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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制造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标准编制背景

1.1 任务工作来源

为进一步完善国家环境技术管理体系，适应环境管理工作需要，2018年 1月 5日由原

生态环境部科技标准司下发了任务单（项目统一编号：技-2018-004），由华南理工大学牵头

承担《家具制造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编制工作，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中国

涂料工业协会、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中心

参加编制。

1.2 项目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阶段

2018年 1月，收到工作任务后，华南理工大学组织 5家参加单位共 20多名专家和技术

人员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2018年 2月 1日，标准编制工作组成员参加了生态环境部举

办的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编制工作培训班，认真学习了指南编制导则、标准编制要求、排

污许可证政策要求以及标准编制的方法等内容。2018年 4 月初，编制组召开首次工作会

议。在该次会议上，讨论并初步确定了标准适用范围、标准技术路线、工作方案、标准文本

框架、各单位任务分工及时间进度等问题。

（2）收集资料和开展技术初筛

2018年 4~5月，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掌握家具行业最新进展情况，通

过向环保管理部门、环保企事业单位发放调研公函、向家具行业企业发放调研问卷、通过网

络公开征集案例及开展实地调研等，收集到全国各地区、各规模、各生产工艺类型家具企业

的污染整治研究报告、技术（改造）可行性报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验收监测报告等资料

信息。

编制组对企业生产工艺类型、原辅材料种类、污染预防技术、污染治理技术等资料进行

了初步归类分析。后通过召开专家咨询会，与行业企业专家、涂料涂装专家、污染治理工程

专家、地方环保部门研讨、综合分析后，确定了备选技术清单。

在广泛调研及研讨咨询的基础上，编制组明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确定了家具制造工业

企业的污染预防技术、污染治理技术、环境管理措施及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等，形成了标准文

本草案及开题论证报告。

（3）召开标准开题论证会

2018年 6月 15日，由原科技标准司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标准开题论证会，论证会专家对

标准文本草案和开题论证报告进行了论证。论证会专家对标准的适用范围、技术调查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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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性和企业的代表性以及污染预防技术和污染治理技术的分类给出了建议，同时建议在编

制过程中，加强与国家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衔接。会后编制组对标准文本草案和开题

报告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4）开展技术调查

针对开题论证会专家提出的意见，编制组从不同规模、不同地域、不同生产工艺、不同

治理技术等角度考虑，选择了典型家具制造企业，对原辅材料类型及用量、废气废水治理技

术的工艺参数及经济成本、噪声及固废污染防治情况、达标排放情况、环境管理现状等方面

开展了调研。调研的企业涵盖了我国家具制造企业集中度较高的广东、江苏、浙江、山东、

四川、北京、天津、上海等省及直辖市，兼顾大、中、小各类规模，涵盖各类生产工艺类型

及标准文本初稿所列的所有可行技术类型。

编制组于 2018年 5月，在东莞参加了由中国涂料工业协会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水

性木器涂料发展研讨会，向与会企业代表发放了调查问卷；2019年 5月，在东莞参加了由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水性木器涂料发展研讨会，对指南的编制工作情

况进行了汇报交流；2018年 8月至 2019年 7月期间，针对我国家具制造企业的重点地区之

一广东省进行了重点调研，选择了 9家企业进行了现场监测。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编制组组织行业企业专家、行业污染治理专家、地方环保部门等相

关专家进行研讨、综合分析后，对备选技术清单中的技术进行了进一步的筛选，形成了备选

可行技术清单。

（5）开展技术评估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编制组按照《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编制导则》（HJ 2300-2018）中的要求，构建了污

染防治可行技术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污染防治技术性能、经济指标、运行管理和环境效益等

指标，按照技术的特征与原理对备选可行技术内的技术单元进行分析和归类，结合调研得到

的资料进行了技术经济分析，先后举办了多次专家咨询会进行论证评估，最终确定了可行技

术的种类、关键技术参数、污染物排放水平等信息。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编制组编制完成

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6）召开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提交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019年 9月 6日，科技与财务司主持召开了标准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审议委员会

通过了本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审议，并提出修改建议。编制组对标准文本及其编制说明进行了

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编制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

2 标准编制的必要性

2.1 国家环境管理部门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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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规定，工业涂装企业（含家具制造企业）应当使

用低挥发性有机物（VOCs）含量的涂料，并建立台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三年），用来记录

生产原料、辅料的使用量、废弃量、去向以及 VOCs含量；若使用含 VOCs的原材料和产品

时，其 VOCs含量应当符合质量标准或者要求，并且鼓励生产使用低毒、低挥发性有机溶

剂；对于产生含 VOCs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

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若活动空间无法密闭，则应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

（2）《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号）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强化企业责任，企业是大气污染治理的责任主体，要按

照环保规范要求，加强内部管理，增加资金投入，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治理技术，确保达

标排放，甚至达到“零排放”，要自觉履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接受社会监督；要求推进

VOCs污染治理，在表面涂装等行业（含家具制造行业）实施 VOCs综合整治。

（3）《“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国发〔2016〕65号）

《“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完善环境标准和技术政策体系；实施重点行业企

业达标排放限期改造，发布重点行业污染治理技术，推进行业达标排放改造；要求全面加强

表面涂装（含家具制造行业）等重点行业 VOCs控制，涂装行业实施低 VOCs含量涂料替

代、涂装工艺与设备改进，建设 VOCs收集与治理设施。

（4）《“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环大气〔2017〕121号）

《“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提出全面开展涉 VOCs排放的“散乱

污”企业（含家具制造行业）排查工作，建立管理台账，实施分类处置；严格家具制造等行

业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提高 VOCs排放重点行业环保准入门槛，严格控制新增污染物排放

量，严格涉 VOCs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区域内 VOCs排放等量或倍量削减替代，并

将替代方案落实到企业排污许可证中，纳入环境执法管理；加大工业涂装 VOCs治理力度，

从源头加强控制，使用低（无）VOCs含量的原辅材料，加强废气收集，安装高效治理设

施。预计到 2020年底，在木质家具制造行业，大力推广使用水性胶粘剂和水性、紫外光固

化涂料，替代比例分别达到 100%和 60%以上；在平面板式木质家具制造行业，推广使用自

动喷涂或辊涂等先进工艺技术；加强废气收集与处理，有机废气收集效率不低于 80%；建设

吸附燃烧等高效治理设施，实现达标排放。

（5）《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国发〔2018〕22号）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提出推进重点行业（含家具制造行业）污染治理升级

改造。重点区域 VOCs全面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强化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管控；

实施 VOCs专项整治方案。制定 VOCs排放重点行业（含家具制造行业）综合整治方案，出

台泄漏检测与修复标准，编制 VOCs治理技术指南。重点区域禁止建设生产和使用高 VOCs

含量的溶剂型涂料、油墨、胶粘剂等项目。开展 VOCs整治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违法排

污行为，对治理效果差、技术服务能力弱、运营管理水平低的治理单位，公布名单，实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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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惩戒，扶持培育 VOCs治理和服务专业化规模化龙头企业。2020年，VOCs排放总量较

2015年下降 10%以上；强化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体系建设。排气口高度超过 45米的高架

源，以及 VOCs排放重点源，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督促企业安装烟气排放自动监控设

施，2019年底前，重点区域基本完成；2020年底前，全国基本完成。

（6）《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53号）

《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提出对工业涂装（含家具制造行业）VOCs进

行综合治理。强化源头控制，加快使用粉末、水性、高固体分、辐射固化等低 VOCs含量的

涂料替代溶剂型涂料。如在木质家具制造中大力推广使用水性、辐射固化、粉末等涂料和水

性胶粘剂；在金属家具制造中大力推广使用粉末涂料；在软体家具制造中大力推广使用水性

胶粘剂；加快推广紧凑式涂装工艺、先进涂装技术和设备。木质家具推广使用高效的往复式

喷涂箱、机械手和静电喷涂技术；采用喷涂工艺的板式家具，推广使用粉末静电喷涂技术，

采用溶剂型、辐射固化涂料的板式家具则推广使用辊涂、淋涂等工艺；有效控制无组织排

放。涂料、稀释剂、清洗剂等原辅材料在调配、存储、输送、使用、回收等过程应采用密闭

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除大型工件外，禁止敞开式喷涂、晾（风）干作业；调配（原则

上实行集中调配）、喷涂和干燥等 VOCs排放工序应配备有效的废气收集系统；推进建设适

宜高效的治污设施。喷涂废气应设置高效漆雾处理装置；喷涂、晾（风）干废气宜采用吸附

浓缩+燃烧处理方式，小风量的可采用一次性活性炭吸附等工艺；调配、流平等废气可与喷

涂、晾（风）干废气一并处理；使用溶剂型涂料的生产线，烘干废气宜采用燃烧方式单独处

理，具备条件的可采用回收式热力燃烧装置。

2.2 产业政策及准入条件要求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年本）（修正）》鼓励水性木器涂料等环境友好、资源节

约型涂料生产，规定有害物质含量超标准的溶剂型木器涂料为限制类落后产品。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家具》（HJ 2547-2016）规定了木家具、金属家具、塑料家

具、软体家具、藤家具、玻璃石材家具和其他家具及配件产品使用的木材、木质板材、塑料

部件、玻璃、纺织品、胶粘剂、涂料、皮革和人造革、金属件、树脂填料等原辅材料，产品

的生产过程、产品本身以及产品包装和产品说明的环境保护要求。

《中国家具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正确认识家具行业的发展现状，坚持推动产

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先进技术为主要手段，引导家具产业向

分工细化、协作紧密方向发展，加强家具行业与智能制造相结合，推进家具行业的技术改

造，促进行业从高能耗向低能耗转变，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升级，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过

度，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持续提升家具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家具行业的长远发展

需要树立科学的生态理念，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坚定不移地推行绿色环保战略。要着力解

决行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推动建立绿色发展产业体系。鼓励企业的设备改造和技术更

新，注重生产过程的节能减排，推广新型的环保材料和可再循环材料的应用，释放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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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和绿色家具产品的消费与投资需求，拉动行业绿色环保工程发展，促进行业生态文明建

设与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为落实国家环境管理要求，并为当前环境管理制度提供技术支撑，落实产业

政策及准入条件，满足技术发展需求，制定《家具制造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是必要

的。

3 标准编制的基本原则

（1）立足我国实际，与国际接轨

充分借鉴发达国家污染防治管理体系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编制适合我国

国情的家具制造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

（2）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结合

总结我国家具制造工业主导工艺路线，分析主要产污环节及污染物排放节点，分析家具

制造工业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总结在生产中得到应用的污染治理技术，筛选确定不同

条件下的家具制造污染防治可行技术，使指南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3）政策相符

在污染物治理、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实施中，国家制订了一系列技术政

策，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将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

（4）方法规范，客观公正

本指南编制过程中在专家组成、生产工艺筛选、污染防治技术筛选、技术调查、文件审

查等方面严格按照《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编制导则》（HJ 2300-2018）及《国家环境保护

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国环规科技〔2017〕1号）要求执行。

4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4.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具制造工业企业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本标准可作为家具制造工业企业或生产设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国家污染物排放标

准制修订、排污许可管理和污染防治技术选择的参考。

木门窗制造工业、定制家具制造工业、家具制造工业配套的集中式喷漆工厂、木玩具制

造工业以及其他有涂装工艺的木质、竹质工艺品制造工业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4.2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包括 9个术语和定义，其中术语“家具制造工业”根据 GB/T 4754-2017、本标准

适用范围及家具主要生产工序定义，“木质家具制造”“竹藤家具制造”“金属家具制造”“塑

料家具制造”“其他家具制造”引用自 GB/T 4754-2017，“挥发性有机物”“非甲烷总烃”引

用自 GB 37822-2019，“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引用自 HJ 230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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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标准编制组通过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获取企业资料、向环保企事业单位发放调研公函、

向家具行业企业发放调研问卷和网络公开征集案例、到企业现场调研、直接和企业收集调研

资料等方式共获取 1558家企业资料。其中，重点获取了 23家家具制造企业的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监测、执法检查监测、监督性监测、自动监测等数据报告，实测了 9家家具企业污染排

放情况，在全面掌握我国家具行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现状的基础上，形成了覆盖不同地区、

不同规模的家具制造企业的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及噪声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列入本标准的

每一项污染防治可行技术都有 2~3个以上的稳定运行达标案例，每个案例都有详细的技术调

查数据支持。

4.3.1 废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本标准列出了家具制造工业企业废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的预防技术和治理技术。

家具制造工业企业废气污染预防技术主要包括原辅材料替代和设备或工艺革新技术。原

辅材料替代技术主要包括水性涂料替代技术、辐射固化涂料替代技术、粉末涂料替代技术、

水性胶粘剂替代技术和固体热熔胶替代技术，通过原辅材料的替代控制高 VOCs含量涂料、

胶粘剂等原辅材料的使用量。设备或工艺革新技术主要包括采用自动喷涂技术（常用的自动

喷涂设备有机械手/机器人和往复式自动喷涂箱）、静电喷涂技术、辊涂/淋涂技术和辊胶技

术，提高涂料、胶粘剂的利用率，减少 VOCs的排放总量。

家具制造工业企业废气治理技术主要包括颗粒物、漆雾和 VOCs的治理技术。其中，颗

粒物的治理技术主要包括旋风除尘技术、袋式除尘技术和滤筒除尘技术；漆雾的治理技术主

要包括湿式除尘技术和干式过滤技术；VOCs的治理技术主要包括吸附/脱附技术和燃烧技

术。VOCs的治理技术需配套有效的预处理设施去除漆雾和控制湿度。

本标准针对家具制造工业企业废气列出的 7种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组合如下：

可行技术 1：旋风除尘*+袋式/滤筒除尘技术

该可行技术是治理技术组合，适用于机加工等工序产生的木屑、粉尘治理和漆面打磨产

生的粉尘治理。其中旋风除尘作为颗粒物排放浓度较高企业的颗粒物预处理。该可行技术路

线通过在末端采用旋风除尘技术*+袋式/滤筒除尘技术对废气进行处理，颗粒物排放浓度可

达 10mg/m3~20mg/m3。

注 1： 表示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是否采用该技术，下同。

可行技术 2：多级湿式除尘技术

该可行技术是治理技术组合，适用于漆面打磨产生的粉尘治理。目前常用的湿式除尘设

施有水帘柜、喷淋塔等，为保证净化效率，一般需多级湿式除尘设施串联使用。该可行技术

路线通过在末端采用多级湿式除尘技术对废气进行处理，颗粒物排放浓度可达

10mg/m3~20mg/m3。

可行技术 3：湿式除尘+干式过滤+吸附/脱附+燃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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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可行技术是治理技术组合，适用于使用溶剂型涂料的大、中规模家具制造企业或集中

式喷漆工厂的漆雾和 VOCs的治理。典型治理技术路线为：①湿式除尘+干式过滤+活性炭吸

附/脱附+RCO；②湿式除尘+干式过滤+转轮吸附/脱附+RCO，该技术投资成本高，运行成本

不高。该可行技术路线通过在末端采用吸附/脱附+燃烧技术对废气进行处理，非甲烷总烃排

放浓度水平可达 30mg/m3~50mg/m3。

可行技术 4：水性涂料替代+干式过滤+吸附/脱附技术

该可行技术组合是预防技术+治理技术，适用于木质家具和竹藤家具等的漆雾和 VOCs

的治理。典型治理技术路线为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脱附，后期维护需定期清理、更换过滤

材料，定期更换或再生活性炭。该可行技术路线通过在源头采用原辅材料替代技术，使用水

性涂料替代溶剂型涂料，降低 VOCs的产生量；在末端采用干式过滤+吸附/脱附技术对废气

进行处理，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水平可达 10mg/m3~20mg/m3。

可行技术 5：水性涂料替代+自动喷涂+干式过滤+吸附/脱附技术

该可行技术组合是预防技术+治理技术，适用于木质家具和竹藤家具等的漆雾和 VOCs

的治理。典型治理技术路线为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脱附，后期维护需定期清理、更换过滤

材料，定期更换或再生活性炭。该可行技术路线通过在源头采用原辅材料替代技术，使用水

性涂料替代溶剂型涂料，降低 VOCs的产生量；通过设备与工艺革新，采用自动喷涂替代人

工喷涂，VOCs排放浓度会增加，但涂料利用率可提高，VOCs排放总量会减少；在末端采

用干式过滤 +吸附 /脱附技术对废气进行处理，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水平可达

20mg/m3~40mg/m3。

可行技术 6：粉末涂料替代+静电喷涂+旋风除尘*+袋式/滤筒除尘技术

该可行技术组合是预防技术+治理技术，适用于金属家具和适宜的板式家具制造企业的

颗粒物治理。袋式除尘技术需定期更换滤袋；滤筒除尘技术需定期清理或更换滤筒。该可行

技术路线通过在源头采用原辅材料替代技术以及设备与工艺革新技术，使用粉末涂料替代溶

剂型涂料，静电喷涂替代空气喷涂，降低 VOCs的产生量；在末端采用旋风除尘
*+袋式/滤筒

除尘技术对废气进行处理，颗粒物排放浓度水平可小于 10mg/m3。

可行技术 7：UV 固化涂料替代+辊涂/淋涂+吸附/脱附技术*

该可行技术组合是预防技术+治理技术，适用于规则平整的板式家具的漆雾和 VOCs的

治理。其中，水性 UV固化涂料需采用吸附/脱附技术，典型治理技术路线为活性炭吸附/脱

附技术，后期维护需定期更换或再生活性炭；无溶剂 UV固化涂料可不采用末端治理技术。

该可行技术路线通过在源头采用原辅材料替代技术以及设备与工艺革新技术，使用 UV固化

涂料替代溶剂型涂料，辊涂/淋涂替代空气喷涂，降低 VOCs的产生量。根据涂料类型选取

是否在末端采用吸附/脱附技术，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水平可达 10mg/m3~20mg/m3。

4.3.2 废水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本标准列出了家具制造工业企业废水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的预防技术和治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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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制造工业企业废水污染预防技术主要为无磷硅烷化技术。该技术不产生镍等重金属

离子，废渣量少，可有效提高涂料对金属的附着力，减少污水处理的成本。

家具制造工业企业废水治理技术主要为磷化废水治理技术和综合废水治理技术。

本标准针对家具制造工业企业废水列出的 2种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组合如下：

可行技术 1：磷化废水治理技术

该可行技术是治理技术组合，适用于金属家具磷化废水的治理。该可行技术路线通过在

末端采用磷化废水治理技术对废水进行处理，经过物化法（包括水量调节、pH调节、混

凝、沉淀和过滤等）去除重金属后，达到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限值后与综合废水合并处理。

可行技术 2：无磷硅烷化技术*+综合废水治理技术

该可行技术组合是预防技术+治理技术，适用于金属家具前处理废水（除磷化废水）、涂

装设备的清洗废水等生产废水的治理。该可行技术路线通过采用设备与工艺革新技术，使用

无磷硅烷化技术替代传统磷化技术，减少镍等重金属的产生和污水处理成本；在末端采用综

合废水治理技术对废水进行处理，治理技术可分为预处理、生化处理和深度处理三类。其中

预处理技术包括除油、pH调节、沉淀、过滤等；生化处理技术包括好氧、水解酸化-好氧、

厌氧-好氧、兼性-好氧等；深度处理技术包括生物滤池、过滤、混凝沉淀（或澄清）等。

4.3.3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家具制造工业企业产生的固体废物包括一般固废和危险废物，其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如

下：

（1）一般固废

木屑、木材边角料、金属边角料、塑料边角料、皮革边角料、布料边角料、一般（原材

料/产品）包装材料及除尘设备收集的颗粒物等可回收利用或外售。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一

般污泥可进行污泥脱水，降低含水率，使污泥减量化后填埋。未得到及时处理的一般固废暂

存时需做好防风、防雨、防晒、防渗等措施。一般固废的处置措施应符合 GB 18599的要

求。

（2）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的处置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危险废物处置前的暂存（贮存）应符合

GB 18597的要求。

4.3.4 噪声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家具制造工业企业产生的噪声主要来自于开料机、开卷机、锯床、刨床、冲压机、氩弧

焊机、封边机、注塑机、挤塑机、吹塑机、热塑机、真空模塑机、铸模机、锯切机、喷胶枪

等生产设备以及风机、空压机、水泵、气泵等辅助生产设备。

噪声污染防治通常从声源、传播途径和受体防护三个方面进行。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生

产设备；采用消声、隔声及减振等措施从声源上控制噪声；采用隔声、吸声及绿化等措施在

传播途径上降低噪声；对车间设备加装减振垫、隔声罩等，也可将某些设备传动的硬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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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软件连接；车间内可采取吸声和隔声等降噪措施；对于空气动力性噪声，通常采取安装

消声器的措施。

4.3.5 环境管理措施

环境管理措施是实现污染物有效预防和控制而采取的管理方法和措施。结合家具制造工

业特点和发展水平，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要求，为预防和控制污染物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

本标准从环境管理制度、原辅材料的使用、有组织/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污染治理设施的

运行维护等方面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

家具制造过程中小型企业的生产方式对污染物排放影响很大，所以本标准提出对小规模

家具企业应优先选择建设集中式喷漆工厂，配备高效治污设施，替代企业独立喷涂工序，以

减少涂料、胶粘剂等原辅材料使用量及产生的污染物排放。

按照《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的要求，企业应对无组织

废气进行有效收集。家具企业 VOCs无组织排放主要来自于含 VOCs原辅材料的调配、输

送、使用及贮存等过程，本标准针对各工序 VOCs产污环节及产污特点，从优化设备、优化

生产操作方式、提高管理水平等方面，提出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包括调配过程、贮存过

程、输送过程、使用过程及清洗过程控制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