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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维修行业有效实施 VOCs 治理的指导意见》 

实施细则 
 

为推动汽车维修行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十四五”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基本思路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要求，按照中

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汽车维修行业有效实施 VOCs 治理的

指导意见》的总体指导思路和要求，结合生态环境部最新颁

布的相关规定和标准编制汽车维修行业有效实施 VOCs 治理

实施细则，为实现汽车维修生产过程中的 VOCs 有效减排，

提供明确的技术支持和具体要求。望各相关单位及机构根据

本地环保要求及企业具体情况，参照执行。 

一、统筹规划 

（一）各地应在考虑民生服务行业特点和现有维修企业

既有分布格局的基础上，规划落实适合当地特点的“一市一

策”行业治理模式。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坚持市场化的原则，建设规模化的

区域性钣喷中心，通过全面使用绿色环保原辅材料，采用高

效废气治理技术等措施，实现技术提升和优质资源集中配置，

完成钣喷维修向高环保标准提质升级。区域钣喷中心通过共

享化的经营管理，覆盖周边区域范围，承接周边维修企业的

钣喷维修业务，实现钣喷维修向集中化、专业化模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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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汽车维修行业绿色发展。 

（二）各维修企业应根据自身经营范围和业务规模，选

择适合的“一企一策”治理方案。 

建议符合《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经营范围要求，钣喷

维修业务量较大的维修企业，用规模化生产、集中治理的方

案，建设跨品牌集中维修的钣喷中心，对涉 VOCs 工序进行

密闭化作业并通过管道化对 VOCs 有效收集，配装高效的吸

附脱附催化氧化一体化末端治理设备，实现 VOCs 达标排放。 

建议符合《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经营范围要求，钣喷

维修业务量一般的维修企业，采用分散式治理方案，对涉

VOCs 工序进行密闭化和管道化改造，配装高效的废气吸附

设备，并共享移动式脱附催化氧化设备，完成 VOCs 有效减

排治理。 

建议符合《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经营范围要求，但钣

喷维修业务较少的维修企业，采用共享合作的经营思路，将

喷涂作业委托给 VOCs 治理达标排放的企业，共享高效的环

保设备资源，既保障自身业务利润和客户服务的完整性，又

减少自身在环保治理上的资金投入。 

按照《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经营范围无钣喷维修资质

的企业，应规范自身行为，不得承接和开展钣喷维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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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鼓励维修企业引入 VOCs 治理设施第三方专业运

维。 

企业与第三方专业机构签定运维委托合同，约定运维工

作内容、标准和费用，明确双方治理责任。通过第三方专业

机构的服务，提升企业 VOCs 排放治理及运维水平，以较低

成本进行适宜行业的高效、可持续的减排治理。 

二、实施细则 

（一）源头控制 

汽车维修过程中的 VOCs 主要产生于调漆、喷涂、流平、

干燥、清洗等涂装工序，主要来源于漆料、固化剂和稀释剂

等含 VOCs 的原辅材料的使用及挥发逸散。 

1、使用低 VOCs 含量的原辅材料 

使用的涂料、清洗剂中 VOCs 含量的限值应符合于《车

辆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24409）、《清洗剂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含量限值》（GB38508）等标准的要求。鼓励提高底色漆

和本色面漆使用水性漆的比例，鼓励提高低 VOCs 含量的清

漆、中涂底漆以及清洗剂的使用比例。 

2、改进喷涂工艺 

大型钣喷中心，宜建设智能喷涂工位，通过智能喷涂机

器人的使用，改善喷涂工艺，减少油漆使用量，并减少喷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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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门的开启次数及时间，减少 VOCs 的产生和逸散量，同时，

实现效率和成本的整体优化。 

宜采用高压无气喷涂或高流量低压力喷枪等高效涂装

技术，减少手动空气喷涂技术的使用。 

（二）过程控制 

按 照 《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无 组 织 排 放 控 制 标 准 》

（GB37822-2019）要求和“应收尽收”的原则，对存储、调

漆、前处理、喷涂、干燥、清洗、回收等涉 VOCs 工序进行

密闭性存放、转移、施工和管道化收集，整体废气的“收集

率”不低于 90%，最大程度地将无组织排放转化成有组织排

放。 

1、储存与转移 

（1）油漆、稀释剂、清洗剂、固化剂等 VOCs 物料，要

密闭储存。 

（2）盛装 VOCs 物料的容器及包装袋应存放在室内。 

（3）盛装 VOCs 物料的容器或包装袋在非取用状态时应

加盖、封口，保持密封。 

（4）废涂料、废稀释剂、废清洗剂、废活性炭等含 VOCs

废料（渣、液）以及 VOCs 物料废包装物等危险废物密封储

存于危废储存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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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VOCs 物料的转移，必须采用密闭的容器。 

2、调漆 

（1）应设置专门的密闭调漆间。 

（2）涂料、稀释剂等 VOCs 物料的调配过程应在密闭调

漆间内的调漆工作台操作，调漆工作台上方应加装集气罩进

行气体收集，收集后的废气应排至末端治理设备处理后达标

排放。 

（3）调配过程中，应做好油漆盛放容器的及时加盖及

封口。调配好的油漆及使用后剩余的调配漆，都要做到密封

储存和转移。 

3、钣金及前处理 

（1）钣金应在专门的钣金工位进行，钣金工位需配置

焊烟净化设备，在焊接作业时全程工作，将焊接烟雾进行收

集净化处理。 

（2）腻子、打磨施工，应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并配置

通风及粉尘过滤设施，通过管路集中收集施工作业产生的

VOCs 废气，收集后的废气应排至末端治理设备处理后达标

排放。 

（3）打磨施工，应配备干磨设备和集尘系统，有效地

收集干磨粉尘。粉尘收集后，应密闭存储，作为危险废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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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4、喷涂 

（1）中涂、喷涂及流平过程应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

气应排至末端治理设备处理后达标排放。 

（2）喷烤漆房应根据技术规范设计送排风速率，禁止

通过加大送排风量或其他通风措施故意稀释排放。 

（3）喷漆人员进出喷烤漆房等密闭工作间时，应做到

及时关闭进出门。 

5、干燥 

干燥（烘干、风干、晾干等）过程应在密闭空间内进行，

废气应排至末端治理设备处理后达标排放。 

6、清洗 

（1）喷枪等工具的清洗应配置专用洗枪机，洗枪机应

安装在密闭操作间内，清洗过程产生的废气应集中收集排至

末端治理设备处理后达标排放。 

（2）制定维修排产计划时，相同颜色的车辆尽量集中

喷涂，减少换色清洗频次和清洗溶剂消耗量。 

7、废气收集管道化 

（1）上述各工序的废气收集后，都要通过密闭的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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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排至末端治理设备进行处理后，达标排放。 

（2）不具备密闭排气系统的，要进行密闭管道化改造，

密闭排气管道应在生产及环保设备运行时保持微负压状态。 

8、物料回收 

（1）涂装作业结束时，应将所有剩余的 VOCs 物料密闭

储存，送回至调漆间或储存间。 

（2）设备清洗和换色过程产生的废清洗溶剂宜采用密

闭回收废溶剂系统进行回收。废溶剂回收系统应安装在密闭

操作间，进行溶剂回收工作时，应将产生的废气集中收集至

末端治理设备处理后达标排放。 

9、非正常工况 

VOCs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发生故障或检修时，对应的生

产工艺设备应停止运行，待检修完毕后同步投入使用。 

（三）末端治理 

1、末端治理技术及设备的选择 

（1）根据《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环

大气【2019】53 号）意见，建议维修企业淘汰单一 UV 光氧、

低温等离子等无效且可能产生臭氧等二次污染的设备，淘汰

不符合规范标准的UV光氧/低温等离子+一次性活性炭等低

效的且可能产生臭氧等二次污染的组合工艺设备，降低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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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环保问题和被处罚的风险。 

（2）针对汽车维修行业喷涂作业产生的 VOCs 废气低浓

度、大风量的主要特点，维修企业在升级或新装废气收集处

理系统时，应按照《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

要求，建议选择“吸附浓缩”+“催化氧化（CO）”的组合

治理技术设备，设备的技术规范见附件 2。 

（3）不同生产规模的企业，对“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

氧化”设备的配备： 

① 维修业务量较大，配装 2 个以上喷烤房的维修企业

和场地条件不能满足移动脱附车进场的企业，可选择配备

“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氧化”一体化的末端治理设施，来

系统性地完成 VOCs 高效收集处理。 

② 维修业务量相对较小，配装 1~2 个喷烤房的维修企

业，可选择配备“固定活性炭吸附设备”+共享“脱附催化

氧化设备”的组合方式，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 VOCs 收集

处理。共享“脱附催化氧化设备”由第三方专业脱附车装载，

上门实现移动脱附。 

③ 应选择具备活性炭饱和度检测和活性炭原位再生

处理能力的末端设备，减少危废品运输风险及活性炭装卸损

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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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治理设施的运行与维护 

（1）按照与生产设备“先启后停”的原则提升 VOCs

治理设施运行同步率。根据处理工艺要求，在处理设备达到

正常运行条件后方可启动生产设备，在生产设备停止、残留

VOCs 废气收集处理完毕后，方可停运处理设备。 

（2）VOCs 末端治理设备发生故障或检修时，对应生产

工艺设备应停止运行，待检修完毕后同步投入使用。 

（3）企业应根据 VOCs 末端治理设备运行过程对应的

油漆使用量、各种设施运行工况的温度、排放浓度等参数的

变化，正确进行设施的运行和维护，详见附件 3。 

（四）监测监控 

1、在线监测超标报警 

根据 VOCs 末端治理设备“可操作、可监测、可核查”

的要求，维修企业的 VOCs 治理设施，应配备在线监测超标

报警系统，完成重要设施运行及效能参数的检测，并具备现

场显示和在线上传，便于现场操作人员实时掌握设备运行情

况及处理效能变化情况，精确进行设备操作和维护，相关参

数能通过互联网上传至企业管理者、第三方 VOCs 治理监控

中心及各地生态环境管理部门，便于企业管理者实时管控，

便于专业第三方机构精准运维，同时满足生态环境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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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时监控要求，为维修企业实现持续的高效减排提供信息

化管理保障。 

2、重要运行参数 

（1）出口 TVOC 浓度 

检测 VOCs 收集处理设施的废气入口和排放出口位置的

TVOC 浓度，实时显示涉 VOCs 生产工序收集导入到末端治

理设施的处理前废气浓度和经过末端治理设施处理后的废

气浓度，并由此判断排放浓度是否达到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

的限值要求。 

（2）活性炭饱和度 

通过对设备运行参数的分析计算及有效检测，动态显示

活性炭饱和度，为活性炭脱附再生及更换工作提供精准的数

据指导。 

（3）去除率 

通过入口和出口浓度的动态检测，显示末端处理设备对

废气净化的处理效率，并由此直观判断设施运行效能及维护

的需要。 

3、选择适宜汽车维修行业的在线监测技术 

    汽车维修行业具有单个企业的涂装生产规模小、成本承

受度低、挥发性有机物单体排放量不大、废气浓度低、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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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相对固定的特点，适合安装较低成本的且符合相关挥发

性有机物连续监测标准性能参数指标的检测技术，进行废气

排放浓度实时在线监测。 

4、监测信息 

由在线监测系统实时监测的排放出口浓度和活性炭饱

和度，应上传至生态环境部门指定的第三方 VOCs 治理监测

中心，指导第三方专业环保服务机构对企业进行精准脱附及

设备维护，同时数据共享至企业管理者客户端及生态环境管

理部门，通过监测信息系统的作用，保证企业环保设施正常

运行和持续达标。第三方 VOCs 治理监测中心，应对在线监

测数据保存 3 年。 

三、排放限值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挥

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标准》（GB37822-2019），有地方标准

的，执行地方标准。 

四、台账管理 

建立企业环保管理台账，记录生产设施运行信息和

VOCs 末端治理设备运行信息、日常维护信息等，并至少保

存三年。 

（一）生产设施运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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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维修产量信息： 

(1) 车辆维修板面涂装总面积。 

(2) 生产设备启用明细。 

(3) 漆料使用明细。 

(4) 喷烤漆房过滤材料更换和处置记录。 

2、原辅材料信息： 

(1) 涂料、稀释剂、清洗剂、固化剂等含 VOCs 原辅

材料的名称及其 VOCs 含量检测报告。 

(2) 每月原辅材料采购记录，包括采购合同、发票、

收据、付款证明等依据。 

(3) 库存量、出入库记录、使用量及相关使用记录。 

(4) 含 VOCs 原辅材料回收方式及回收量等。 

(5) 活性炭再生及报废处理记录。 

（二）VOCs 末端治理设备运行信息 

VOCs 末端治理设备运行信息，非正常工况及异常情况

信息、日常检修维护记录信息等应予以保存。 

1、设备运行管理信息 

   主要包括设备运行启停时间、设备运行参数、耗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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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量、使用量、装填量、更换量和更换时间、处置记录

等）及能源消耗（电耗）等方面内容。 

2、非正常工况信息 

   非正常工况及异常情况记录应包括设备异常起止时间、

污染物排放异常情况持续时间、原因、处理、维修、整改情

况等方面内容。 

3、日常维护信息 

   日常维护记录包括维护时更换的耗材（吸附材料、催化

材料、过滤材料）、仪表校准、修复密封点的泄露及损坏部

件、更换易耗件、保养风机、阀门和仪表、清理设备和设施

内的粘附物和存积物等信息的记录。 

五、管理、组织保障 

（一）环保管理人员配置及要求 

有条件的企业应设立专职或兼职环保专员岗位，环保专

员应掌握基本的国家或地方 VOCs 相关排放标准知识，具备

VOCs 设施操作、核查、维护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掌握对企

业无组织排放日常检查的基本流程和方法，同时具备危废品

管理和管理环保台账的能力。负责对 VOCs 各个治理减排环

节的日常管理、危废品存储、处置管理和治理设备的日常维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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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保培训 

加强对涉 VOCs 员工的日常环保培训，使其了解环保基

本法规常识，掌握末端治理设备操作规范，建立起全面的环

保责任意识和专业能力。 

（三）借助第三方专业服务，提升专业管理能力 

鼓励维修企业从自身环保管理的能力及成本等方面考

虑，引进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末端治理设备进行规范地维护，

确保设备的高效运行和 VOCs 达标排放。 

六、说明 

本实施细则，主要结合我国汽车维修行业的 VOCs 排放

问题特点及高效适宜的处理需求，提出源头控制、过程管理、

末端治理、监测核查以及各环节管理上的实施工作明细，与

其他行业共性的技术及管理要求，参考《挥发性有机物无组

织排放控制标准》等国家和地方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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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GB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2.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 

3. GB37822-2019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4. GB24409-2020    车辆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5. GBJ87-85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6. GB/T38597-2020  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

术要求 

7. GB38508-2020    清洗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 

8. HJ 2026         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9. JT/T 324        汽车喷烤漆房 

10. DB11/ 1228—2015 汽车维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北京

市地方标准） 

11. DB41/ 1951—2020 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河南省地方标准） 

12. DB 32/ 3814—2020 汽车维修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江苏省地方标准） 

13. 环大气【2019】53 号 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

案 

14. 环大气〔2020〕33 号  2020 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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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环办大气函【2020】340 号  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

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 

16. HJ 38   固定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

相色谱法  

17. GB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18. HJ 1012    环境空气和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

携式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19. HJ 944    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

告技术规范  

20. HJ 2027   催化燃烧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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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氧化设备技术规范 

一、设备基本构成及安装位置选择与布置 

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氧化设备主体包括预处理、活性炭

吸附、活性炭再生和催化氧化（脱附气体处理）单元，辅助

设施包括检测与过程控制、电气仪表等单元。安装位置选择

应遵从降低环境影响，方便施工及运行维护等原则，并按照

消防要求留出消防通道和安全保护距离。设备整体的布置应

考虑主导风向的影响，以减少有害气体、噪声等对环境的影

响。设备运行噪音，符合设备安装现场环境的噪音标准要求。 

二、技术规范 

1、基本规定 

设备的处理能力应根据废气的处理量确定，设计风量宜

按照最大废气排放量设计。活性炭吸附装置的净化效率不低

于 80%。活性炭吸附床为固定吸附装置，宜采用活性炭原位

再生工艺。宜采用热气流再生工艺，脱附产生的高浓度有机

气体采用催化氧化技术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 

2、预处理 

（1）活性炭吸附装置前应设置预处理装置，废气进入活

性炭吸附装置之前，必须有两级初效加一级中效干式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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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预处理，确保漆雾去除效率，保障活性炭的吸附效果和

使用寿命。 

（2）经预处理装置过滤后，废气中颗粒物浓度≤1mg/m³。 

（3）预处理装置两端应装设压差计，当过滤器的阻力超

过规定值时，应及时清理或更换过滤材料。 

3、吸附 

（1）活性炭选择：采用烧结炭化工艺生产的阻燃型防水

蜂窝状活性炭。活性炭的横向强度应不低于 0.3MPa，纵向强

度应不低于 0.8MPa。比表面积应不低于 750 ㎡/g，碘吸附值

不低于 600mg/g，四氯化碳吸附率不低于 40%。 

（2）装填量要求：每个喷烤房对应的活性炭吸附装置，

填装量应在 1.8m³~2m³之间，活性炭层高不低于 60cm。 

（3）活性炭吸附层的气流速度宜<1.2m/s。 

（4）活性炭吸附装置应具备对活性炭饱和度进行检测的

技术，实现对活性炭脱附再生的准确判断和及时操作。 

（5）吸附去除率要求：入口废气浓度超过 100mg/m³的，

活性炭吸附设备去除率应不低于 80%。 

（6）活性炭吸附装置的压力损失宜低于 2.5KPa。 

4、活性炭脱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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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热气流脱附温度不能超过 120℃。使用的油漆不能含

有酮类挥发性有机物。脱附后气流中有机物的浓度应严格控

制在其爆炸极限的 25%以下。 

（2）再生后的活性炭应通过自动装置降温后使用。 

（3）脱附管道需设置高温危险警示标识。脱附管道应做

保温处理，保温厚度≥50mm。 

（4）采用移动脱附进行活性炭原位再生的，固定吸附设

备和移动脱附设备的脱附管路应配备快装式标准对接口。脱

附管路进出口中心距地面高度 1m~1.5m，方便移动脱附车对

接操作。 

吸附设备旁边应预留移动脱附车停泊位置。 

移动脱附车应同时具备热脱附功能和催化氧化（脱附气

体处理）功能，脱附及催化氧化操作应在固定吸附设备旁进

行，催化氧化处理后的气体，应通过固定吸附设备的烟囱排

放。 

5、催化氧化（脱附气体处理） 

（1）催化氧化处理后的气体，应达标排放。净化效率不

低于 97%。 

（2）催化氧化装置的设计空速宜在 10000/h~40000/h 之间。 

（3）催化氧化装置的压力损失应低于 2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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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脱附风量不低于 2000m³/h，贵金属催化剂装填量不

少于 0.18m³。 

（5）催化剂贵金属含量不低于 310mg/KG。 

（6）催化氧化装置内气流速度宜低于 0.4m/s。 

（7）催化剂的工作温度应低于 700℃，并能承受 900℃的

短时间高温冲击，设计工况下催化剂的使用寿命应大于

8500h。 

6、安全措施 

（1）活性炭吸附装置与主体生产装置之间的管道系统应

安装阻火器（防火阀）。 

（2）活性炭吸附装置应配置除静电装置，并配置喷淋或

惰性气体保护装置。 

（3）吸附装置要有高温报警及降温装置，在吸附操作周

期内，吸附了有机气体后吸附床内的温度应低于 83℃，当吸

附装置内的温度超过 83℃时，应能自动报警，并立即启动降

温装置。 

（4）脱附过程要有高温报警和降温措施。当脱附再生操

作过程中，吸附装置内的温度超过 120℃时，应能自动报警

并立即终止再生操作，启动降温措施。 

（5）催化氧化装置要有过热保护装置，催化氧化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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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外表面温度不应超过 60℃。催化氧化装置要有防爆泄压

装置。 

（6）治理设备应具备短路保护和接地保护，接地电阻应

小于 4Ω。室外治理设备应安装避雷装置。 

7、监测系统 

（1）末端治理设备应设置永久性采样口并配备监测系统。

能实现对入口浓度、出口浓度、废气温度、活性炭饱和度等

重要指标的实时监测。监测系统应具备在线上传的技术条件。 

（2）设备现场应设置就地控制柜实现就地控制。就地控

制柜应能实时显示运行参数，包括出口 TVOC 浓度、废气温

度、活性炭饱和度，满足设备运行使用中的“实时观测核查”

需要，指导末端处理设备有关活性炭脱附、过滤耗材更换等

精准维护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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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氧化设备的运行检查与维护规范 

一、治理设备应纳入生产管理中，并配备专业管理人员

和技术人员。 

二、在治理设备启用前，企业应对管理和运行人员进行

培训，使上述人员掌握治理设备及其它附属设施的具体操作

和应急情况下的处理措施。培训内容包括： 

1、基本原理和工艺流程。 

2、启动前的检查和启动应满足的条件。 

3、正常运行情况下设备的控制、报警和指示系统的状

态和检查，保持设备良好运行的条件，以及必要时的纠正操

作。 

4、设备运行故障的发现、检查和排除。 

5、紧急状态下人工操作和排除方法。 

6、设备日常和定期维护。 

7、设备运行和维护记录。 

三、定期检查 VOCs 治理设施状况，包括设备运行技术

参数指标（出口浓度、去除率、活性炭饱和度等）、设备管

道安全、设备壳体、内部、零部件、仪表、阀门、风机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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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四、根据感官判断、运行过程参数等进行设施的检查。 

1、设施周边气味，判断管路及设施密闭性。 

2、检查排风调节阀开启位置：根据阀体位置变动情况

有无异常，数据显示的处理风量波动情况是否异常。 

3、检查风机是否有异常声音、震动，叶轮是否有锈蚀、

磨损和物料粘附，电机及轴承座是否温度正常，风机、阀门

是否及时加注润滑油。 

4、检查仪表显示。 

5、设备连接、密封处的缝隙等是否存在可见缝隙，是

否存在漏风现象。 

6、设备壳体、管道、法兰是否发生变形、脱落、损坏、

锈蚀、结垢，螺栓紧固件是否松动，隔振隔音材料有无变形、

脱落，设备、管道内有无杂质沉积。 

7、检查设备区域环境情况，是否有积水、温度是否过

高等。 

8、检查预处理装置耗材更换是否及时，更换量是否满

足要求。 

9、检查活性炭吸附设备：检查吸附床是否积水、积尘，

活性炭表面是否覆盖粉尘或漆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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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检查进口废气温度，不得超过 40℃，废气湿度不超

过 70%。 

11、及时对活性炭进行脱附再生，活性炭再生周期，应

与实际油漆喷涂量相匹配。 

12、检查脱附催化氧化操作时参数是否正常稳定：催化

氧化温度、废气辅助加热温度、出口温度。 

13、治理设备不得超负荷运行。 

五、根据检查结果适时开展治理设施维护保养，维护保

养工作不宜在运行期间，包括但不限于：及时更换失效的净

化材料，尽快修复密封点的泄漏以及损坏部件，按期更换易

耗件，定期清理设备和设施内的粘附物和存积物并对外表面

进行养护。 

六、企业应建立治理设备运行状况、设施维护等的记录

制度，主要记录内容包括： 

1、治理设备的启动停止时间。 

2、活性炭、干式过滤耗材、催化剂等使用量、采购量

和更换时间。 

3、治理设备运行工艺控制参数，至少包括治理设备进

出口浓度和吸附装置内温度。 

4、主要设备维修情况。 

 


	1
	关于发布《汽车维修行业有效实施VOCs治理实施细则》的通知-2020-41号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