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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生态环境局：

现将《山东省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分行业管

控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落实。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2020 年 6 月 30 日

山东省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分行业管控指

导意见

为加强我省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深度治理，

提高无组织排放管控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

性，促进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结合我省实际，

制定本指导意见。

本指导意见适用于钢铁、建材、有色、火电、

铸造、炭素、石化、化工、煤化工（含焦化）、

制药、采矿、家具制造（含木器制造）、化肥、

油品储运销、机械制造、表面涂装、包装印刷

和危险废物治理等行业。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坚持全流程治理、精细化管控的理念，

在全面摸排的基础上，聚焦各行业无组织排放

深度治理，加强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建立健全

无组织排放管控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工作机

制，全面提升工业企业环境管理水平。

二、工作目标

指导全省工业企业对物料运输、装卸、储存、

输送、生产等各环节存在的无组织排放污染，

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进行全流程控制、

收集、净化处理，加强精细化管控，实现厂区

内无可见烟粉尘及明显异味。

三、管控要求

（一）加强物料运输、装卸环节管控。煤粉、

粉煤灰、石灰、除尘灰、脱硫灰、原料药等粉

状物料采用管状带式输送机、气力输送、真空

罐车、密闭车厢等密闭方式运输；砂石、矿石、

煤、铁精矿、脱硫石膏等块状、粒状或粘湿物

料采用皮带通廊、封闭车厢等封闭方式运输或



苫盖严密，防止沿途抛洒和飞扬。料场或厂区

出入口配备车辆清洗装置或采取其他控制措

施，确保出场车辆清洁、运输不起尘。厂区道

路硬化，平整无破损、无积尘，厂区无裸露空

地，闲置裸露空地及时绿化或硬化，厂区道路

定期洒水清扫。块状、粒状或粘湿物料直接卸

落至储存料场，装卸过程配备有效抑尘、集尘

除尘设施，粉状物料装卸口配备密封防尘装置

且不得直接卸落到地面。挥发性有机液体装车

采用顶部浸没式或底部装载，严禁喷溅，运输

相关产品的车辆具备油气回收接口。

（二）加强物料储存、输送环节管控。煤粉、

粉煤灰、石灰、除尘灰、脱硫灰、原料药等粉

状物料采用料仓、储罐、容器、包装袋等方式

密闭储存，料仓、储罐配置高效除尘设施；采

用管状带式输送机、气力输送、真空罐车、密

闭车辆等方式输送。砂石、矿石、煤、铁精矿、

脱硫石膏等块状、粒状或粘湿物料采用密闭料

仓、封闭料棚或建设防风抑尘网等方式进行规

范储存，封闭料棚和露天料场内设有喷淋装

置，喷淋范围覆盖整个料堆。所储存物料对含

水率有严格要求或遇水发生变化的，在料场内



安装有效集尘除尘设施。封闭料棚进出口安装

封闭性良好且便于开关的卷帘门、推拉门或自

动感应门等，无车辆通过时将门关闭。防风抑

尘网高度高于料场堆存高度，并对堆存物料进

行严密苫盖。块状、粒状或粘湿物料上料口设

置在封闭料棚内，采用管状带式输送机、皮带

通廊、封闭车辆等方式输送。物料上料、输送、

转接、出料和扒渣等过程中的产尘点采取有效

抑尘、集尘除尘措施。含挥发性有机物（VOCs）

物料储存于密闭容器、包装袋，高效密封储罐，

封闭式储库、料仓等；封闭式储库、料仓设置

VOCs 有效收集治理设施。含 VOCs 物料输送，

采用密闭管道或密闭容器、罐车等。

（三）加强生产环节管控。通过提高工艺自

动化和设备密闭化水平，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无

组织排放。生产过程中的产尘点和 VOCs 产生

点密闭、封闭或采取有效收集处理措施。生产

设备和废气收集处理设施同步运行，废气收集

处理设施发生故障或检修时，停止运行对应的

生产设备，待检修完毕后投入使用。生产设备

不能停止或不能及时停止运行的，设置废气应

急处理设施或采取其他替代措施。生产车间地



面及生产设备表面保持清洁，除电子、电气原

件外，不得采用压缩空气吹扫等易产生扬尘的

清理措施。厂内污水收集、输送、处理，污泥

产生、暂存、处置，危险废物暂存等产生 VOCs

或恶臭气体的区域加罩或加盖封闭并进行收

集处理。涉 VOCs 化（试）验室实验平台设置

负压集气系统，对化（试）验室中产生的废气

进行集中收集治理。

（四）加强精细化管控。针对各无组织排放

环节，制定“一厂一策”深度治理方案。制定

无组织排放治理设施操作规程，并建立管理台

账，记录操作人员操作内容、运行、维护、检

修和含 VOCs 物料使用回收等情况，记录保存

期限不得少于三年。鼓励安装视频、空气微站

等监控设施和综合监控信息平台，用于企业日

常自我监督，逐步实现无组织排放向精细化和

可量化管理方式转变。

四、行业指导意见

（一）钢铁行业。石灰、除尘灰、脱硫灰、

粉煤灰等密闭储存。铁精矿、煤、焦炭、烧结

矿、球团矿、石灰石、白云石、铁合金、钢渣、

脱硫石膏等密闭或封闭储存。其他干渣堆存采



用喷淋等抑尘措施。烧结、球团、炼铁等环节

的物料破碎、筛分、混合等设备采取密闭措施，

并配备有效集尘除尘设施。烧结机、烧结矿环

冷机、球团焙烧设备，高炉炉顶上料、矿槽、

高炉出铁场，混铁炉、炼钢铁水预处理、转炉、

电炉、精炼炉，石灰窑、白云石窑等产尘点全

面加强集气能力建设，确保无可见烟粉尘外

逸。高炉出铁场平台封闭或半封闭，铁沟、渣

沟加盖封闭；炼钢车间封闭，设置屋顶罩并配

备除尘设施。高炉炉顶料罐均压放散废气采取

回收或净化措施。废钢切割在封闭空间内进

行，设置集气罩，并配备除尘设施。轧钢涂层

机组封闭，并设置废气有效收集处理设施。

（二）建材行业。矿石料场设置防风抑尘网

或封闭。石子、页岩、煤矸石、煤、粘土、矿

渣、石膏、炉渣等封闭储存。熟料、粉煤灰、

矿粉和除尘灰等密闭储存。石子、页岩、煤等

物料破碎、筛分、搅拌、粉磨等设备采取密闭

措施，并配备有效集尘除尘设施。袋装水泥包

装下料口、装车点位和散装水泥装车配备有效

集尘除尘设施。

（三）有色行业。铝土矿、预焙炭块、铜精



矿、铅精矿、锌精矿、金精矿、废金属原料等

原料料场设置防风抑尘网或封闭。煤、焦炭、

矿渣、氟化盐、石英石、石英砂、石灰石、氧

化铝等封闭储存。除尘灰等密闭储存。赤泥堆

场采取边坡覆土绿化或洒水等抑尘措施。原料

破碎、分选、烘干等设备采取密闭措施，并配

备有效集尘除尘设施。电解铝生产工序在封闭

厂房内进行，电解槽、溜槽加罩封闭，并配备

废气有效收集净化系统，鼓励采用先进电解槽

计算机自动控制技术，减少槽罩板开启操作，

电解车间地面及电解槽上部结构保持清洁，残

极处理单元采用配备收尘措施的机械化作业。

铜铅锌冶炼过程中的电解槽、电解液循环槽、

电积槽等产生的酸雾采取有效收集措施，捕集

后净化处理，溜槽加罩封闭。再生铅的预处理、

熔炼、精炼、熔铸、电解工序在负压区域操作。

浇注、冷却等环节参考（五）铸造行业。

（四）火电行业。煤、脱硫石膏、炉渣等封

闭储存。粉煤灰、石灰石粉和石灰等密闭储存。

破碎、粉磨、筛分等设备采取密闭措施，并配

备有效集尘除尘设施。

（五）铸造行业。熔炼炉、熔化炉等装置配



备有效集尘除尘

设施。硅砂、焦炭、炉渣等封闭储存，煤粉、

膨润土、涂料、树

脂等密闭储存。浇注、冷却、造型、制芯等

环节设置有效集尘除尘设施。开箱、落砂、旧

砂回用再生、抛丸等环节采取密闭措施，配备

有效集尘除尘设施。需要就地开箱落砂的大、

特大型铸件，采取铸型浇水湿法落砂、喷雾降

尘或其他扬尘控制措施。采用 V 法、消失模等

工艺产生VOCs的环节配备有效收集治理设施。

加工环节参考（十五）机械制造行业，涂装环

节参考（十六）表面涂装行业。

（六）炭素制造行业。石油焦、煅后焦、石

英砂等封闭储存，沥青密闭存储并配置烟气有

效收集处理装置。物料破碎、煅烧、筛分、粉

磨、混捏、制糊成型、浸渍等设备采取密闭措

施，并配备有效集尘除尘设施。焙烧炉、石墨

化炉置于封闭车间内，进出料采取有效集尘除

尘措施，鼓励采用配有集气除尘设施的吸料天

车。加工环节参考（十五）机械制造行业。

（七）石化行业。挥发性有机液体采用压力

罐、低温罐、高效密封的浮顶罐或安装顶空联



通置换油气回收装置的固定顶罐存储，鼓励浮

顶罐设置油气回收装置。废液废渣（如蒸馏/

精馏残渣、釜残等）密闭储存。挥发性有机液

体装卸、分装密闭并设置 VOCs 收集、回收或

处理装置。严格按照《石化企业泄漏检测与修

复工作指南》规定，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

（LDAR）工作。鼓励延迟焦化装置实施密闭除

焦改造，鼓励合成橡胶、合成树脂、合成纤维

等使用密闭脱水、脱气、掺混等工艺和设备，

配套建设高效治理设施，其他生产环节参考

（八）化工行业。

（八）化工行业。粉状、块状物料密闭或封

闭储存。挥发性有机液体储存、装卸环节参考

（七）石化行业。挥发性有机液体原料、中间

产品、成品等转料优先利用高位差或采用无泄

漏物料泵，避免采用真空转料，因工艺需要必

须采用真空设备或采用氮气、压缩空气等方式

输送液体物料的，真空尾气、输送排气有效收

集至废气治理设施。排放 VOCs 的蒸馏、分离、

提取、精制、干燥等生产环节在密闭设备中进

行，非密闭设备在密闭空间内操作或进行局部

气体收集，并配备废气净化处理装置；常压带



温反应釜上配备冷凝或深冷回流装置，减少反

应过程中挥发性有机物料的损耗，不凝性废气

有效收集至废气治理设施。反应釜放空尾气、

带压反应泄压排放废气及其他置换气有效收

集至废气治理设施。涉 VOCs 和产尘固体产品

包装配备有效集气处理设施。企业中载有气

态、液态 VOCs 物料的设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

大于等于 2000 个的，按要求开展泄漏检测与

修复（LDAR）工作。

（九）煤化工（含焦化）行业。煤、焦炭、

脱硫石膏等密闭或封闭储存。气化炉装煤、出

渣，焦炉装煤、出焦、干熄焦过程设置废气有

效收集净化设施。焦炉机侧炉口设置集气罩，

对废气进行有效收集处理。焦炉煤气净化冷鼓

环节及焦油、苯等各类贮槽（罐）排放的有机

废气接入压力平衡系统或有效收集净化处理。

按要求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工作。洗

油转运、贫油槽、离心机、油渣库等工艺环节

采取密闭措施并进行负压集气。煤气脱硫不凝

气及机械化澄清槽、焦油渣收集桶、氨水澄清

槽、罐区（中间槽区）废气均进行有效收集治

理。煤制合成气、煤制甲醇、煤制二甲醚、煤



制烯烃、煤制油等生产环节参考（八）化工行

业，煤制油储存环节参考（七）石化行业。

（十）制药行业。物料存储、转运、生产和

包装等环节参照（八）化工行业。生物制药行

业的菌渣压滤、干燥、包装、储存等车间密闭

且保持负压状态，并配备废气有效收集处理设

施，车间进出口设置风幕系统。菌渣包装下料

口安装废气有效收集处理设施。菌渣在厂内采

用密闭方式转运，转运过程中不得落地。

（十一）采矿行业。原矿石进行苫盖，采取

洒水或喷淋等抑尘措施。露天开采过程中采用

湿式、干式（带收尘）凿岩方式，矿山爆破采

用微差、预裂、光面爆破方式，爆破后采取有

效抑尘措施。矿石破碎环节设置高效除尘设

施，矿石破碎后通过封闭运输皮带运至封闭料

场。地下开采采用有效的抑尘措施，并加强通

风井管控。

（十二）家具制造（含木器制造）行业。锯

末等封闭储存，油漆、蜡油、乳胶、漆渣等含

VOCs 物料）密闭储存。开料、砂光、打磨、雕

刻、镂铣等产尘环节设置有效的废气收集治理

设施。焊接环节根据作业点位数配备焊接烟尘



净化器，或设置专门操作间并设置集气系统对

焊接烟尘进行有效收集治理。调漆、涂装、调

胶、施胶、流平、干燥等含 VOCs 原辅材料使

用的过程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并设置负压集气

处理系统。含注塑、挤塑、吹塑、热塑等产生

VOCs 的塑料家具制造环节，采取密闭措施并设

置负压集气处理系统。载有 VOCs 物料的设备

在开停工（车）、检维修、退料和清洗时进行

废气有效收集治理；退料阶段将残存物料退

净，并用密闭容器盛装。

（十三）化肥行业。磷矿石、硫精矿、煤、

石灰石、脱硫石膏和炉渣等封闭储存。磷矿粉、

粉煤灰、石灰石粉、石灰等密闭储存。物料破

碎、筛分、粉磨等设备采取密闭措施，并配备

有效集尘除尘设施。挥发性有机液体存储及装

卸参考（七）石化行业。液硫灌装过程进行废

气有效收集处理。磷酸（湿法）生产中过滤机

下料口逸出气体及过磷酸钙酸解反应尾气有

效收集处理。高塔造粒中的熔融环节采取密闭

措施，并配备废气有效收集治理设施。化肥成

品包装加大自动化包装机比例，包装下料口配

备有效集尘除尘设施。



（十四）油品储运销行业。油品储存、装卸

环节参照（七）石化行业。加油站埋地油罐采

用电子液位仪进行汽油密闭测量。规范油气回

收设施运行，自行或聘请第三方机构加强加油

枪气液比、系统密闭性及管线液阻等检查，提

高检测频次，确保油气回收系统正常运行。年

销售汽油量大于 5000 吨的加油站安装油气回

收在线监控系统，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加

强油罐车油气回收系统密闭性和油气回收气

动阀门密闭性检测。

（十五）机械制造行业。下料、机械加工、

抛丸、打磨、喷砂、清理滚筒、热处理、化学

预处理、电镀等环节设置废气有效收集治理设

施。焊接环节根据作业点位数配备焊接烟尘净

化器，或设置专门操作间并设置集气系统对焊

接烟尘进行有效收集治理。涂装环节参考（十

六）表面涂装行业。

（十六）表面涂装行业。通过使用水性、粉

末、高固体分、无溶剂、辐射固化等低 VOCs

含量的涂料替代溶剂型涂料，从源头减少 VOCs

产生。涂料、稀释剂、清洗剂、漆渣等含 VOCs

物料密闭储存，调配、使用（喷漆、流平和烘



干）、回收等过程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

内操作，并配备 VOCs 有效收集处理设施。如

不能密闭，采取局部气体收集处理措施或其他

有效污染控制措施。

（十七）包装印刷行业。通过使用水性、辐

射固化、植物基、低（无）醇润版液等低 VOCs

含量的油墨替代溶剂型油墨，从源头减少 VOCs

产生。油墨、胶黏剂、涂布液、润版液、稀释

剂、上光剂、覆膜剂、修正液等含 VOCs 物料

密闭储存。调墨、供墨、涂布、印刷、烘干、

覆膜、复合、上光、清洗、烫箔、洗车、辐刷、

覆压等工艺环节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

内操作，并配备 VOCs 有效收集处理设施。

（十八）危险废物治理行业。固体危险废物

全部进入暂存库储存，暂存库按照《危险废物

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建设。暂存库内设置负压

集气系统，收集处理物料在装卸、存储过程中

产生的无组织废气，进出口处设置空气风幕系

统。粉状物料密闭储存，并配备有效集气处理

设施。液体危险废物密闭储存，储罐大、小呼

吸产生的废气进行有效收集处理。危险废物焚

烧中的卸料、配伍、破碎、上料，物化处理中



的氧化还原、酸碱中和、气浮，危险废物资源

化利用中的废包装桶回收（清洗、整形、喷漆

等）、废催化剂再生（清灰、筛分、烧炭、氯

化更新、干燥、煅烧等）、废线路板回收（破

碎、分选等）、废活性炭再生（筛分、再生、

出炭等）、铬渣干法解毒（破碎筛分、烘干、

输送进料、球磨、还原煅烧等），稳定固化中

的输送给料、破碎筛分、搅拌等环节采取密闭

措施并配备废气有效收集处理设施。危险废物

填埋采取抑尘措施，填埋场填埋作业达到设计

容量后，及时进行封场覆盖。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工作部署。深刻认识加强工业企

业无组织排放管控对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增强

群众获得感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工业企业无

组织排放深度治理工作。做好监督、管理和服

务工作，督促企业落实治污主体责任，指导企

业制定无组织排放深度治理方案，加快推进深

度治理改造工程建设。

（二）加强监测监控。建立完善工业企业无

组织排放监测监控体系，推进工业企业无组织

排放在线监测、视频监控设施建设和联网工



作，借助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走航监测等

手段，依托大数据平台，探索高效的监管手段，

不断提升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监管能力。

（三）加强监督执法。加大生态环境执法力

度，对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

依法依规查处，曝光典型问题，对违法行为形

成有效震慑，督促工业企业落实无组织排放管

控措施，降低污染物排放。

（四）加强典型示范。树立无组织排放治理

标杆企业作为行业引领示范，在重污染天气应

急、生态环境执法检查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总结归纳企业在综合整治工作中取得的先进

经验，指导相关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科学精

准管控无组织排放污染。

附件：山东省重点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现场

生态环境执法检查要点



附件

山东省重点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
现场生态环境执法检查要点

类型 源项 检查环节 检查要点

颗粒物

物料

储存

露天料场

1.水泥、有色等行业矿石料场是否采用防风抑尘网，防风抑尘网高度是

否高于料场堆存高度，堆存物料是否严密苫盖。

2.料场四周及顶部是否设置喷淋装置，喷淋范围是否覆盖整个料堆。

3.赤泥堆场边坡是否采取覆土绿化或洒水等抑尘措施。

4.采矿行业原矿石是否进行苫盖，是否采取洒水或喷淋等抑尘措施。

封闭料棚

1.石子、页岩、煤矸石、煤、粘土、矿渣、铁精矿、磷矿石、硫精矿、

焦炭、石油焦、煅后焦、烧结矿、球团矿、石灰石、白云石、铁合金、

钢渣等块状、粒状或粘湿物料是否存储于封闭料棚内，料棚内是否设有

喷淋装置，喷淋范围是否覆盖整个料堆。

2.所储存物料对含水率有严格要求或遇水发生变化的，是否在料棚内安

装有效集尘除尘设施。

3.料棚进出口是否安装封闭性良好且便于开关的卷帘门、推拉门或自动

感应门等，在无车辆通过时是否将门关闭。

密闭料仓、

储罐

煤粉、粉煤灰、石灰、除尘灰、脱硫灰等粉状物料是否储存于密闭料仓、

储罐内，并配置高效除尘设施。

密闭容器、

包装袋

1.容器或包装袋在非取用状态时是否加盖、封口，保持密闭；盛装过干

粉物料的废包装容器是否加盖密闭。

2.容器或包装袋是否存放于室内的专用场地。

物料运

输、装

卸、输送

粉状物料

1.煤粉、粉煤灰、石灰、除尘灰、脱硫灰、原料药等粉状物料是否采用

管状带式输送机、气力输送、真空罐车、密闭车厢等密闭方式运输和输

送。

2.装卸口是否配备密封防尘装置，是否存在直接卸落到地面的情况。

3.物料上料、输送、转接、出料和扒渣等过程中的产尘点是否采取有效

抑尘、集尘除尘措施。

块状、粒状、

粘湿物料

1.石子、页岩、煤矸石、煤、粘土、矿渣、铁精矿、磷矿石、硫精矿、

焦炭、石油焦、煅后焦、烧结矿、球团矿、石灰石、白云石、铁合金、

钢渣等块状、粒状或粘湿物料是否采用皮带通廊、封闭车厢等封闭方式

或苫盖严密运输和输送。

2.是否直接卸落至储存料场，装卸过程是否配备有效抑尘、集尘除尘设

施。

3.上料口是否设置在封闭料棚内，物料上料、输送、转接、出料和扒渣

等过程中的产尘点是否采取有效抑尘、集尘除尘措施。

厂区道路 1.厂区道路是否硬化、平整无破损，是否对厂区道路定期洒水清扫、无



积尘。

2.厂区是否存在裸露空地，闲置裸露空地是否绿化或硬化。

3.厂内运输是否存在物料抛洒和飞扬。

洗车设备

钢铁、建材、有色、火电、铸造、炭素、采矿、煤化工（焦化）、化肥、

危险废物治理等行业料场或厂区出入口是否配备车辆清洗装置或者采

取其他控制措施，出场车辆是否干净、运输不起尘。

工艺过

程颗粒

物无组

织排放

爆破、破碎、

筛分、粉磨、

混合等

1.露天矿山开采过程中，是否采用湿式、干式（带收尘）凿岩方式，爆

破后是否采取有效抑尘措施。

2.地下开采是否采用有效的抑尘措施，并加强通风井管控。

3.块状物料破碎、筛分、粉磨、混合等设备是否采取密闭措施，并配备

有效集尘除尘设施。

焊接、切割、

砂光、打磨、

雕刻、镂铣

等

1.焊接环节是否根据作业点位数配备焊接烟尘净化器，或设置专门操作

间并设置集气系统对焊接烟尘进行有效收集治理。

2.切割、砂光、打磨、雕刻、镂铣等环节是否配备有效集尘除尘设施。

浇注、落砂、

旧砂再生、

抛丸等

1.浇注及冷却区是否设置有效集尘除尘设施。

2.开箱、落砂、旧砂回用再生、抛丸等环节是否采取密闭措施，是否配

备有效集尘除尘设施，需要就地开箱落砂的大、特大型铸件，是否采取

铸型浇水湿法落砂、喷雾降尘或其他扬尘控制措施。

干燥、包装

等

1.干燥环节是否在密闭设备中进行，非密闭设备是否在密闭空间内操作

或进行局部气体收集，是否配备废气净化处理装置。

2.包装环节下料口和装车点位是否配备有效集尘除尘设施。

炉窑
工业炉窑生产工艺产尘点是否采取密闭、封闭或设置集气罩等措施，产

尘点及车间是否有可见烟粉尘外逸。

电解

1.电解铝电解槽是否加罩封闭，并配备废气有效收集净化系统。

2.铜铅锌冶炼过程中的电解槽、电解液循环槽、电积槽等是否配备有效

的酸雾收集净化设施，再生铅电解工序操作是否在负压区域进行。

3.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溜槽是否加罩封闭。

危险废物

填埋
危险废物填埋是否采取抑尘作业。

VOCs 参照《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53 号）的附件 4 和附件 5 执行。

精细化管控
1.针对各无组织排放环节，是否制定“一厂一策”深度治理方案。

2.是否制定无组织排放治理设施操作规程，并建立管理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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