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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项目来源 

根据原环境保护部下发的《关于征集2019年度排污许可技术规范项目承担单位的通

知》（环办规财函〔2017〕1773号），北京市环科环境工程设计所协同协作单位共同申报

了“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聚氯乙烯工业”制修订项目，并通过了申请答辩。

2018年1月12日，原环境保护部正式下达了《关于确定2019年度重点行业排污许可技术规

范项目承担单位的通知》（规财函〔2018〕4号），确定由北京市环科环境工程设计所作

为承担单位，由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

估中心、中国氯碱工业协会、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作为协作单位共同完成“排

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聚氯乙烯工业”制订及相关技术工作。 

1.2 工作过程 

（1）2018年1月-2月，工作团队组建； 

（2）2018年3月-7月，开展了资料的调研工作； 

（3）2018年7月19日召开开题论证会，开题论证专家就项目可行性、适用范围及存在

问题等进行了质询，一致通过了开题论证； 

（4）2018年8月-2019年3月，调研，形成征求意见稿； 

（5）2019年3月25日，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在京召开了《排污许可

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聚氯乙烯工业》（征求意见稿）专家审查会，审议专家就编制单

位提供的技术规范、编制说明中的基本情况填报要求、许可排放限值、实际排放量核算、

合规判定的技术方法以及自行监测、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执行报告等环境管理要求进

行了质询，一致认为符合规范要求，同意公开征求意见。 

2 国内外聚氯乙烯工业概况和发展趋势 

2.1 全球聚氯乙烯工业概况 

聚氯乙烯（Polyvinyl chloride，缩写为“PVC”）是合成树脂中重要的品种，从全球聚

氯乙烯消费看，聚氯乙烯是世界上产量较大的通用塑料，仅次于聚乙烯，排在五大通用树

脂中消费量的第二位；从生产工艺路线看，除中国和极少几个国家以乙炔法工艺路线生产

外，绝大部分国家都是采用乙烯法工艺路线。 

聚氯乙烯的主要生产地集中在亚洲、美洲和欧洲地区。2017年全球产能约580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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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地区产能约3800万吨，占据全球产能的65%以上；北美和南美洲地区2017年产能为1100

万吨，占据全球产能的18%；欧洲地区位列第三，2017年产能为860万吨，占据全球产能的

15%。此三位占据了全球产能的95%以上。中国成为金融危机后全球聚氯乙烯消费焦点，

大部分新增产能都集中在亚洲地区。 

2.2 我国聚氯乙烯工业生产现状 

中国聚氯乙烯工业开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

的快速发展以及建筑行业大力推广使用节能、节约的建筑材料，使得中国聚氯乙烯产品市

场需求急剧增长。自2008年起，受全球经济大环境影响，聚氯乙烯产能增速开始出现明显

滞缓，且闲置产能偏多。 

根据聚氯乙烯生产原料和工艺路线的不同，分为以乙炔为原料的乙炔法工艺和以乙烯

为原料的乙烯法工艺。由于我国特有的“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和能源结构，决定了

中国依托丰富的电力和煤炭资源（电石制取乙炔的原料路线），发展乙炔法聚氯乙烯为主、

乙烯法聚氯乙烯为辅的产业结构，具有特殊性和必然性，也符合中国的国情。 

2.3 聚氯乙烯工业排污现状 

聚氯乙烯工业是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的化工行业。聚氯乙烯与烧碱生产密不可分，氯碱

行业整体对环境污染较大，每年排放的“三废”数量也较大，污染物多，其中工业废水年

排放 7200 万-8000 万吨，废气排放量 600 亿-700 亿 m3，废渣 160 万-200 万吨。氯碱行业

“三废”中还包括重金属、有机氯化物、氯化物等，对环境影响较大。 

2.4 污染防治技术现状 

乙炔法聚氯乙烯生产产生的废气主要处理方法包括袋式除尘或旋风除尘、PSA 回收、

活性炭吸附以及焚烧等技术。 

袋式除尘技术核心设备为袋式除尘器，必要时采用旋风+多级袋式除尘的组合技术；

对于含有氯乙烯的废气采用 PSA 工艺进行处理，吸附剂可以为活性炭、分子筛。乙烯法氯

乙烯合成、精制等环节的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采用焚烧的手段进行处理。 

聚氯乙烯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离心母液等有机废水、含汞废水、酸性废水、碱性废水，

对于酸碱废水可进行中和处理。 

离心母液来自于聚合工段，产生量大，悬浮物和氯乙烯含量较高，主要处理方法为混

凝沉淀、生化、过滤、活性炭吸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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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汞废水来自氯乙烯净化装置，含汞废水水质不稳定，成分复杂，含有多种杂质和无

机盐，主要处理方法有化学沉淀法、吸附法、蒸发等。 

聚氯乙烯生产过程中，除氯乙烯合成段产生大量的废含汞催化剂外，在各个生产环节

还有部分固体废物产生，应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危险废物鉴别方法进行属性判断，

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范畴的，其处理处置需有资质单位进行。 

3 标准制定的原则 

与我国现行有关的环境法律法规、标准协调相配套，与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相一致，

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等要求进行编制。 

排污许可证制度作为固定源企事业单位的基础性核心环境管理制度，定位为环境统

计、总量控制、清洁生产等其他管理制度信息唯一的来源。 

4 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4.1 适用范围 

根据聚氯乙烯生产工艺流程及其涉及的原料，框定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聚氯乙烯生产涉及的原料包括：乙炔（电石）、乙烯、氯气和氯化氢、二氯乙烷、氯

乙烯以及其他。根据聚氯乙烯工业生产工艺、主要原材料以及主要产品，聚氯乙烯生产包

含乙炔法和乙烯法，乙烯法又有乙烯氧氯化法、单体法和联合法。 

从标准文本内容上来说，适用范围为乙炔法、乙烯法（乙烯氧氯化法、单体法、联合

法）生产聚氯乙烯生产过程，基本涵盖了聚氯乙烯生产的全行业范围。对于天然气制乙炔

生产聚氯乙烯的企业，因全国仅有 1 家，按乙炔法填报，不单独进行技术规范的规定。 

4.2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对聚氯乙烯工业排污单位、乙炔法、乙烯法、乙烯氧氯化法、单体法、联合法、

许可排放限值、特殊时段、非正常情况共九个术语进行了定义。结合《烧碱、聚氯乙烯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5581）、《聚氯乙烯树脂单位产品限额》（GB30527）等标准

术语的定义，确定聚氯乙烯工业排污单位、乙炔法、乙烯法、乙烯氧氯化法、单体法、联

合法的定义，以使本标准能够全面覆盖聚氯乙烯工业的生产。其他通用的定义，如非甲烷

总烃、二噁英等属于通用术语，本标准不再进行赘述。 

4.3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填报要求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为载明内容，要求填报生产工艺、生产单元、产能、原辅材料、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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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节点及排放口等信息，为明确需要许可的污染因子、排放口类别、确定许可排放限值，

提供基础资料，也为核算实际排放量和确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提供基础信息。 

4.4 许可排放限值 

4.4.1 许可排放浓度的确定 

许可排放浓度根据 GB 15581、GB 14554 的排放限值确定。 

4.4.2 许可排放量的计算方法 

a）本标准给出了废气和废水主要排放口许可总量指标的许可排放量计算方法，采用许

可排放浓度与基准排气（水）量、产品产能相乘的方法获得，也可采用单位产品排放绩效

与产品产能的乘积获得（非甲烷总烃）。 

b）基准排（水）量 

排污单位总排放口基准排水量根据 GB 15581 获得，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基准排水

量根据调研数据获得。基准排气量根据 GB 15581 排放浓度和排放绩效反推获得。 

c）特殊时段许可排放量 

排污单位应按照国家或所在地区人民政府制定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等文件，根据停

产、减产、减排等要求，确定特殊时段许可排放量要求。国家和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

法规定的其他特殊时段许可排放量应在排污许可证中明确。特殊时段日许可排放量根据排

污单位前一年实际排放量折算的日均值、特殊时段排放量削减比例核算。 

d）对位于《“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区域性、流域性的总磷、总氮总量控制

区域内的排污单位，还应分别许可总磷及总氮年许可排放量。 

4.5 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根据对聚氯乙烯工业排污单位调研，了解除尘、脱汞、挥发性有机物脱除等废气治理

可行技术和生产装置废水处理、综合污水处理可行技术以及运行管理要求。 

根据聚氯乙烯工业主要废气产生装置或设施，以及废水产生装置及污水处理设施，针

对主要的污染物排放管控因子，明确废气治理和废水处理的可行技术，以供排污单位参照

填写。 

对于采用本标准所列可行技术，原则上认为具备符合规定的污染治理设施或污染物处

理能力。对于未采用的，排污单位应当在申请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证明可达到与可行技

术相当的处理能力，同时应加强自行监测和台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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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聚氯乙烯工业自行监测管理要求确定 

4.6.1 有组织废气 

排气筒中大气污染物的监测采样按 GB/T 16157、HJ/T 397、HJ/T 373、HJ/T 732 或 HJ 

75、HJ 76 的规定执行。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的监测按 GB/T 15432、HJ/T 55 的规定执行。 

二噁英污染物的项目每年至少监测一次，采样方法按 HJ/T 77.2 的方法执行。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指南 总则》中规定，重点排污单位主要排放口主要指标的最低

监测频次为月~季度，主要排放口其他指标的最低监测频次为半年~年，其他排放口监测指

标的最低监测频次为半年~年。 

4.6.2 无组织废气 

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指南 总则》，无组织废气排放的污染源每年至少开展一次

监测。 

4.6.3 废水 

主要考虑了排污单位废水总排口、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雨水外排口监测点位

设置、监测指标、监测频次。监测指标主要参照 GB 15581，并结合对国内企业实地调研制

定。《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环发〔2013〕81 号）中规

定，化学需氧量、氨氮每日开展监测，废水中其他污染物每月至少开展一次监测。《排污

单位自行监测指南 总则》中规定，重点排污单位废水主要指标的最低监测频次为日~月，

其他指标的最低监测频次为季度~半年。对于总汞、氯乙烯 2 项指标为聚氯乙烯工业的特

征污染物，因此，依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规定的原则，规定监测频次

为按月监测。 

4.7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与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要求 

4.7.1 环境管理台账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内容要求真实有效、重点突出、内容全面。台账记录形式包括电子

化存储和纸质存储两种形式，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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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本标准将环境管理记录最低保存时间设定为三年。台账记录

内容参照已经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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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聚氯乙烯工业排污单位环境管理特点确定，环境管理记录包括排污单位生

产设施运行情况、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自行监测数据和其他环境管理信息等四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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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便于排污单位记录，编制了部分表格，且所有记录内容与排污许可证中编号相对

应。 

4.7.2 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年度执行报告规范要求的内容主要参照已经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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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结合聚氯乙烯工业特点与监测、台账记录

进行编制，主要内容包括排污单位基本情况、遵守法律法规情况、生产设施运行情况、污

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自行监测执行情况、环境管理台账执行情况、实际排放情况及达标

判定分析、排污费（环境保护税）缴纳情况、信息公开情况、排污单位内部环境管理体系

建设与运行情况以及其他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执行情况等。月报/季报主要选取年报规定

中实际排放量的相关内容，以满足排污收费（环境保护税征收）的管理需要。同时，为便

于排污单位记录，各部分均编制了表格示例，排污单位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完善补充。 

4.8 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 

正常工况下，污染物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主要有：实测法（包括采用连续在线监测

（CEMS）数据核算、采用手工采样监测数据核算）、物料衡算法、产排污系数法等。针

对不同的企业类型，优先采用实测法，其次为物料衡算法、产排污系数法。 

4.9 合规判定方法 

4.9.1 排放浓度的合规判定 

排污单位废气排放浓度合规是指各有组织排放口和企业边界无组织污染物排放浓度满

足本标准 5.2.2.1 的要求。 

排污单位各废气排放口的排放浓度合规是指任一小时浓度均值均满足许可排放浓度要

求。各项废气污染物小时浓度均值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包括自动监测和手工监测）、

执法监测进行确定。排放标准中浓度限值非小时均值的污染物，其排放浓度达标是指按照

相关监测要求测定的排放浓度满足许可排放浓度要求。生态环境部发布在线监测数据达标

判定方法的，从其规定。 

排污单位各废水排放口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合规是指任一有效日均值（pH 值除外）均满

足许可排放浓度要求。各项废水污染物浓度日均值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包括自动监测

和手工监测）、执法监测进行确定。排放标准中浓度限值非日均值的污染物，其排放浓度

达标是指按照相关监测要求测定的排放浓度满足许可排放浓度要求。生态环境部发布在线

监测数据达标判定方法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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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 排放量合规判定 

聚氯乙烯工业排污单位废气、废水污染物及固体废物排放量合规是指： 

a）主要污染物实际排放量满足各自的年许可排放要求； 

b）对于特殊时段有许可排放量要求的，实际排放量不得超过特殊时段许可排放量。 

4.9.3 管理要求合规判定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据排污许可证中的管理要求，以及聚氯乙烯工业相关技术规范，

审核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和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检查排污单位是否按照自行监测方案开展

自行监测；是否按照排污许可证中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记录相关内容，记录频次、形式

等是否满足排污许可证要求；是否按照要求定期上报执行报告，上报内容是否符合要求等；

是否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定期开展信息公开等。 

5 标准实施措施及建议 

5.1 进一步强化在线监测对排污许可的有效支撑 

在线监测设备管理简便、监测数据量大，是监控企业许可排放浓度达标以及支撑实际

排放量核算的有效手段。但现阶段，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在线监测数据的管理和应用偏弱，

在线监测数据的有效性不足，在线监测作为执法判定的法律依据不足，这些都对本标准实

施形成阻力。 

因此，建议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加强在线监测的管理，提升在线监测的技术水平和法律

地位，保留特殊时段在线监测数据并如实上传，保证在线监测数据的完整性，为本标准的

实施提供保障。 

5.2 加快完善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 

建议按照本标准内容尽快完善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聚氯乙烯工业申请与核发系统，

便于企业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用，促进本标准的落地。 

5.3 加大对企业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宣传培训力度 

国家排污许可制度对各行业提出了精细化管理要求，本标准涉及的环境管理内容多，

技术要求高，应加大对企业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培训，帮助理解技术规范的要求，指导

企业申请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核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