集装箱制造业相比限值更宽

松一些。

（3）本标准拟定的行业类别划分确定

我省 2017年发布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建议值、2019年又发布了挥发性有机物治

理方案，治理方案中主要提出了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需采取组合工艺进行处理。根据

调研时了解的情况，我省相关企业已进行了两轮次的治理改造，涂装行业挥发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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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物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

本标准计划年内发布实施，为保持省内相关政策要求的连贯性、避免各相关企

业短期内对生产工艺或污染治理设施重复改造。本标准的制定将充分考虑现有的相

关政策要求，以现有建议值为基础进行论证调整。

根据实地调研情况，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汽车制造业包括的汽车整车制造、汽

车发动机制造、改装汽车、低速汽车、电车制造、汽车车身和挂车、汽车零部件和

配件制造中，汽车整车制造一般年产量较大、自动化程度高、涂装工艺先进（多数

工段采用机器人喷涂）、末端治理一般采取 RTO或沸石转轮+RTO等先进治理技术，

其他汽车或车身制造企业的装备水平和治理水平均与汽车整车制造企业有明显差

距。另据 2017年环统数据结果，519家涉涂装工序的重点调查单位 VOCS总排放量

为 2272t，其中 11家汽车整车制造企业的排放量为 683.2t/a，排放量占比达 30%，

企业数量占比仅为 2%。故本标准中拟将汽车整车制造业单独列出，提出更严格的

控制标准。

我省属内陆省份，目前船舶制造和集装箱制造企业数量总计有 6家，主要为小

型的船舶或集装箱房，其涂装过程与其他大型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涂装过程差别不大，

因此不再对其进行单独控制。

根据 2017年环统数据，除汽车制造业外涉涂装工序其他行业中排放量较大还有

金属制品业、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根据调研情况，排放量相对

较大的其他几个行业中除摩托车、助动车制造类企业生产中自动化程度相对较高外，

其余行业差别不大。其他类别的生产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单个企业有机废气污染

物排放量小是其典型特点。

根据此次的调研情况，本标准拟对目前的建议值进行加严控制，目前的家具制

造业与其他涂装企业限值相同，另外，2017年环统数据中我省重点调查单位家具制

造业 VOCS排放量仅有 44.5t。我省家具制造类企业生产规模较小，另外考虑到标准

执行过程的平稳过渡，本次不再对家具行业另行控制。

综上，本标准中将划分为汽车整车制造、涉涂装工序的其他行业进行分别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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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标准限值的确定

6.4.1有组织浓度排放限值的确定

标准编制组在郑州、洛阳、濮阳、新乡四个地市地调研了汽车制造、家具制造、

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类 30余家企业，搜集了 10

家相关企业的自行监测数据，同时选取了 4家典型企业进行了实地监测。搜集到的

自行监测数据见表 6.6-1，此次标准编制组委托监测的结果见表 6.6-2~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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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收集的调研企业挥发性有机物处理排放情况一览表

行业类

别

企业名称 处理措施 监测位置 废气量

（m3/h）
污染因子浓度（mg/m3）

苯 甲苯 二甲苯 甲二甲合计 非甲烷总烃

C21家
具制造

A木质家

具制造

过滤棉+UV 光

解+活性炭

喷漆车间排

放口

7191-7240 未 检 出

-0.376
未检出-0.168 未检出-0.474 未检出-0.642 0.33-0.44

C37其
他运输

设备

B三轮摩

托车

水洗 喷漆工序排

放口

2010-2030 1.09-3.15 1.91-3.26 4.35-5.06 10.6-11.8

催化燃烧 烘干工序排

放口

2130-2200 2.99-3.65 5.07-6.22 8.72-8.27 21.4-24.5

C33金
属制品

C办公家

具

UV 光氧+活性

炭

喷塑固化工

序排放口

6200-6900 19.3-20.7

C36汽
车制造

D汽车车

身、挂车

水过滤 +活性

炭

喷漆房排放

口

7470-7590 0.318-0.354 1.52-1.63 2.33-2.56 3.94-4.13 6.32-6.75

C33金
属制品

F钢结构

制造

UV光氧 喷漆房 1 进

口

26500-27800 2.41-3.74 12.6-16.5 15.01-19.41 34.8-67.1

喷漆房 1 出

口

0.363-0.434 0.496-0.990 0.882-1.424 11.6-17.7

UV光氧 喷漆房 2 进

口

37800-38700 0.352-0.465 47.4-53.2 47.75-53.59 32.3-62.9

喷漆房 2 出

口

未检出 5.95-6.65 5.95-6.6 8.81-13.8

C34通
用设备

制造

G阀门制

造

水幕+水喷淋+
活性炭 +过滤

棉+光氧催化

大喷漆房排

放口

21500-21900 0.895-0.963 0.948-1.64 4.25-8.19 5.198-9.83 16.2-21.4

水幕+活性炭+
过滤棉 +光氧

催化

小喷漆房排

放口

10500-11000 0.438-0.646 0.925-1.04 5.31-6.71 6.236-7.75 18.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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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5专
用设备

制造业

H混凝土

搅拌设备

制造

UV 光氧+活性

炭

油漆车间排

放口

28339-28532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81-4.01

C35专
用设备

制造业

I混凝土

搅拌设备

制造

活性炭吸附 +
催化燃烧

喷漆房排放

口

14800-15400 0.263-0.268 0.0015-0.093
3

0.562-1.26 0.5635-1.3533 9.08-10.05

C36汽
车制造

J客车制

造

沸 石 转 轮

+RTO
涂装烘干排

放口

143000 0.0390 <0.0015 <0.0015 <0.0015 4.38

RTO 清漆烘干排

放口

9700 0.0181 <0.0015 <0.0015 <0.0015 0.85

RTO 面漆烘干排

放口

3630 0.0193 <0.0015 0.161 0.161 4.04

RTO 彩条烘干排

放口

5000 0.0206 <0.0015 <0.0015 <0.0015 3.81

RTO 中涂烘干排

放口

3740 0.0062 <0.0015 <0.0015 <0.0015 3.43

RTO 电泳烘干排

放口

29300 0.0183 <0.0015 0.0024 0.0024 4.25

沸 石 转 轮

+RTO
涂二东喷漆

排放口

568000 0.0262 <0.0015 1.22 1.22 3.69

沸 石 转 轮

+RTO
涂二西喷漆

排放口

684000 0.0313 <0.0015 <0.0015 <0.0015 5.06

C36汽
车制造

K 改装车

制造

转轮吸附浓缩 涂装 A区转

轮 A进口

38200-39900 0.347-0.359 0.383-0.460 15.8-20.3 16.183-20.76 18.1-23.5

涂装 A区转

轮 A出口

80200-83800 0.182-0.419 0.220-0.438 5.81-6.75 6.248-6.97 7.1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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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装 A区转

轮 B进口

83800-94900 0.163-0.990 0.349-1.11 17.9-18.5 18.849-19.01 20.3-23.4

涂装 A区转

轮 B进口

100000-10300
0

0.110-0.402 0.143-0.357 4.63-5.01 4.987-5.153 6.31

涂装 A区转

轮 C进口

74700-82900 0.136-0.361 0.251-0.441 13.7-14.0 13.951-14.441 16.2-17.9

涂装 A区转

轮 C进口

97500-97700 0.009-.034 0.007-0.079 0.009-1.02 0.016-1.099 1.22-1.23

RTO 蓄热燃烧

炉

涂 装 A 区

RTO蓄热燃

烧炉进口

56500-62100 0.286-1.04 0.645-1.56 25.4-28.9 26.045-30.46 31.7-43.5

涂 装 A 区

RTO蓄热燃

烧炉出口

23000-26200 0.082-0.293 0.08-0.437 4.06-4.51 4.14-4.947 4.6-5.75

转轮吸附浓缩

+RTO 蓄热 燃

烧炉

涂装 A区排

气塔总排口

140000-14900
0

0.059-0.010
7

0.043-0.109 0.015-1.35 0.058-1.459 1.5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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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苯

本标准中对所有涉涂装工序行业有组织排放苯浓度限值均设定为 1mg/m3，我省

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文的建议值相同。

调研搜集的监测数据和本次委托监测数据中，苯有组织排放浓度范围为未检出

~0.963mg/m3，均可满足该限值要求。监测数据统计见表 6.6-5。

表 6.6-5 苯有组织排放浓度范围一览表

因子 进口浓度范围 mg/m3 外排浓度范围 mg/m3

苯 未检出--0.963

国家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苯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为 12mg/m3；国内其

他 13个省份与涂装相关的排放标准中，除北京、上海的家具制造业、山东（汽车制

造为 1mg/m3）的浓度限值为 0.5mg/m3外，其余省份的浓度限值均为 1mg/m3。本标

准中的浓度限值与国内绝大多数省份限值相同。

（2）甲苯、二甲苯

本标准中对所有涉涂装工序行业有组织排放的甲苯二甲苯合计排放限值设定为

20mg/m3，与我省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文的建议值先比，除建议值中规定的其他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限值为 30mg/m3，其他均为 20mg/m3。

调研搜集的监测数据和本次委托监测数据中，甲苯有组织排放浓度范围为未检

出~0.365mg/m3、二甲苯有组织排放浓度范围为未检出~8.19mg/m3、甲苯二甲苯合计

排放浓度范围为未检出~9.83mg/m3，均可满足该限值要求。监测数据统计见表 6.6-6。

表 6.6-6 甲苯、二甲苯有组织排放浓度范围一览表

因子 进口浓度范围 mg/m3 外排浓度范围 mg/m3

甲苯 未检出--0.365
二甲苯 未检出--8.19mg/m3

甲苯二甲苯合计 未检出--9.83mg/m3

本标准限值与国内其他省份限值对比情况见表 6.6-7。

根据对比情况可以看出，本标准所定限值基本与中西部地区限值相当，比北京

及沿海发达地区略微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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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7 本标准甲苯二甲苯合计限值与其他省份对比情况一览表 浓度单位：mg/m3

区

域

省

份

标准名称 甲苯 二甲苯 甲苯与二甲

苯合计

苯系物 本标准与其对比

情况

中

西

部

地

区

山

东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1部分 汽车制造业》（DB37/
2801.1-2016）

3.0
M 类、N 类汽车 12/
特殊用途汽车 16

M 类、N 类汽车

20/特殊用途汽车 40
宽松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2部分 铝型材工业》（DB37/
2801.2-2016）

15 20
宽松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3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 20 一致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5部分表面涂装行业(DB37/2801.5-2018) 5 15 与其加和一致

河

北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 2322-2016）
家具制造业 20 一致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 20 一致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其他企业 30 严格

表面涂装业 20 一致

陕

西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61 1061-2017）
汽车整车制造 20 一致

木质家具制造 20 一致

电子产品制造 5 10 与其加和宽松

表面涂装 5 15 与其加和一致

天

津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14）
汽车制造与维修--溶剂储运以及混合、搅拌、清洗、涂装工艺 20 一致

汽车制造与维修--烘干工艺 20 一致

家具制造——调漆、喷漆工艺 20 一致

家具制造——烘干工艺 20 一致

表面涂装---调漆、喷漆工艺 20 一致

表面涂装---烘干工艺 20 一致

四

川

《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51
2377-2017）

家具制造 5 15 与其加合一致

汽车制造 5 15 与其加和一致

表面涂装 5 15 与其加和一致

湖

南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及维修）挥发性有机物、镍排放标准》

（DB43/1356-2017）
汽车制

造 3
汽车制造 17 制造 25、维修 30 与其加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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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西

《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排 放 标 准 第 5 部 分 ： 汽 车 制 造 业 》

（DB36/1101.5-2019）
3

12 20 宽松

《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排 放 标 准 第 6 部 分 ： 家 具 制 造 业 》

（DB36/1101.6-2019）
20 一致

重

庆

《汽车维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50/661-2016 30

《汽车整车制造表面涂装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50/577-2015） 18
主城区 21/其他区域

40
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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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6 严格

《家具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DB 50/757-2017） 20 25 一致

北

京

上

海

及

沿

海

地

区

北

京

《木质家具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202-2015) 2 比其苯系物宽松

《汽车整车制造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1_1227—2015）
10

比其苯系物宽松

《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226-2015) 20 与其苯系物一致

《汽车维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228-2015) 10 比其苯系物宽松

上

海

《汽车制造业（涂装）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1/859-2014 3 12 21
《船舶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934-2015 3 25 45 比其加和严格

《家具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1059-2017 2 5 8 比其加和宽松

广

东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
816-2010）

18 60
宽松

《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 44/814-2010 20 一致

《集装箱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 44/1837—2016 20 一致

福

建

《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3-2018
汽车制造 3 15 20 比其加和宽松

家具制造 5 15 25 与其加和一致

船舶制造 3 25 45 比其加和严格

涉涂装工序的其他行业 3 15 30 比其加和宽松

浙

江

《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2146-2018 20 与其苯系物一致

江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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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2 20 比其加和宽松

《表面涂装（家具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DB32/3152-2016 20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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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汽车整车制造的非甲烷总烃

本标准中对汽车整车制造业有组织排放的非甲烷总烃排放限值设定为

40mg/m3，与我省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文的建议值先比，建议值中规定的汽车制

造业非甲烷总体限值为 50mg/m3，与其相比该类企业限值有所加严。

调研搜集和本次委托监测的汽车整车制造类企业数据中，各排放源有组织排放

非甲烷总烃的浓度范围为 0.85~9.26mg/m3，均可满足该限值要求。监测数据统计见

表 6.6-8。

表 6.6-8 汽车整车制造非甲烷总烃有组织排放浓度范围一览表

因子 进口浓度范围 mg/m3 外排浓度范围 mg/m3

非甲烷总烃 0.85--9.26

本标准汽车整车制造非甲烷总烃限值与国内其他省份限值对比情况见表 6.6-9。

本标准限值与中西部地区陕西、天津、湖南基本相当，比河北、四川严格，比山东、

江西、重庆的限值宽松。整体比北京及沿海发达地区宽松。

（4）其他涉涂装工序的非甲烷总烃

本标准中对除汽车整车制造业外涉涂装工序的其他行业有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

限值设定为 50mg/m3，与我省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文的建议值先比，整车制造业

外的汽车制造业限值与目前的建议值相同，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由建议值的

70mg/m3 加严到 50mg/m3，其他涉涂装工序行业由建议值的 60 mg/m3 加严到

50mg/m3。

调研搜集和本次委托监测的其他涉涂装工序企业数据中，各排放源有组织排放

非甲烷总烃的浓度范围为 0.33~24.5mg/m3，均可满足该限值要求。监测数据统计见

表 6.6-10。

表 6.6-10 其他涉涂装工序行业非甲烷总烃有组织排放浓度范围一览表

因子 进口浓度范围 mg/m3 外排浓度范围 mg/m3

非甲烷总烃 0.33--24.5

本标准涉涂装工序其他行业非甲烷总烃限值与其他省份对比情况见表 6.6-11。

本标准限值除比河北严格以外，与其他省份相比整体差别不大。主要多数省份采用

VOCS作为控制指标，按 1.2-1.4倍换算关系折算略微宽松一些，差别不是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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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9 本标准汽车整车制造非甲烷总烃限值与其他省份对比情况一览表 浓度单位：mg/m3

区域 省份 标准名称 非甲烷总烃 VOCS 本标准与其对比情况

中 西 部

地区

山东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1部分 汽车制造业》（DB37/ 2801.1-2016） M 类、N 类汽车 30/特殊用途

汽车 50
本标准比其 VOCS宽松

河北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 2322-2016）（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

50 严格

陕西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61 1061-2017）（汽车整车制造） 40 一致

天津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14）（汽车制造与

维修）

溶剂储运以及混合、搅拌、清

洗、涂装工艺 50/烘干工艺 40
本标准与其VOCS基本相当，

若考虑为非甲烷总烃，本标

准略微宽松

四川 《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51 2377-2017）（汽

车制造）

60 若折算为非甲烷总烃，本标

准比其严格。

湖南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及维修）挥发性有机物、镍排放标准》

（DB43/1356-2017）
制造 40、维

修 50
乘用车 50、其他车型 80 基本一致

江西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5部分：汽车制造业》（DB36/1101.5-2019） 30 TVOC乘用车 30、其他车型 75 宽松

重庆 《汽车整车制造表面涂装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50/577-2015） 30 主城区 30/其他区域 75 宽松

北 京 上

海 及 沿

海地区

北京 《汽车整车制造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_1227—2015） 25 宽松

上海 《汽车制造业（涂装）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1/859-2014 30 宽松

广东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 816-2010） 90（烘干室 50） 若折算为非甲烷总烃，本标

准严格

福建 《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3-2018（汽车制造） 50 严格

江苏 《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 32/ 2862—2016 乘用车 30/其他车 60 本标准比其乘用车宽松

注：根据有关研究结果，涂装工序中 VOCS约为非甲烷总烃的 1.2-1.4倍。

表 6.6-11 本标准涉涂装工序其他行业非甲烷总烃限值与其他省份相关标准对比情况一览表 浓度单位：mg/m3

区域 省份 标准名称 非甲烷总烃 VOCS 本标准与其对比情况

中西部

地区

山东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2部分 铝型材工业》（DB37/
2801.2-2016）

40 宽松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3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 40 宽松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5部分表面涂装行业(DB37/2801.5-2018) 50-70（分 2大行业） 基本相当

河北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 2322-2016）
家具制造业 60 严格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其他企业 70 严格

表面涂装业 60 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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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61 1061-2017）
木质家具制造 40 宽松

电子产品制造 50 一致

表面涂装 50 一致

天津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14）
家具制造——调漆、喷漆工艺 60 略宽松

家具制造——烘干工艺 40 宽松

表面涂装---调漆、喷漆工艺 60 略宽松

表面涂装---烘干工艺 50 宽松

四川 《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51 2377-2017）
家具制造 60 略宽松

表面涂装 60 略宽松

重庆 《汽车维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50/661-2016 50 一致

《家具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DB 50/757-2017） 30 40 宽松

北京上

海及沿

海地区

北京 《木质家具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202-2015) 10 宽松

《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226-2015) 50 一致

《汽车维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228-2015) 20 宽松

上海 《船舶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934-2015 预处理 50/室内涂装 70 略严

《家具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1059-2017 15 宽松

广东 《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 44/814-2010 30 宽松

《集装箱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 44/1837—2016 90 严格

福建 《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3-2018
家具制造 50
船舶制造 70

涉涂装工序的其他行业 60
浙江

《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2146-2018 汽车 50、其他 60
TVOC 汽车 100、其

他 120
江苏 《表面涂装（家具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DB32/3152-2016 40

注：根据有关研究结果，涂装工序中 VOCS约为非甲烷总烃的 1.2-1.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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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处理效率的相关要求

根据对其他省份相关标准的研究梳理，多数省份标准中除规定了排放浓度限

值外，还另汽车工业规定了单位涂装面积的 VOCS排放量限值，以及对各污染因

子的排放速率提出了限值要求。

2019 年 5 月，国家发布了《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37822-201），其中首次提出了挥发性有机物初始排放速率达到一定限值需

采取净化措施，并规定了最低去除效率要求。

为和国家标准相统一，本次在标准中提出了“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中 NMHC

初始排放速率≥2k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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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目前我省有 7

个地市位于“2+26城市（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属于标准中的重点地区；2

个地市位于汾渭平原地区，自 2018年起汾渭平原也成为了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

区域，故其要求与国家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标准中对重点地区的要求一致。

本标准中规定了处理效率要求，因而不再规定排放速率和单位涂装面积的排

放量限值。

6.4.2无组织浓度排放限值的确定

（1）目前执行的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文建议值

目前我省挥发有机物排放按照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文的要求进行管理，

其中规定了工业企业边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建议值和生产车间或生产设施边界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建议值，其中的生产车间或生产设施边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建

议值执行的条件为排气筒的去除效率不满足要求的情况。

本标准规定的为相关企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要求，涉及的为企业内

部的生产单元，因此，不再规定企业边界的无组织排放控制限值。依据国家最近

新发布的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控制标准，本次仅规定厂区内的无组织排放控制限

值。

（3） 本标准设定的厂区内无组织排放限值

根据企业调研情况，部分设备制造企业、汽车车身和挂车等企业，喷涂过

后经简单的晾干过后即将设备转出到喷涂车间外进行进一步晾干，此过程将会造

成大量的挥发性有机物的无组织排放。为有效控制企业的无组织排放情况，本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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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参考国家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标准设定了厂区内的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具体要求见表 6.6-12。该限值为国家无组织排放标准中的特别排放限值。

表 6.6-12 厂区内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限值 单位：mg/m3

污染物项目 排放限值 限值含义 无组织排放监控位置

NMHC
6 监控点处 1h平均浓度值

在厂房外设置监控点
20 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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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术经济可行性及环境效益分析

7.1 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

参考国内相关研究结论，相关处理技术及费用成本如下：

（1）吸附技术

对于活性碳吸附技术而言，由于其主要原理为基于活性碳的吸附来实现污染

物的去除，虽然其去除效率比燃烧类技术低，但由于工艺较为简单，并且风阻比

燃烧类降低 50%左右，也不需要燃料，活性碳费用比催化剂费用低，因此其投资、

运行成本与燃烧类相比有大幅下降导致治理成本显著下降。如采用颗粒活性炭或

活性炭纤维吸附，若处理能力在 3000m3/h~5000m3/h左右，吸附装置的投资一般

在 60万元~100万元左右，活性炭纤维一般在 150万元~200万元左右，活性炭的

运行费一般在 10万元~15万元之间。某公司采用碳纤维+活性炭吸附技术，总投

资为 6 万元，在标干流量 1542~5044m3/h 时，VOCs 去除率达 70%~90%左右。

对于低浓度 (120mg/m3)来说，其治理成本为 21~23 元 /kg；对于一般浓度

(1000mg/m3)，治理成本在 4.4~5.6元/kg；对于高浓度(10000mg/m3)，治理成本在

2.2~2.9元/kg。

（2）蓄热催化燃烧技术

蓄热催化燃烧技术，其治理成本的变化也表现为受浓度影响变化要比受风量

影响变化显著，但不同之处是：对于低浓度燃烧来说，同样需要补充燃料，但由

于设备内有催化剂，可降低燃烧温度，减少所需热量，故对于低浓度来说，可节

省燃料费，整体治理成本要比蓄热燃烧低 10%~20%；但对于相对高浓度而言

(1000mg/m3)，由于已经不需要额外补充燃料，此时其治理成本和蓄热燃烧持平；

随着浓度进一步提高，其催化剂的磨损消耗所占比重也有所增加，导致其治理成

本反而比蓄热燃烧有所增加。如某企业采用碱液喷淋+催化燃烧处理低浓度有机

废气，催化燃烧部分采用蓄热式催化燃烧法(RCO)，采用分体型蓄热式 RCO设

备。风量为 11000m3/h，废气污染物的处理效率为 76.8%~99%。该处理系统的催

化燃烧设备投资 96.4 万元，基础设施及其他为 37 万元，运行费共 46.61 万元/

年。整体而言，对于低浓度(120mg/m3)来说，其治理成本约为 62~111元/kg；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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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般浓度条件下 (1000mg/m3)，治理成本约为 6~12 元 /kg；对于高浓度

(10000mg/m3)，治理成本约为 0.5~1.1元/kg。

（3）蓄热燃烧技术

蓄热燃烧的治理成本受风量影响的变化情况不如受浓度影响的变化情况显

著。蓄热燃烧在给定风量的条件下，其治理成本随浓度的增加而成指数型衰减，

较大可能是因为：对于低浓度来说，其燃烧热值不足，需要大量补充燃料来进行

助燃；当浓度提高到 2000mg/m3时，已经不需要补充燃料进行助燃，故燃料费降

低明显，治理成本也有了大幅降低；当浓度提高到 10000mg/m3，其年处理量成

为制约治理成本的关键因素，故导致处理成本的进一步下降。蓄热式热力焚烧技

术的投资一般较高，通常单位投资在 150万元~300万元/(万 m3•h)左右，且其后

一般还设置喷淋装置进一步进行净化。某企业投入 1000 万元，建立 32000m3/h

废气蓄热焚烧处理系统(RTO)处理；另一企业投资 300万元进行综合废气处理系

统改造，20000m3/h综合废气处理设施 1套，采用三级碱液喷淋+RTO焚烧处理。

整体而言，对于低浓度(120mg/m3)来说，其中其治理成本在 73~120元/kg，对于

一般浓度条件下 (1000mg/m3)，治理成本约为 6~11 元 /kg，对于高浓度

(10000mg/m3)，治理成本在 0.4~0.97元/kg。

（4）转轮吸附浓缩-蓄热燃烧技术

除了上述单一技术外，在实际治理中也出现了一些组合技术，其中最为常见

的为转轮吸附浓缩-蓄热燃烧与蓄热燃烧相比其治理成本随浓度衰减的幅度更

大，如对于 2000m3/h的小风量排放来说，其治理成本在 3.8~320元/kg，远超于

蓄热燃烧的 0.97~120 元/kg;对于 10000m3/h 的大风量排放来说，其治理成本在

0.46~46元/kg，低于蓄热燃烧的在 0.4~73元/kg。这是因为对于转轮-蓄热燃烧技

术来说，其设备投资所占比重较大，一般而言，在几百到上千万不等，如果浓度、

风量都很低，那么设备的折旧费成为一个关键因素，如果浓度风量都比较高，那

么由于转轮浓缩所导致的燃料费节省因素所占比重将会下降，导致其治理成本高

于蓄热燃烧，只有在大风量、浓度又不是特别低的条件下 ，转轮浓缩所带来的

燃料费的节省才可能导致其治理比蓄热燃烧成本低。与蓄热燃烧相比，转轮-蓄

热燃烧的应用范围较窄，更适合大风量、低浓度条件下使用。整体而言，对于低

浓度 (120mg/m3)来说，其治理成本在 38~313 元 /kg；对于一般浓度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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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mg/m3)，治理成本在 4.6~38元/kg；对于高浓度(10000mg/m3)，治理成本在

0.5~4元/kg。

（5）活性碳吸脱附-催化燃烧技术

另外比较常见的组合技术为活性碳吸脱附-催化燃烧，与转轮-蓄热燃烧技术

相比，其造价降低，并结合了浓缩和催化燃烧的特点，燃料费也有明显改善，相

对而言，其治理成本降低较为显著。对于低浓度(120mg/m3)来说，其治理成本在

34~58 元/kg；对于一般浓度(1000mg/m3)，治理成本在 4.4~8.3 元/kg；对于高浓

度(10000mg/m3)，治理成本在 1.2~2.4元/kg。但安全隐患和废弃物(活性碳、催化

剂)处置等形成的成本也不容忽视。

（6）低浓度多组分工业废气生物净化技术

适用范围广，运行管理方便，二次污染少，VOCs的去除率可达 80%~90%。

以处理风量 45000m3/h计，设备投资 250万元，每年运行费用 35.5万元。

从部分汽车喷涂等相关 VOCs处理案例分析看，国内主流的 VOCs处理技术

均有成功应用，VOCs去除率均在 90%以上，其中 RTO和 RCO工艺技术的 VOCs

去除率达 98%以上，设备成本及运行维护费用见表 7.1-1。
表 7.1-1 部分案例分析

案例 处理工艺
设备投入费

用（万元）

运行维护

费（万元）

VOCs去
除率（%）

50000Nm3/h汽车喷涂车间

工程
回转式 RTO 1067 0.025 99.1%

15000m3/h干式机烘干工艺

有机废气净化工程
RCO 170 19.1 98

45000m3/h废气处理工程 生物净化 250 35.5 90

7.2 环境效益分析

本标准实施能有效推动企业逐渐淘汰高 VOCs含量的溶剂型涂料的使用，提

高表面涂装企业的环境管理水平。本标准 VOCs控制指标比国家挥发性有机物综

合排放标准更严，各相关企业要达到标准排放限值，需在现有排放水平上大幅度降

低 VOCs排放浓度。初步估算，本标准实施后可削减我省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量 20%~30%，，可大幅减少 PM2.5和 O3的光化学生成量，改善空气质量。


	1 项目背景
	1.1任务来源
	1.2 工作背景
	1.3 工作过程

	2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2.1改善河南省环境质量的迫切需要
	2.2 完善我省标准体系的迫切需要
	2.3 行业技术进步和污染治理水平提高的需要

	3 河南省涉工业涂装企业概况
	3.1 河南省涉涂装工序企业发展概况
	3.2 VOCs排放及治理情况

	4 工业涂装工序VOCS产排环节及污染控制技术分析
	4.1标准编制调研情况
	4.2涂装工序VOCS产排环节
	4.3 典型涂装材料的涂装工艺
	4.3.1 金属制品表面涂装
	4.3.2 木制品表面涂装
	4.3.3 塑料制品表面涂装

	4.4 典型行业的涂装工艺
	4.4.1 汽车制造
	（1）典型轿车涂装
	（2）典型客车涂装

	4.4.2 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4.4.3 木质家具制造
	4.4.4设备制造

	4.5  VOCS控制技术

	5 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
	5.1 国外相关标准
	5.2国内相关标准

	6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6.1 标准适用范围
	6.2 术语和定义
	6.3时段划分
	6.4控制指标选取
	6.5标准框架的确定
	6.6标准限值的确定

	7 技术经济可行性及环境效益分析
	7.1 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
	7.2 环境效益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