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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制造行业环评重点关注的问题 

                                

许建军 

             （联合泰泽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市 300042） 

 

摘要  汽车制造行业是机械工业的重点行业，本文从汽车制造业生产过程着手分析 “三废”污染物产生、

排放及治理措施，结合国家和地方行业产业政策、规章制度、清洁生产标准和体系等要求，从项目准入条

件、生产工艺与装备、原辅料指标和要求、水资源综合利用、污染物产生指标、VOC 治理措施、在线监测

 

汽车制造行业环评重点关注的问题 

                                

许建军 

             （联合泰泽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市 300042） 

 

摘要  汽车制造行业是机械工业的重点行业，本文从汽车制造业生产过程着手分析 “三废”污染物产生、

排放及治理措施，结合国家和地方行业产业政策、规章制度、清洁生产标准和体系等要求，从项目准入条

件、生产工艺与装备、原辅料指标和要求、水资源综合利用、污染物产生指标、VOC 治理措施、在线监测

设施的建设等方面，分析其在环境影响评价重点关注和论证的问题。 

 

关键词  汽车制造业   政策标准  环评  问题 

 

1 引言 

汽车属于机械工业中的交通运输机械设备，主要通过钢板冲压、焊接、车身涂装、树脂

件成形和总装等工艺生产制造。自 2004年 5月 21日国家发改委令 8号发布《汽车产业发展

政策》至今颁布了多项产业政策、法规，生态环境部（原环保部）在汽车涂装可挥发性有机

物废气治理措施和汽车行业清洁生产准入方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和标准。本文针对汽车制造

过程中“三废”污染物排放及治理措施，从汽车清洁生产诸多方面，在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

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 

2  汽车制造行业生产工艺简介 

汽车制造工艺包括冲压、焊装（含小部件生产工段）、涂装、成形（含前后保险杠及仪

表板的注塑成形及涂装两部分）、总装及整车检测等六大组成部分。 

总体工艺流程简化图和三废污染物产生部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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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项目总体工艺流程与污染物产生部位简图 

 

3 产业政策和环保法规 

3.1 产业政策 

我国自 2004年 5 月 21日国家发改委令 8号发布《汽车产业发展政策》，2006年 12月

20日国家发改委发改工业（2006）2882号《关于汽车工业结构调整意见的通知》，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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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颁布了〔2012〕22号《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的通知》，以此通知为指导，2014年 7月 14 日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14）35号《关

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指导意见》，2019年 3月 26日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及发改

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等文件。以上文

件从汽车整车项目投资、选址、产能、产品结构、燃料及补贴税收政策等均提出了详细的规

定与要求。 

3.2 环保法规和行业标准 

近年来，我国生态环保部颁布了多项涉及汽车整车生产项目的环保法规，主要包括：环

办环评[2016]114号《关于印发水泥制造等七个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的

通知》（《汽车整车制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试行）》，环大气[2017]121号

《“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环大气（2019）88 号《关于印发〈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 2019-2020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环大气〔2019〕

53 号《关于印发〈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等。以上法规对汽车整

车生产项目从涂料水平、工艺装备、VOC 治理技术、VOC 无组织排放控制等方面提出相应的

规定和要求。 

3.3 清洁生产标准  汽车制造业（涂装）和涂装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国家环保总局 2006年 12月 1日颁布实施 HJ/T293-2006《清洁生产标准  汽车制造业

（涂装）》。 2016年 11月 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修编制

定的《涂装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实施，以上两个标准体系指标基本相同，均将清洁

生产指标分为五类，即生产工艺及设备要求、资源和能源消耗指标、资源综合利用指标、污

染物产生指标和清洁生产管理指标，依据综合评价所得分值将清洁生产等级划分为三级，Ⅰ

级为国际清洁生产水平;Ⅱ级为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Ⅲ级为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4 汽车制造行业环评中关注的几个问题 

 结合以上政策和标准，从政策准入、清洁生产和环保措施等方面重点分析汽车制造行业环

评过程中关注的几个问题。 

4.1 项目准入条件 

4.1.1投资  

新建汽车生产企业的投资项目，项目投资总额不得低于 20亿元人民币，其中自有资金

不得低于 8亿元人民币, ,要建立产品研究开发机构，且投资不得低于 5亿元人民币。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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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生产企业的中方股份比例不得低于 50%。同一家外商可在国内建立两家（含两家）以下

生产同类整车产品的合资企业。 

4.1.2产能 

现有汽车整车生产企业异地建设分厂，上一年汽车销售量必须达到批准产能的 80%以上。 

4.1.3选址 

新建整车项目选址原则上位于产业园区，符合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要求，并建有配套的

污水处理厂。 

4.2 生产工艺与装备 

4.2.1电泳漆回收 

底漆为电泳漆，主要成分为水、醇类、醚类和树脂类等，具有三级电泳漆回收，RO反

渗透装置，逆流漂洗水回收系统。 

电泳后工件采用 5级逆流漂洗。工件漂洗过程采用超滤（UF）措施，回收大部分的电泳

漆。电泳后清洗及电泳漆回收工艺流程见下图。 

 

4.2.2 漆雾回收和脱臭装置 

中涂和面漆采用手工与自动喷涂相结合的方式，在上送风下排风的水旋式喷漆室中完成，

自动喷漆采用机器人。漆雾去除率 98% 

烘干采用桥式烘干室加对流的加热方式。烘干热源为电，采用天然气燃烧烘干废气。

烘干废气燃烧脱臭后余热回收利用于烘干室，作为烘干室热风进行循环利用。满足

GB14443-2007《涂装作业安全规程涂层烘干室安全技术规定标准》规定要求。 

4.3 原辅料指标和要求 

4.3.1原材料中禁止或限制成分 

底漆、中涂漆和面漆等禁止使用含苯的涂料、稀释剂和溶剂；禁止使用含铅白、红丹的

涂料；禁止使用苯、汞、砷、铅、铬及铬酸盐的底漆。 

车身运动方向

UF1水洗槽

（浸洗）

逆流 UF2、UF3水洗槽
（喷淋）

电泳槽

3级UF超滤装置过滤

纯水洗槽1

（浸洗）

排放进入污水处理站

逆流 纯水洗槽2

（喷淋）

去烘干室

RO系统

纯水

新鲜水

浓盐水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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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在前处理工艺使用苯；禁止大面积除油和除旧漆中使用甲苯、二甲苯和汽油；限制

使用含二氯乙烷的清洗液，限制使用含铬酸盐的清洗液。 

4.3.2涂装前处理工艺 

  脱脂剂应采用无磷、低温的脱脂剂。目前汽车厂使用的脱脂剂成分及含量碳酸钠、硅酸钠、

氢氧化钠、矿物油、C12-14 仲链烷醇聚醚和水。属于无磷脱脂剂 

 磷化液或锆化剂：以前大部分汽车制造企业前处理工艺中磷化液采用低温、低锌、低渣

的含有重金属镍或锌的磷化剂，主要成分磷酸二氢锌，磷酸，磷酸镍，氢氟酸，硝酸镍，硅

氟酸和水。目前高端汽车制造企业使用一种不含重金属的磷化液，即锆化剂，主要成分为硝

酸、锆石氟化物、铝化合物和水。以后这种不含重金属的锆化剂终将替代含重金属的磷化剂。 

4.3.3 底漆、中涂和面漆 

底漆：无铅、无锡的阴极电泳漆，为水性漆，主要成分以环氧树脂、丙烯酸树脂等为主；

乙二醇丁醚、乙二醇甲醚和水 

中涂：目前高端汽车制造企业已将中涂漆导入水性涂料，不再使用含二甲苯或甲苯的油

性涂料。水性中涂漆成分包括炭黑、二氧化硅、二氧化钛，矿油、异丁醇、二丙二醇甲醚、

丙烯酸树脂、颜料和水等 

面漆：根据汽车档次不同，可以喷一层单色漆；或喷两层漆（一层基础漆和一层罩光漆）。

目前高端汽车制造企业基础漆可导入水性漆，其成分为丙烯酸树脂、三聚氰胺树脂、铝粉、

二丙二醇甲醚、异丁醇等，其他为颜料、水、固体组分等。罩光漆可采用低苯系物的油性漆：

庚烷、石脑油、甲苯、二甲苯、异丙醇、正丁醇、丙二醇甲醚、醋酸丁酯、3-乙氧基丙酸乙

酯等，其中甲苯和二甲苯含量分别在 1～2%。 

对照《清洁生产  汽车制造业（涂装）》指标要求，达到以上论述的工艺及原辅料指标要

求汽车制造企业可满足国际先进水平（磷化液使用不含重金属的锆化剂），水性涂料的使用

比例可达到 85%。 

4.4 水资源综合利用 

汽车制造企业各生产车间及生活污水集中排入全厂废水处理站处理，废水处理站处理工

艺包括磷化含镍废水处理系统（使用含重金属的磷化剂），综合工业废水处理系统，接收废

水包括脱脂废水（液）、电泳废水（液）、锆化废水（液）（磷化剂使用不含镍锌的重金属

的磷化液）和其他车间废水等以及中水处理系统（含中水回用系统）。综合工业废水处理工

艺为混凝沉淀、水解酸化接触氧化、砂滤碳滤；中水处理系统处理工艺为超滤+反渗透，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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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水排放，中水排入生产给水池，用于生产冲洗水补水、各车间冷却水补水、绿化等，余水

排入区域污水处理厂。厂废水排放总口设置在线监测装置。 

若以高端汽车制造企业为例，按照年涂装面积和涂装车间年用水量折算，单位车身面积耗

水量为 10.6 升／m
2
，小于 12m

3
／m

2
（Ⅰ级基准值），全厂水回用利用率 90%。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4.5 污染物产生指标 

汽车制造企业生产过程产生废气、废水和固废，环评中主要关注的污染物产生指标为单

位涂装面积 COD产生量、总磷产生量、VOC产生量和危险废物的产生量。 

以高端汽车制造企业为例，按照年涂装面积和涂装车间 COD产生量、总磷产生量和 VOC

产生量折算，单位车身面积 CODcr 产生量 7.86g/m2，小于 10 g/m2（Ⅰ级基准值）；单位面积

总磷产生量 0.13g/m2，小于 0.3 g/m2（Ⅰ级基准值）；单位面积 VOCs 产生量为 11.13g/m2，小

于 35 g/m2（Ⅰ级基准值）；单位面积危险废物产生量 64.5 g/m2，小于 140 g/m2（Ⅰ级基准值），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6  VOC 治理措施 

 4.6.1喷漆和烘干有机废气治理 

 4.6.1.1喷漆废气 

汽车制造企业中涂和面漆喷漆室采用上送风下吸风的文丘里水旋喷漆室。喷漆室下部设

置水槽和文丘里除漆雾处理装置，漆雾的捕集率在 98％以上。中涂漆和面漆（基础漆）若

使用水性漆，所含的部分有机成分如异丁醇、正丁醇、乙二醇丁醚等均能溶于水中，可去除

一部分 VOCs，去除率为 10%。 

车身涂装及树脂车间罩光漆采用油性漆，建设二套“沸石转轮吸附浓缩+RTO 焚烧装置”

净化。它的工作原理是利用沸石分子筛所具备的的高吸附性能，对有机废气进行吸附浓缩，

再由 RTO设备净化处理浓缩后的有机废气。 

采用“沸石转轮吸附浓缩焚烧”处理系统的吸附处理效率达 95%以上，这 95%的有机

物脱附后焚烧处理的处理效率可达 95%，综合处理效果大于 90%，可以实现达标排放。未被

吸附的 5%有机废气与脱附后的 95%洁净空气一起经喷漆室排气筒排放。 

4.6.1.2 烘干废气 

涂装车间及树脂车间罩光漆废气转轮浓缩后废气焚烧、电泳烘干废气焚烧、、保险杠罩

光漆及仪表板面漆烘干均使用 RTO 蓄热式焚烧装置净化（或 DTO 直接式燃烧炉）。RTO

称为蓄热式焚烧装置，系统将有机废气加热（天然气）升温至 680~850℃，在燃烧室内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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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0s，使废气中的有机污染物氧化分解；氧化时产生的高温气体的热量被陶瓷蓄热体贮

存起来，用来预热新进入的有机废气，从而节省升温所需要的燃料消耗。RTO 较为适合处

理小风量，中高浓度的 VOCs 废气。对于大风量、低浓度的废气可通过活性炭吸附脱附或

者沸石转轮浓缩装置处理为小风量、中高浓度的废气再进入 RTO 处理。 

DTO 叫做直燃式高温焚烧炉，天然气作为辅助燃料，燃烧产生的热在混合区对 VOC 废

气进行预热，将有机废气加热到高温 650℃～800℃(>760℃)，停留时间 0.5~1s，在燃烧室

发生氧化反应生成 CO2 和 H2O，从而予以去除，产生的热量用于预热烘干炉。 

RTO 及 DTO 的净化效率均大于 95%。该装置属《2016 年国家先进污染防治技术目

录（VOCs 防治领域）》中推荐治理技术，在整车和汽车零部件企业广泛应用。  

4.6.2补漆、调漆有机废气治理 

涂装车间、树脂车间及总装车间调漆间和补漆室有机废气的特点是风量大、有机废

气浓度低，补漆、调漆产生少量含苯系物、VOCs 有机废气，一般采用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 

吸附有机废气饱和的废活性炭定期更换。废活性炭作为危废委托有资质单位安全处置。 

4.7 在线监测设施的建设 

4.7.1废气 

根据《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14）标准，排气筒 VOC排放速

率大于 2.5kg/h或排气量大于 60000m
3
/h时配备建设 VOC在线监测设备。 

涂装车间、树脂车间各涂装工段排气筒排放参数 

涂装工段 排气筒高度 m 烟气温度℃ 排风量 m
3
/h VOC排放速率 kg/h 

中涂喷漆室 45 40 500000 20 

面漆(基础漆)喷漆室 45 40 500000 23 

罩光漆喷漆室及转轮吸

附+RTO燃烧装置 

30 200 320000 5.5 

保险杠底漆、基础漆喷

漆+保险杠罩光漆、仪表

板面漆及转轮吸附+RTO

焚烧装置 

30 200 240000 10.5 

保险杠罩光漆烘干仪表

板面漆烘干及 RTO燃烧

装置 

15 200 65500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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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涂装工段废气排气筒排放口均要设置废气 VOC在线监测装置，同时设置了采样监测

平台，在排气筒上设置了永久采样孔，采样孔、点数目和位置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

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16157-1996）的规定设置。按照《环境保护图形标

志》（GB15562-1995）的要求设置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采样口的设置符合《污染源监测技

术规范》的要求。 

4.7.2废水 

（1）第一类污染物总镍须在车间排放口设立采样平台进行采样。总排口按相关要求设

置流量计、PH、COD、氨氮、总磷在线监测仪。 

（2）企业应设置一个厂排放口，总排口位置原则应设置于厂界处，采样点应能满足采样

要求， 

（3）废水排放口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应设在排放口附近醒目处。相关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牌设置应根据《天津市污染源排放口规范化技术要求》中有关图形设置要求进行。 

（4）建立各排放口相应的监督管理档案，内容包括排污单位名称，排放口性质及编号，

排放口的地理位置，排放口所排放的主要污染物种类、数量、浓度及排放去向，立标情况，

设施运行情况及日常现场监督检查记录等有关资料和记录等。5  结语 

汽车制造行业是机械行业的重点行业，在环境影响评价中除了对常规的三废污染物产生、

排放及治理方式分析论证外，必须结合国家和地方的产业政策和法规体系要求，分析项目准

入条件、生产工艺与装备、原辅料指标和要求、水资源综合利用、污染物产生指标、VOC治

理措施等方面是否满足政策、法规、条例和标准要求，对于新建汽车整车项目要求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指标标准要求，达到高标准投入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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