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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运行管理，提升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效果，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组

织编制了《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运行管理技术规范（试行）》。

请注意本规范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规范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规范由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制定。

本规范起草单位：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本规范起草人：罗超、刘玲英、刘郁葱、周咪、余宇帆、罗文旺、蔡慧华。

本规范由广东省生态环境厅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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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的运行控制、故障（不正常运行）处理、记录与报告的

管理规定与技术要求。本规范适用于广东省内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的运行管理，也可作为固定

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设计、施工和竣工的参考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规范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HJ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

HJ 942-2018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总则

HJ 944-2018 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总则（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有关规定确定的有机化合物。

在表征 VOCs 总体排放情况时，可采用总挥发性有机物（以 TVOC 表示）或非甲烷总烃（以

NMHC 表示）作为污染物控制项目。注：与 GB 37822-2019，定义 3.1 表述一致。

3.2 生产设施 production facilities

与产生排放 VOCs 有关的，直接参加生产过程或直接为生产服务的设备或设施。注：改写

HJ 942-2018，定义 3.1。

3.3 VOCs 治理设施 VOCs emission control facilities

对生产设施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挥发性有机污染物进行收集、净化、去除的设备或设施。注：

改写 HJ 942-2018，定义 3.2。

4 一般要求

4.1 VOCs 治理设施运行管理应符合 HJ 942-2018 第 6.2.1 条及所属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及核发

技术规范中规定的运行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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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VOCs 治理设施应设置明显标识和安全警示，包括但不限于：设备名称、流体走向、旋转设

备转向、阀门启闭方向和定位、高温警示等。

4.3 排污单位应建立 VOCs 治理设施运行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负责设施的运行管理，确保其正

常运行，稳定削减 VOCs 污染排放。

4.3.1 运行管理制度应规定 VOCs 治理设施运行维护的管理目标和管理要求，明确企业内部

相关部门（岗位）的职责与权限，并以文件发布、培训、演练等多种形式宣贯，确保相关人员掌

握、熟悉并遵照执行。

运行维护的管理目标应具体、合理、可达，如对设施运行率、VOCs 处理效率、故障率等提

出目标。

相关部门（岗位）包括：企业管理层，直接负责 VOCs 治理设施运行管理的部门（岗位），

以及资源保障、安全管理、人员管理等部门（岗位）。

4.3.2 操作规程应符合 VOCs 治理设施相关技术规范、设计方案及安全管理要求，明确设施

的启停程序、操作步骤、控制指标、巡视检查、维护保养、故障与应急处置、台账记录等内容。

4.3.3 排污单位应规定 VOCs 治理设施运行维护的责任部门（岗位），可根据需要委托第三方

服务机构协助责任部门（岗位）开展 VOCs 治理设施运行维护工作。

4.3.4 VOCs 治理设施运行维护人员应严格遵守 VOCs 治理设施操作规程和运行管理制度，

确保设施安全、正常运行。

4.4 排污单位应建立培训和监督检查机制，提高运行管理人员技术能力，每年至少开展 1 次运行

管理制度的实施情况评估，不断提高运行管理质量。

4.4.1 排污单位应通过人员培训和监督检查等手段，培养和保持运行管理人员的 VOCs 减排

意识和技术能力。

4.4.2 培训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VOCs 治理设施的运行管理制度、操作规程、相关技术规范、

政策文件及标准法规。

4.4.3 排污单位应对运行维护管理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价，分析未能完成的原因，提出改进

的措施。

4.5 VOCs 治理设施运行中的废气、废水、废渣、粉尘、噪声、振动等二次污染排放，应符合生

态环境保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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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行维护要求

5.1 启停程序

5.1.1 VOCs 治理设施应：

－在生产设施启动前开机；

－在生产设施运营全过程（包括启动、停车、维护等）保持正常运行；

－在生产设施停车后，将生产设施或自身存积的气态污染物全部净化处理后停机。

5.1.2 VOCs 治理设施间歇式启停的，每次停运后，应保证其下次启动前具备治理能力，且不

产生 VOCs 二次排放。

5.1.3 VOCs 末端治理设施宜与生产设施互锁。

5.2 控制指标

5.2.1 排污单位应根据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以及相关的技术文件资料，在操作规程中设定VOCs

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的控制指标，包括但不限于表 1 所列内容。

表 1 VOCs 治理设施的控制指标

设备和设施 控 制 指 标

VOCs 治理设施风机 开启状态、电机功率

局部收集设施 控制风速

热交换设施 介质进、出口温度

过滤装置 压力差、更换频次

吸附装置
吸附介质性能（如 BET 比表面积、横向强度、纵向强度、
断裂强度、压力损失、碘量值等）、吸附剂装填量、更换

周期、更换量、废气温度、废气湿度、气体流速等

吸附－脱附装置 吸附－脱附周期、脱附温度、吸附/脱附时间

催化氧化装置
入口 VOCs 浓度、主要废气组分、催化床层温度、催化

剂床层体积、处理风量、空速、停留时间

热氧化装置
入口 VOCs 浓度、主要废气组分、燃烧温度、停留时间、

空速等

吸收处理装置 气液比、空塔风速、气液接触时间、吸收液更换周期

生物处理装置
气液比、停留时间、生物活性指标（如 pH 值、温度、

菌种数量和活性等）

泄压阀、氮气保护等安全装置 安全防护状态

冷凝设施 入口 VOCs 浓度、废气组分、冷凝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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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排污单位应根据其自身的 VOCs 排放特征及操作规程，明确 VOCs 治理设施的控制指

标正常运行的状态、限值或限制范围，规定控制指标的监控方式和监控频次。

控制指标可通过调查和监测等方式进行监控：对于无法直接监测的控制指标，如吸附介质性

能、主要废气组分等，可采用调查的方式监控；对于随工况变化的控制指标应采取监测的方式监

控，并根据控制指标稳定性决定监控频次。

5.2.3 排污单位应按操作规程要求监控并记录 VOCs 治理设施的控制指标值，采用连续自动

监控的应具备历史数据显示和查询功能。

5.3 巡视检查

5.3.1 排污单位应组织相关人员定期检查 VOCs 治理设施运行状况，并在运行管理制度中规

定检查人员、检查频次及异常情况处置程序等管理要求。

5.3.2 排污单位应按照 VOCs 治理设施操作规程、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制定巡视检查内容，

重点检查控制指标。

5.3.3 VOCs 治理设施巡视检查可采用感官判断（目视、鼻嗅、耳闻），现场仪表指示值读取

和信息资料收集，量具和便携式检测仪现场测量，现场采样实验室分析等方法。

5.3.4 检查人员应如实、及时记录检查结果并定期整理归档，妥善保存，对监控系统记录的

与生产设施和 VOCs 治理设施相关的电子数据要定期备份存档。

5.3.5 排污单位依据巡视检查结果对 VOCs 治理设施运行状况做出定性或定量评估，指导设

施运行管理。

5.4 维护保养

5.3.1 排污单位应组织相关人员适时对 VOCs 治理设施进行维护保养，并在运行管理制度中

规定维护保养人员及异常情况处置程序等管理要求。

5.3.2 排污单位应按照 VOCs 治理设施操作规程、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制定维护保养的内容、

频次和维护保养方法。

5.3.2 维护保养人员应如实、及时记录维护保养的时间、内容及结果并定期整理归档，妥善

保存。

6 故障和应急处置要求

6.1 VOCs 治理设施的控制指标超出控制范围，或 VOCs 排放浓度 1 小时平均值超出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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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判断为 VOCs 治理设施故障。

6.2 排污单位发现 VOCs 治理设施故障后，应将故障报警信息及时发送至相关人员，并在现场和

远程控制端设置明显的故障标识。及时查找原因，尽快排除故障，如实记录故障发生的时间、原

因及处置结果。

6.3 发生故障后，按照操作规程需要停机的，或故障持续 12 个小时的，应立即进入停运程序。

6.4 VOCs 治理设施出现故障后的处置程序应该以安全为前提，未修复前不应投入运行。

7 记录要求

7.1 VOCs 治理设施的运行程序实施信息、控制指标运行数据、巡视检查记录、维护保养台账和

故障处理资料应予以保存，并符合 HJ 944-2018 第 4 条及所属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及核发技术

规范中规定的环境管理台账要求。

7.2 VOCs 治理设施的故障等信息按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进行报告。


	前    言
	1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一般要求
	5运行维护要求
	6故障和应急处置要求
	7记录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