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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 s 

VOCs的定义 
“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指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包括非甲烷烃类（ 烷烃、 烯烃、 炔烃、 
芳香烃等）、 含氧有机物（ 醛、酮、 醇、 醚等）、 含氯有机物、 含氮有机物
、 含硫有机物等， 是形成臭氧（ O3） 和细颗粒物（ PM2.5） 污染的重要前体
物 
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 
任何能参加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 
美国联邦环保署(EPA)： 
除CO、CO2、H2CO3、金属碳化物、金属碳酸盐和碳酸铵外，任何参加大气光
化学反应的碳化合物 
世界卫生组织(WHO)： 
指沸点范围在50～260℃之间，室温下饱和蒸气压超过133.32Pa，在常温下以蒸
气形式存在于空气中的一类有机物。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化学结构可进一步分为8
类：烷类、芳烃类、烯类、卤烃类、酯类、醛类、酮类和其他化合物 



VOC s的工业源排放特点 



VOC s的工业源排放特点 



VOC s的工业源排放特点 



VOC 的问题及影响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对大气中臭氧

和微粒的形成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阳光下，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与

主要来自汽车、发电厂及工业活

动的氮氧化物产生化学作用，形

成臭氧，继而引致微粒形成。臭

氧、微粒和其他污染物的积聚会

形成烟雾，令能见度下降。 

随着珠三角地区经济增长，有关污染物形成的情况亦日益严重，更

加剧了地区的烟雾问题。当大气处于静止状态，如台风迫近或秋天

普遍吹北风的时候，烟雾的问题尤为严重。 



VOC 的问题及影响 

烟雾如何影响我们？ 

烟雾会刺激我们的眼睛、鼻子和喉

咙，甚至或令患有心脏或呼吸疾病 

(如哮喘) 的人士病情恶化。心肺

病患者，长者及呼吸系统尚未发展

成熟的儿童，均最易受到影响。 

任何年龄的健康成年人，如在户外进行剧烈运动或粗重工作，都会

比较少进行户外活动的人士更易受空气污染所影响，因他们较多曝

露于污染空气中。长时间身处严重的烟雾环境中，可能会对人体的

肺部组织造成永久伤害，并损及免疫系统。再者，烟雾令能见度下

降，不利旅游业发展。 



VOC 的问题及影响 

中国VOCs污染防治政策体系 



VOC 的问题及影响 

VOCs排污收费试点省份 



VOC 的问题及影响 

VOCs排污收费试点省份 
地区 收费时间 收费标准 征收行业 

北京 2015年10月1日 20元 /公斤 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电子、印刷、家具制
造 

上海 2015年10月1日 15元/千克 石油化工、包装印刷、涂料油墨生产、汽车
制造、船舶制造 

2016年7月1日 15元/千克 增加工业涂装、工业涂布等行业 

2017年1月1日 20元/千克 增加家具制造、医药制造、电子、橡胶塑料
和木材加工等行业 

安徽 2015年10月1日 1.2元/污染当量 石油化工、包装印刷 

河北 2016年1月1日 2.4元/污染当量 石油化工、包装印刷 

2017年1月1日 4.8元/污染当量 

2020年1月1日 6元/污染当量 

江苏 2016年1月1日 3.6元/污染当量 石油化工、包装印刷 

2018年1月1日 4.8元/污染当量 

湖南 2016年3月1日 1.2元/污染当量 石油化工、包装印刷 



VOC 的问题及影响 

四川 2016年3月1日 1.2元/污染当量 石油化工、包装印刷 

辽宁 2016年4月1日 1.2元/污染当量 石油化工、包装印刷 

天津 2016年5月1日 10元/公斤 石油化工、包装印刷 

山东 2016年6月1日 3元/污染当量 石油化工、包装印刷 

  2017年1月1日 6元/污染当量 石油化工、包装印刷 

浙江 2016年7月1日 3.6元/污染当量 石油化工、包装印刷 

  2018年1月1日 4.8元/污染当量 石油化工、包装印刷 

海南 2016年8月1日 1.2元/污染当量 石油化工、包装印刷 

山西 2016年9月1日 太原市1.8元/污染当量，其
他地市1.2元/污染当量 

石油化工、包装印刷 

湖北 2016年10月1日 1.2元/污染当量 石油化工、包装印刷 

江西 2016年11月1日 1.2元/污染当量 石油化工、包装印刷 

福建 2017年1月1日 1.2元/污染当量 石油化工、包装印刷 

云南 2017年1月1日 1.2元/污染当量 石油化工、包装印刷 



VOC 的问题及影响 

各地VOCs排放标准 



VOC 的问题及影响 



与2006年比，全省空气质量较明显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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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06年比，珠三角环境空气质量得到有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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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 的问题及影响 

PM2.5 和 O3 污染为主 

珠三角：O3 和 NO2 作为首要污染物比例相对较高  

粤东西北：颗粒物（PM2.5 和 PM10）污染仍较严重 

粤东西北首要污染物 珠三角首要污染物 

2014 主要空气污染物 



VOC 的问题及影响 

珠三角大部分污染物浓度下降明显，仅臭氧持平。 

监测专案 2013年 2014年 变化率 

SO₂ 22 19 -14% 

NO₂ 42 38 -10% 

PM₁₀ 70 62 -11% 

PM2.5 47 42 -11% 

O3百分位数 158 157 -1% 

CO百分位数 1.7 1.6 -6% 



VOC 的问题及影响 

总体趋势与国控点一致，臭氧浓度升高 

监测参数 2013年 2014年 变化率 

SO2 
19 17 -11% 

NO2 
39 35 -10% 

PM10 
67 62 -7% 

PM2.5 44 41 -7% 

O3百分位数 156 167 7% 

CO百分位数 1.6 1.4 -13% 



VOC 的问题及影响 

实现区域全面达标难度极大，二次污染问题突出 

 2006年以来，珠三角区域臭氧浓度 总体呈上升趋势 

 新标准实施后， 臭氧 成为仅次于PM2.5的最主要超标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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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 的问题及影响 



VOC 的问题及影响 

广东省VOCs污染治理“一企一方案”政策 



VOC 的问题及影响 

“一企一方案”具体内容 

VOCs综合整治及排放情况 

 

（1）现有排放口数量、各排放口对应生产工段及废气种类 

 

（2）各排放口废气处理工艺和处理效率（对照环评） 

 

（3）废气收集处理设备工作参数 

 

（4）废气处理工艺流程图及排污点平面布置图 



VOC 的问题及影响 

拟实施的VOCs综合整治方案 

（1）源头控制 

 

 

 

低VOCs含量原辅材料替代 

 

 

 

 

 

低VOCs含量定义：广东省 施工状况下VOCs含量低于20% 

涂装：水性涂料、UV涂料、高固份涂料 

 

印刷：水性油墨、UV油墨、植物油墨 

 

清洗：水性清洗剂、高沸点清洗剂 

 

胶贴：水性胶 



VOC 的问题及影响 

拟实施的VOCs综合整治方案 



VOC 的问题及影响 

拟实施的VOCs综合整治方案 



VOC 治理技术简介 



VOC 治理技术简介 

印刷业主要VOC来源 

印刷机之清洗液 白电油、火水、乙二醇醚、醇类、甲苯、己烷和特

别专利配制的混合剂(洗车水); 

平版印刷之水斗液 异丙醇及磷酸; 

印刷油墨 常使用乙醇、异丙醇、丁醇、丙 醇、丁酮、醋酸乙酯、醋

酸丁酯、甲苯、二甲苯等有机溶剂。凹印油墨中使用的溶剂一般有

丁酮、二甲苯、甲苯、丁醇等; 

粘合剂和胶水  丝网粘合剂，异氰酸酯、环氧系统及松香。 



VOC 治理技术简介 



VOC 治理技术简介 



VOC 治理技术简介 

分解式治理 

一. RTO 燃烧技术 

二.光氧化催化技术 

吸附式治理 

三.活性碳技术 

四.纳米沸石技术 



RTO (Regenerative Thermal Oxidizer)是一种高效率的环保绿能设备
， 其原理是用高温氧化有毒、有害、不须回收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进而回收氧化后洁净热能，
间接节省 锅炉油秏或电热能秏，同时达到解决空气污问题及高效率回
收洁净热能两个目的。 

 

VOCs+O2 

800度高温燃烧 

 

CO2+H2O 反应热 

反应热95%再利用 

VOC 治理技术简介（一） 



■沸石转轮 + RTO流程图 

工厂排放废气 
RC 

PE 过滤器 

过滤器 

新鲜空气 

 

过滤器 

出风口 

浓缩机风扇 

RTO风扇 

燃烧热回收 预热 

污染气 

清净 空气 

RTO 

清净空气 

旋转翼 

VOC 治理技术简介（一） 



脱附进入 冷却排出 

吸附排出 

脱附排出 
(向RTO) 

冷却进入 

吸附进入 

① VOC流进沸石转轮，经 过转盘被吸附，流入的废气被沸石材质的转盘吸附; 

② VOC被转盘吸附后，干净的空气通过烟囱排出; 

③ 转盘上吸附的VOC藉由转盘的驱动移动到高温区后，被高温热风从转盘上脱附; 

④ 高温区的转盘移动到冷却区，温度下降后重新吸附; 

⑤ 被高温脱附的废气供应到燃烧设备氧化处理 (流入浓度3倍~15倍) 

VOC 治理技术简介（一） 



蓄热槽 

• 蓄热槽由四~五层陶瓷

蓄 热材组成 

• 最上层使用奥地利制 

(MK20)陶瓷蓄热材，具耐 

热耐冲击特性，可延长

蓄 热材使用寿命 

VOC 治理技术简介（一） 



VOC 治理技术简介（一） 

蓄热焚烧（RTO） 

效率高 投资成本高 余热回收 运行成本可变 

适用范围：组分负责，无回收价值，废气产生量大，不含卤素、硫磷等 

 

较低浓度：吸附浓缩后焚烧 

 

高浓度：直接焚烧 

 

不适合处理大风量低浓度废气 



光催化氧化技术（光触媒）是通过紫

外光照射在TiO2(二氧化钛）催化剂上

，TiO2催化剂吸收光能产生电子跃进

和空穴跃进，经过进一步的结合产生

电子-空穴对（一种高能粒子），与废

气表面吸附的水份（H2O）和氧气（

O2）反应生成氧化性很活波的羟基自

由基（OH-）和超氧离子自由基（O2-

、0-）。  

光催化氧化技术能够把各种有机废气如醛类、苯类、氨类、氮氧化

物、硫化物以及其它VOC类有机物及无机物在光催化氧化的作用下

还原成二氧化碳（CO2）、水（H2O）以及其它无毒无害物质。 

VOC 治理技术简介（二） 



光催化氧化技术（光触媒） 

VOC 治理技术简介（二） 



VOC 治理技术简介（二） 

UV光解 

效率中上 投资成本较低 运行成本不高 除臭效果好 

市面上靠谱的不多 

 

 

适用范围：浓度较低，废气产生量不高，不含卤素、硫磷等 

 

 

不适合处理高浓度有机废气，最好和喷淋、活性炭等工艺联用 



VOC 治理技术简介（三） 

活性碳吸附技术 

利用活性碳吸附原理，将含有机气体之废气

导入活性碳滤网层吸附。 使用颗粒式活性碳，

便于安装及拆换，也可配合其它污染防制设

备使用。  



VOC 治理技术简介（三） 

活性炭（理想状况下） 

效率不稳定 投资成本低 运行成本极高 二次污染 

 

 

适用范围：浓度较低，废气产生量较低 

 

单独使用活性炭在理想运行条件下使用成本极高（每吨VOCs 3万元以
上），如不及时更换活性炭，则处理效率大幅衰减 



VOC 治理技术简介（四） 

  “纳米沸石”专利废气处理技术，利用天然的废弃

物料; 如稻米收成处理后剩下的稻谷、发电厂燃烧后

剩余的粉煤灰作为原材料，深化加工后形成具备离子

交换及强大吸附效能之崭新原材料。 

核心部份 

纳米沸石 吸附状况 

• 表面呈海胆针刺式放射状况； 

• 平均细孔径22nm，可吸附更微细物质； 

• 当物质吸附于刺缝内较难脱离； 

• 有效吸附面积约为80-90%; 

• 以同等重量比较，吸附效能为活性碳之10倍。 



VOC 治理技术简介（四） 

废粉排放口 

脉冲气流将滤
材表面纳米沸
石反冲回粉仓
循环再用。 

纳米沸石粘附
于过滤材料表
面，当废气分
子穿透滤材时
，被沸石表面
针刺拦截及吸
附。 

净化空气排出 

纳米沸石受风机
鼓动及高负压气
流影响，向上流
动并依附于纳米
过滤材料上。 

 “纳米沸石” 

•VOC去除率可达到80-

90%以上; 

•可同时处理不同类别之

废气; 

•透过不断反冲令沸石能

被充分利用; 

•吸附VOC效率可达到

1:1水平; 

•透过自动化控制确保维

持VOC去除效率; 



VOC 治理技术简介（四） 

小型室内 

废气处理机 

中型户外 

废气处理机 

大型户外 

废气处理机 



VOC 治理技术简介（四） 

纳米沸石  
室内 废气处理机 



VOC 治理技术简介 

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现有处理技术比较 

技术名称 催化燃烧 光触媒 活性碳 纳米沸石 

处理VOC 
方式 

高温燃烧 
分解VOC 

以光催化技术
分解VOC 

以吸附方式 
吸附VOC 

以吸附方式 
吸附VOC 

处理效率 99％ 40-75％ 20-30％ 80-90％ 

安装地点 户外 室内/户外 户外 室内/户外 

设备大小 中型-大型 小型-中型 小型-中型 小型-大型 

投资成本 ¥80-3000万 ¥20-150万 ¥3-30万 ¥5-180万 

运作支出 
高 

（燃料支出） 
低 

高 
（活性碳） 

低 - 中 
（纳米沸石） 

技术限制 
中小型企业较

难使用 

容易因设备表
面被遮隔而影
响分解效率 

容易饱和而无
法吸附VOC 

需加强防潮 
功能 



VOC 治理技术简介（其他） 

1.溶剂回收 

效率较高 投资成本较高 回收具经济效益 

适用范围：成分单一或容易分离，废气产生量大 

 

较低浓度：吸附浓缩后冷凝回收 

 

高浓度：直接冷凝回收，末端再处理 

 

不适合处理大风量低浓度废气 



VOC 治理技术简介（其他） 

2.低温等离子（介质阻挡式） 

效率中上 投资成本极高 运行成本较高 

市面上靠谱的不多 

 

 

适用范围：浓度较低，废气产生量不高，不含卤素、硫磷等 

 

 

不适合处理高浓度有机废气，最好和喷淋、活性炭等工艺联用 

除臭效果好 



VOC 治理技术简介（其他） 

3.药剂喷淋 

效率较低 投资成本低 运行成本中等 

 

 

适用范围：可溶于水或指定药剂的组分，废气产生量不大 

 

 

 

于UV等工艺联用效果有加强，不适合处理三苯等难溶于水的成分，不建
议单独使用该工艺 

选择性强 二次污染 



VOC 治理技术简介（其他） 

4.水喷淋及生物酶（植物液） 

 

 

监测数据显示，该工艺不适合处理有机废气 

 

 

所谓生物酶（植物液）本身就含高浓度的VOCs，喷淋环境也没有生物
培养的条件，该工艺为省、市环保部门认定无效的VOCs处理工艺 



VOC 治理技术简介（其他） 

5.纳米气泡 

 

 

监测数据显示，该工艺不适合处理有机废气 

 

 

常规物理作用下不可能产生纳米级的气泡，因此也不可能有纳米气泡的
功能。事实上，所谓纳米气泡就是微波的原理，仅有热作用，没有降解
有机物的功能 



VOC 治理技术简介（其他） 

5.纳米气泡 



VOC 治理技术简介（其他） 

5.纳米气泡 



VOC 治理技术简介（其他） 

5.纳米气泡 



VOC 治理的注意事项 



VOC 治理的注意事项 

（1）密闭收集 

收集率高 密闭区域尽可能小 风量控制 

废气收集 

（2）集气罩 

加遮挡 合理设计参数 收集率较高 

原则：在保证收集效率的前提下，尽量控制收
集风量，提高废气浓度，利于提高处理效率 



VOC 治理的注意事项 

防止VOC扩散 

针对生产车间不同VOC产生源头，以隔离或封闭方式，防止VOC

扩散至车间其他地方，提升VOC处理效率; 

独立抽取VOC废气 

针对产生VOC源头进行废气处理，尽量不以整个空间作为处理目

标; 大幅减低VOC设备处理需求; 

空调车间VOC处理 

空调车间处理VOC过程中浪费30-65%空调，同时令车间温湿度

出现波动，影响生产质量。如能以内循环方式处理VOC，则可将

空调能源浪费减少，更可维持生产温湿度达到要求; 



VOC 治理的注意事项 

选择VOC处理技术 

除多了解技术的可行性及供货商技术水准之外，更需留意政府对

不同技术的评价，确保能选取高效及政府认可之技术; 

投资，运行及维护成本分析 

现时所有VOC处理技术均并非企业熟悉的范筹，需多花时间进行

探讨，务求减低未来付出的成本支出; 

VOC处理效率管理 

现时国家透过本地环保局，中央环保督察队，跨区环保检查及新

增可直接执法的环保警察，进行全方位环保管理。企业亦可添置

检测仪器进行定期监察，确认系统运行正常，达到国家标准; 



VOC 治理的注意事项 

适当处理 未有适当处理 

抽气方式 独立VOC源头抽气 整个车间抽气 

空调额外用电 56,720kWh (+8%) 248,150kWh (+35%) 

废气机风机 27,720kWh (3.5kw) 59,400kWh (7.5kw) 

每年额外用电 84,440kWh(-73%) 307,550kWh 

消耗品使用 减少50%＋ 正常使用 

设备规模 减少50%＋ 正常大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