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Z25413-01.SQ01-2020 
 

 

净一车间总排提标改造 

 

应急处置预案 
 

 

 

 

 

编  制：方 雪  

审  核：唐沙颖稼 

批  准：  

 

 

 

 

水厂净一车间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



 

 
 

 

方 案 审 批 表 

 
 
 

ᴆ 
 
 
 
 
 

Ḥ 
 
 

 

文    件    名    称 文 件 编 号 

净一车间总排提标改造应急处置预案  YZ25413-06.SQ.01-2020 

编制单位 净一车间 

编制人员  

编制日期 2020年 10月 

签 

 

字 

 

栏 

生产车间审核意见 

审核人及日期 
 

HSE科审核意见 

审核人及日期 
 

设备管理科审核意见 

审核人及日期 
 

生产技术科审核意见审

核人及日期 
 

二级单位分管领导审批

意见 

批准人及日期 

 

 

 

 

 

 

 

 



 

 
 

目    录 

1事故风险分析 .............................................................................................................................. 1 

1.1装置基本情况 ................................................................................................................. 1 

1.2生产过程的危险性分析 ................................................................................................. 1 

1.2.1危险物质分布及危害分析 .................................................................................... 1 

1.2.2生产过程的危险性分析 ........................................................................................ 2 

1.2.2.1风险一：燃烧和爆炸 ................................................................................. 2 

1.2.2.2风险二：中毒和人身伤害 ......................................................................... 3 

1.2.2.3风险三：污染 ............................................................................................. 4 

1.3可能的事故类型 ............................................................................................................. 4 

2应急工作职责 .............................................................................................................................. 6 

2.1应急组织机构 ................................................................................................................. 6 

2.2应急人员工作职责 ......................................................................................................... 6 

2.2.1应急小组构成 ........................................................................................................ 6 

2.2.2应急组织机构人员职责 ........................................................................................ 6 

3应急处置 ...................................................................................................................................... 7 

3.1应急处置程序 ................................................................................................................. 7 

3.2应急处置卡 ..................................................................................................................... 9 

3.2.1净一车间火灾爆炸应急处置卡 ............................................................................ 9 

3.2.2 净一车间硫化氢中毒救援应急处置卡 ............................................................. 11 

3.2.3 净一车间受异常水冲击应急处置卡 ................................................................. 12 

3.2.3.1净一车间受异常水冲击应急处置卡（一） ........................................... 12 

3.2.3.2净一车间受异常水冲击应急处置卡（二） ........................................... 13 

3.2.3.3净一车间受异常水冲击应急处置卡（三） ........................................... 15 

3.2.3.4净一车间受异常水冲击应急处置卡（四） ........................................... 16 

3.2.4 净一车间压力管网异常来水冲击应急处置卡 ................................................. 18 

3.2.5 净一车间洪讯灾害应急处置卡 ......................................................................... 19 

3.2.6 净一车间 6#口雨水池超标应急处置卡 ............................................................ 21 

3.2.7 净一车间次氯酸钠灼伤急处置卡 ..................................................................... 22 

3.2.8 净一车间失电应急处置卡 ................................................................................. 24 



 

 
 

3.2.9 净一车间危废转移应急处置卡 ......................................................................... 25 

3.2.10可燃气体测爆仪报警应急处置卡 .................................................................... 27 

3.2.11 自燃灾害应急处置 ........................................................................................... 28 

3.2.11.1地震应急处置卡 ..................................................................................... 28 

3.2.11.2 恶劣天气应急处置卡 ............................................................................ 29 

4注意事项 .................................................................................................................................... 32 

4.1佩戴个人防护器具方面的注意事项 ........................................................................... 32 

4.1.1空气呼吸器使用步骤及注意事项 ...................................................................... 32 

4.1.2过滤式防毒面具使用步骤及注意事项（泄漏现场情况不明不建议使用） .. 33 

4.2采取救援对策或措施方面的注意事项 ....................................................................... 33 

4.2.1立即实施应急行动 .............................................................................................. 33 

4.2.2控制危险区域 ...................................................................................................... 34 

4.2.3不间断监测现场 .................................................................................................. 34 

4.2.4救援事故区域人员 .............................................................................................. 34 

4.2.5控制事故源头 ...................................................................................................... 35 

4.3现场自救和互救方面的注意事项 ............................................................................... 35 

4.3.1急性中毒的现场抢救应遵循的原则 .................................................................. 35 

4.3.2现场自救的注意事项 .......................................................................................... 37 

4.4现场应急处置能力确认 ............................................................................................... 37 

4.5应急救援结束后的注意事项 ....................................................................................... 37 

4.5.1洗消污染区域 ...................................................................................................... 37 

4.5.2现场清理 .............................................................................................................. 38 

4.5.3人员清点 .............................................................................................................. 38 

附件目录 ....................................................................................................................................... 39 

附件 1：水厂净一车间应急救援组织机构图 .................................................................. 40 

附件 2：水厂净一车间职能人员日常应急管理责任和应急联络通讯录 ...................... 40 

附件 3：水厂净一车间危险化学品性质、防护及应急措施 .......................................... 41 

附件 4：水厂净一车间安全装备一览表 .......................................................................... 49 

附件 5：水厂净一车间安全阀一览表 .............................................................................. 49 

附件 6：水厂净一车间空气呼吸器一览表 ...................................................................... 50 



 

 
 

附件 7：水厂净一车间总平面布置图 ................................................................................ 1 

附件 8：水厂净一车间含油污水和清净下水系统图 ........................................................ 2 

附件 9：水厂净一车间消防水平面布置图 ........................................................................ 3 

附件 10：水厂净一车间小型灭火器配置图 ...................................................................... 4 

附件 11：水厂净一车间可燃性气体、硫化氢报警器分布图 .......................................... 5 

附件 12：水厂净一车间冲淋设施分布图 .......................................................................... 6 

附件 13：水厂净一车间周围环境及人员疏散线路图 ...................................................... 7 

 

 



 

 
 

1 

扬子石化水厂净一车间总排提标改造场处置方案 

 

1事故风险分析 

1.1 装置基本情况 

水厂净一装置负责处理扬子石化公司各生产装置排放的废水，及扬巴等合资公司排放的废水，本装

置占地 36 公顷，西临乙烯大道，北到罐区南路，东边靠近罐区东路，目前污水处理能力 3400m
3
/h、

污水回用处理能力1250m
3
/h、雨水回用处理能力200m

3
/h、污水排江能力8000m

3 
/h、雨水排放能力

45000m
3
/h、恶臭气体处理能力125000m

3
/h。 

提标改造项目主要由 1 座均质罐（15000 m3）、2 座事故罐（15000 m3×2）、高效溶

气气浮（规模为 2000 m3/h）、 1 套高密度澄清池（常规工艺，2000 m3/h）、转盘过滤

器及配套设施几部分组成。 

1.2 生产过程的危险性分析 

1.2.1危险物质分布及危害分析 

（1）主要危险物质的分布： 

水厂净一车间在生产中接触的有毒有害物质主要有对苯二甲酸、苯、甲苯、二甲苯、丙烯酸、丙烯

腈、氨、苯酚、硫化氢、臭氧、氮气、蒸汽、总烃、丁苯、氯化铁、聚丙烯酰胺、聚合氯化铝、亚硫酸

氢钠、阻垢剂、柠檬酸、盐酸等物质。 

以上危险物质除了氮气、蒸汽外都具有燃烧、爆炸等共同特性，对于作业人员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以

下方面： 

硫化氢、苯系物（主要有甲苯、二甲苯等苯系物）主要存在于预处理、A/O 生化片区正常操作中。

苯系物的主要危害呈现为对人体中枢神经有麻醉作用，对皮肤和呼吸道有刺激作用，其中苯能够影响人

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和造血组织，长期作用可影响肝、肾功能。硫化氢主要危害是中毒。 

酸类物质主要有盐酸，主要存在于污水回用正常操作中，盐酸的危害特性主要有腐蚀

性、刺激性。 

氮气、蒸汽等物质在正常的生产操作中可能接触到，氮气的主要危害是窒息，蒸汽的

主要危害是灼烫。 

（2）主要危险物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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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密度 熔点（℃） 沸点（℃） 闪点（℃） 危险性类别 

危险货物

编号 

爆炸极限

（%） 溶解性 

上限 下限 

1 
硫化

氢 
1.19 -83.8 -60.4 — 

第 3.1类爆炸品、第 6类有

毒品、第 8类腐蚀品 
21006 4.0 46 溶于水、乙醇 

2 苯 2.77 5.5 80.1 -11 第 3.2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32050 1.2 8 
不溶于水，溶于醇、醚、

丙酮等 

3 甲烷 0.55 -182.5 -161.5 -188 第 2类第 1项易燃气体 21007 5.3 15 微溶于水，溶于醇、乙醚 

4 臭氧 2.15 — -122 — — — — — 不溶于水 

5 
次氯

酸钠 
1.1 -6 102.2 — 第 8.3类其它腐蚀品 1791 — — 溶于水 

6 盐酸 1.187 -114.8 -84.9 — — — — — 溶于水 

7 甲苯  -94.9 110.6 4 甲 B 中度危害 7 1.2 
不溶于水，可混溶于苯、醇、

醚等多数有机溶剂 

 

1.2.2生产过程的危险性分析 

水厂净一车间总排提标改造现场生产过程主要危险因素分析： 

污水处理的过程中，会面临各种风险，其中包括可燃气体的燃烧和爆炸、操作人员的

人身伤害和中毒、环境污染等。 

1.2.2.1 风险一：燃烧和爆炸 

可燃气体能够起火燃烧、爆炸，但需在一定条件下才会发生。首要条件是火源。在现

场作业一定要采取严格的防范措施来避免点火源的存在。火源种类包括：现场作业的电焊、

气割、气焊等热工作业发出的高温且足以点燃可燃气的火焰、电火花以及静电火花等。现

场作业时，尤其要注意防止由于静电的积累而导致放出足以点燃可燃气体的火花。 

1、静电 

电荷在一个物体上的聚集程度取决于电荷产生的速率和电荷衰减的速率。如果出现明

显的电荷聚集，那么电荷衰减的速率一定较低。要想产生易燃性的火花，带电物体的电势

不会低于 1kV。当可燃气体处于较高的温度状态，其点火的火焰、火花或静电火花的能量

虽然很小，也可能被点燃。所以在作业现场控制燃烧的主要措施是控制具有点火能量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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焰、火花或静电火花。现场作业过程中，禁止带入作业区域的设备或电气包括：收音机、

磁带收录机、电子计算器、使用电池的照相机、拍照的闪光灯部件、手机、无线电寻呼机、

手提电脑、掌上电脑等。经过认可使用的设备或电气有：手电筒、灯具、便携式无线电对

讲机、UTI、MMC等。不受限制的设备或电气有： 无闪光灯无电池动力的照相机、手表、

微型助听器和心脏起搏器。 

2、用火作业和明火 

未经许可的用火作业以及违规携带或使用火种，也是现场作业过程中的着火源。对于

现场的用火作业，必须严格遵守“许可证”制度并且进行风险评估。原则上来说，现场作

业的过程中，用火作业应当进行管控。任何的违规携带或使用火种，也应当被警告和禁止。 

3、燃烧和爆炸范围 

可燃气体的燃烧和爆炸，也并不是无条件发生的。理论和经验均表明，当可燃气的浓

度低于 1%或者高于 10%时（体积百分比），均不可能燃烧或者爆炸。所以，现场可燃气的

浓度不处于爆炸浓度范围内的话，现场作业工作也将是安全的。 

4、其它 

可燃气体可能因为天气、气压等因素聚集在低洼、相对密闭空间中，遇到火源时都会

引发火灾。 

5、燃烧和爆炸的预防控制 

要防止现场作业过程中发生的燃烧和爆炸危险，应当努力做到以下方面： 

（1）严禁违规携带或使用明火火种，禁止携带不被认可的电气和设备进入作业区。 

（2）现场作业时，消防系统和装置应处于备用状态，在现场有专人值班，并相应调集若

干手提灭火器等现场备用。 

（3）正规着装，严禁穿着常服进入现场作业区，即将进入防爆作业区人员应首先消除人

体静电。 

（4）雷雨等极端天气应立即终止现场作业。 

1.2.2.2 风险二：中毒和人身伤害 

1、中毒 

装置接纳污水，成份复杂，其中主要含有的毒气包括：苯（C6H6）和硫化氢(H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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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苯蒸气或皮肤接触苯而引起的中毒有急性、慢性之分。急性苯中毒主要眼睛有刺

激性；皮肤接触可变干燥、脱屑、皴裂、过敏，甚至导致呼吸困难、昏迷和肌肉抽搐，严

重者可能导致呼吸及心跳停止。慢性苯中毒主要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伤害，常见的表现为

神经衰弱和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还会导致造血功能障碍等病变。 

按吸入硫化氢浓度及时间长短不同，临床表现也会轻重不一。轻者主要是刺激症状，

表现为流泪、眼刺痛、流涕、咽喉部灼热感，或伴有头痛、头晕、乏力、恶心等症状。重

度中毒出现昏迷、肺水肿、呼吸循环衰竭甚至出现“闪电型死亡”。严重中毒者，可能留

有神经、精神后遗症。 

2、人身伤害和窒息 

现场生产过程中投加的药剂，其物理化学特性更加复杂。很多化学品的危害，不仅表

现在对人的毒害作用，还表现在它的强腐蚀性，比如强酸、强碱等。这些药剂的残余，有

可能会刺激和损伤人体的呼吸系统、中枢神经系统，也有可能因为体表的接触而导致灼伤

和中毒。现场冲淋系统要保持正常可用。 

3、防止中毒、窒息和人身伤害的措施： 

（1）现场药剂装卸、投加作业时，作业人员应穿戴防化服和防毒面具。 

（2）现场冲淋系统实验可靠，要保持正常可用。 

（3）进入受限空间作业，必须进行环境气体分析，合格后方可作业。 

（4）特殊环境下作业应充分通风，保证作业环境含氧量达到或接近 21%，可燃气含量

应低于 1%或无，毒气含量应在 TLV-TWA以下或无。 

1.2.2.3 风险三：污染 

预防污染意外发生的措施主要包括： 

1、所有管路应没有泄漏现象，软管无明显凸起、滑移、扭曲和脱落。 

2、运行设备应完好无泄漏。所有开停工装置均预先制定开停车方案。 

3、事故应急缓冲罐应被清空，紧急备用。 

1.3 可能的事故类型 

水厂净一车间总排提标改造现场在现场作业过程中可能发生火灾、爆炸、泄漏、中毒

和窒息、水体污染事故，生产作业过程中发生的机械伤害、淹溺、灼烫；因操作失误导致

的负荷冲击、设备设施损坏；因恶劣天气影响或外来因素而造成的火灾、爆炸、设备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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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内涝等；因停电、停氧气、停蒸汽、停水、停仪表风等事件引起的异常状况；检修

作业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机械伤害、起重伤害、中毒和窒息、触电、高空坠落、淹溺、物体

打击等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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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急工作职责 

2.1 应急组织机构 

 

 

组  长：车间主任 

副组长：车间副主任 

成  员：技术人员、安全员、班长、岗位人员。 

2.2 应急人员工作职责 

2.2.1应急小组构成 

组  长：车间主任 

副组长：车间副主任 

成  员：技术员、当班班长、当班岗位人员 

2.2.2应急组织机构人员职责 

组长为应急处理指挥人。负责人员资源配置、应急队伍的调动并协调现场的有关工作。 

组长： 

车间主任 

 

运行甲班 

 

运行乙班 

 

技术人员 

副组长： 

车间副主任 

 

运行丙班 

 

运行丁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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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负责事故状态下的工艺处理的指挥，联系相关车间与调度工作，事故报告的编

写；负责事故状态下设备的安全运行的检查，指挥设备员和操作工采取保护设备的措施。

组长不在时，负责现场应急处置指挥。 

技术员负责事故状态下工艺数据的收集，参与事故状态下工艺处理；负责事故状态下

设备运行的监测，参与指导操作人员事故状态下设备的紧急处理与维护。 

安全员负责事故状态下人员救护、设置警戒区、保护现场、各类应急物资和消气防器

具的协调、环保监控。 

班长负责指令操作人员按照事故预案进行停车，切换流程、开关阀门，切断危险源。 

外操负责开关阀门、切换流程、报警、现场处置、现场监护、人员救护和现场处理。 

内操负责对事故状态下进行调整操作，监控装置工艺参数，确保工艺参数在正常范围

内运行。 

3应急处置 

3.1 应急处置程序 

 



 

 
 

8 

 

图 1 应急响应流程图 

 

发现事件第一人 

当班班长 

车间领导 

当班副班长 

及岗位外操  

职责 

1、 迅速向车间领导报告，同时向厂应急响应中心

82998/73229汇报。 

2、 在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的情况下，立即采取措施

控制事态。 

1、 当接到的是现场报警，立即采取远程控制措施，

控制事态，并启动应急响应程序。 

2、 当仪表系统报警，确认报警地点，通知所属岗位

职工到报警现场检查，并根据反馈情况决定是否

启动应急响应程序。 

3、 通知消防支队或急救中心。 

4、 立即向厂应急响应中心、车间领导报告。 

1、 立即按班长指令，执行相应应急响应程序。 

1、 接替班长成为现场指挥员并确认现场正在进行的

应急措施是否合理有效。 

2、 负责协调外部力量参与应急抢险。 

3、 负责采取措施，确保区域内其他生产系统的安全。 

4、 负责车间级级应急程序的终止。 

5、 负责事故现场的清理。  

 

人员 

当 DCS(PLC)、
PHD（消防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预警
或报警仪等系统
报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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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应急处置卡 

3.2.1净一车间火灾爆炸应急处置卡 

卡片名

称 
净一车间火灾爆炸应急处置卡 

适用岗

位 
预处理、A/O生化、中控室、深度处理、污水回用 

风险评

估 
R污水漫溢  R排口超标  R土壤污染  R装置内涝  R其他：  

处置装

备 
R潜水泵  R沙袋  R吸油棉  R水桶  □槽车  R围栏  R其他： 

启动条

件 
污水池、污水罐、构筑物如遇火灾 

应 

急 

处 

置 

程 

序 

应急步骤与动作 处理人 

1、巡检发现火情，通过对讲机向班长和中控室报告。判断现

场火情大小，在火情较小时，立即就近用灭火器和消防水进

行扑救。打 82119 或 57782119 报警。 

巡检外操 

2、通过火灾报警系统、监控屏幕发现或接外操报告后，立即

向班长通报。 
内操 

3、确认火情后，启动应急预案。应向车间领导报告，同时向

厂应急响应中心 82998/73229 汇报。  

班长、副班

长 

4、密切注意火情及灭火情况，及时向装置应急小组通报当时

险情，并对周围情况进行认真检查，防止事故扩大。 

班长、副班

长 

5、打开装置消防通道大门，并到指定点接车。 
应急小组、

内操 

6、设置警戒区域，无关人员禁止进入。组织力量到现场进行

应急处置，切断相关工艺阀门和物料阀。 

车间领导             

应急小组  

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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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电气火灾，明火不大，切断电源，就地使用二氧化碳灭

火器进行救火。 

应急小组、

外操 

8、如污水池、污水罐起火，就地使用消防水进行灭火。 应急小组、

外操 

9、如火焰继续蔓延，班组停止对大火进行扑救，可用消防水

带对临近设备、管线、框架支腿，大梁等关键部位进行隔离

冷却保护。一旦火势无法控制，有爆炸事故发生的可能时，

现场人员应立即撤出灭火现场。 

班长、外操 

10、如火势难以控制并危及人身安全的情况下组织现场所有

非消防专业人员撤离。   

现场应急指

挥 

11、防止火灾事故水造成环境污染。 
现场应急指

挥 

12、事故中发生人员受伤时，先将伤员移至安全地方，采取

适宜的措施实施现场急救，直至公司急救中心人员到来，方

可停止救护。 

车间领导             

应急小组  

班长 

13、火灾扑灭后，检查清点人数，指定专人负责检查有无余

火。 
应急小组 

注意事

项 

★注意：报警时应讲明火灾/爆炸的具体位置、泄漏介质、现场描述、有无人

员伤亡。 

★注意：如浓烟大而火苗不大，现场应急处置人员可以佩带空气呼吸器和便

携式硫化氢报警仪； 

应急联系电话 

车间 
生产主任 技术主任 设备主任 安全总监 车间主任 

58562763 57782987 57782995 58562763 57783964 

厂部 
厂调度台 技术运行科 设备管理科 HSE科 人事行政科 

57782998 57783823 57784107 57782926 57783864 

厂领导 
生产厂长 技术厂长 设备厂长 工艺厂长 厂长 

57782922 57782922 57782616 57782922 5856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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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净一车间硫化氢中毒救援应急处置卡 

卡片名称 净一车间硫化氢中毒救援应急处置卡 

适用岗位 预处理、A/O生化、中控室 

风险评估 □污水漫溢  □排口超标  □土壤污染  □装置内涝  R其他：  

处置装备 □潜水泵  □沙袋  □吸油棉  □水桶  □槽车  R围栏  R其他： 

启动条件 现场发现人员硫化氢中毒、昏迷 

应 

急 

处 

置 

程 

序 

应急步骤与动作 处理人 

1、巡检人员发现现场人员硫化氢中毒，通过对讲机向班长和

中控室报告。打 82119或 57782119报警及 82120报警。 巡检外操 

2、通过视屏监控发现现场出现中毒/昏迷人员，汇报班长。 内操 

3、确认中毒/昏迷人员后，启动应急预案。应向车间领导报告，

同时向厂应急响应中心 82998/73229汇报。  
班长、副班长 

4、通知班组应急小组成员增援。 班长、副班长 

5、设置警戒区域，无关人员禁止进入。组织现场抢险，疏

散撤离无关人员（含施工人员），调整工艺运行，保持通风。 

车间领导             

应急小组   

班长 

6、岗位人员佩带空气呼吸器（硫化氢检测仪）、对讲机将中

毒人员救至安全地带，并进行气防急救，直到专业医护人员到

达接替。 

应急小组、外

操 

7、松开患者的衣领、裤带，摘下假牙和清除中毒人员口、鼻

污物或毒物及痰液和分泌物，保持呼吸道畅通，并注意保暖。

尽快脱去患者身上被污染的衣物以减少毒物吸收。 

应急小组、外

操 

8、把中毒者从现场中抢救出来后，检查中毒人员神智是否清

晰，瞳孔反映如何，脉搏、心跳是否存在，呼吸是否停止，有

无出血或骨折。如呼吸或心跳停止，则要就地抢救，进行人工

呼吸及心脏胸外按摩。 

应急小组、外

操 

9、若患者经抢救无明显效果，应继续按规程正确操作，不得

放弃，直到公司专业急救人员的到来，交接后方可终止抢救。 

应急小组、外

操 

10、组织、统一调配应急物资。 

车间领导             

应急小组   

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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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救援结束后，检查清点人数，指定专人负责检查。 
应急小组、外

操 

注意事项  ̧ ★注意：报警时应讲明中毒单位位置，中毒介质及中毒人数，中毒症状等。 

应急联系电话 

车间 
生产主任 技术主任 设备主任 安全总监 车间主任 

58562763 57782987 57782995 58562763 57783964 

厂部 
厂调度台 技术运行科 设备管理科 HSE科 人事行政科 

57782998 57783823 57784107 57782926 57783864 

厂领导 
生产厂长 技术厂长 设备厂长 工艺厂长 厂长 

57782922 57782922 57782616 57782922 58561196 

 

3.2.3 净一车间受异常水冲击应急处置卡 

3.2.3.1 净一车间受异常水冲击应急处置卡（一） 

卡片名称 净一车间受异常水冲击应急处置卡一 

适用岗位 预处理、A/O生化、中控室 

风险评估 □污水漫溢  □排口超标  □土壤污染  □装置内涝  R其他：  

处置装备 □潜水泵  □沙袋  □吸油棉  □水桶  □槽车  R围栏  R其他： 

启动条件 受到异常来水冲击事故发生后，进水 650mg/l≤CODcr≤1500mg/l 

或 30mg/l≤氨氮≤50mg/l异常超标。 

应 

急 

处 

置 

程 

序 

应急步骤与动作 处理人 

1、巡检发现受到极端异常来水冲击事故发生后，进水

650mg/l≤CODcr≤1500mg/l 或 30mg/l≤氨氮≤50mg/l。通

过对讲机向班长和中控室报告。 

巡检外操 

2、通过系统监控发现异常冲击，向班长报告。 内操 

3、确认受冲击后，启动应急预案。应向车间领导报告，同

时向厂应急响应中心 82998/73229 汇报。 
班长、副班长 

4、加强来水监测（加样分析），确定冲击因素及时将事故

情况汇报车间领导与厂应急响应中心。 
班长、副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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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时厂应急响应中心向公司 HSE 部汇报事故情况，必须

及时查明事故源头，进行有效的控制。 

车间领导          

应急小组  班

长 

6、注意进水 TOC 或氨氮在线数据变化，详细记录 TOC 或氨

氮瞬时值。 
内操 

7、同时必须通知质检中心分析人员加强来水的监测频次（2

次/小时）。 

质检中心、外

操 

8、及时调整生产工艺，稳定生化系统正常生产的情况下，

各套生化装置进水 COD 总量控制在 0.45tCOD/h 以内，进水氨

氮总量控制在 0.035t 氨氮/h以内，保证出水达标。 

班长、外操 

9、多余的事故水进事故池和事故罐贮存，待来水稳定后进

行处理。 
班长、外操 

10、注意检查事故池和事故罐的液位和切换后工艺运行情

况。。 
班长、外操 

11、在进行工艺切换的同时，应及时将事故处理情况向应急

指挥组汇报。应急指挥组根据事故情况进一步制定事故处理

方案。 

班长、副班长 

12、进水正常后，向厂应急响应中心汇报。关闭应急程序。 
班长、副班

长 

注意事项  ̧ 待来水正常后，及时倒空事故池和事故罐，控制好放空速度 

应急联系电话 

车间 
生产主任 技术主任 设备主任 安全总监 车间主任 

58562763 57782987 57782995 58562763 57783964 

厂部 
厂调度台 技术运行科 设备管理科 HSE科 人事行政科 

57782998 57783823 57784107 57782926 57783864 

厂领导 
生产厂长 技术厂长 设备厂长 工艺厂长 厂长 

57782922 57782922 57782616 57782922 58561196 

 

3.2.3.2 净一车间受异常水冲击应急处置卡（二） 

卡片名 净一车间受异常水冲击应急处置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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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适用岗

位 
预处理、A/O生化、中控室 

风险评

估 
□污水漫溢  □排口超标  □土壤污染  □装置内涝  R其他：  

处置装

备 
□潜水泵  □沙袋  □吸油棉  □水桶  □槽车  R围栏  R其他： 

启动条

件 

受到极端异常来水冲击事故发生后，进水 CODcr>1500mg/l 或氨氮>50mg/l 极

端异常超标。 

应 

急 

处 

置 

程 

序 

应急步骤与动作 处理人 

1、巡检发现受到极端异常来水冲击事故发生后，进水

CODcr>1500mg/l 或氨氮>50mg/l 极端异常超标。通过对讲机向

班长和中控室报告。 

巡检外操 

2、通过系统监控发现异常冲击，向班长报告。 内操 

3、确认受冲击后，启动应急预案。应向车间领导报告，同时

向厂应急响应中心 82998/73229 汇报。 

班长、副班

长 

4、加强来水监测（加样分析），确定冲击因素及时将事故情

况汇报车间领导与厂应急响应中心。 

班长、副班

长 

5、同时厂应急响应中心向公司 HSE 部汇报事故情况，必须及

时查明事故源头，进行有效的控制。 

车间领导          

应急小组 

班长 

6、注意进水 TOC 或氨氮在线数据变化，详细记录 TOC 或氨氮

瞬时值。 
内操 

7、同时必须通知质检中心分析人员加强来水的监测频次（2

次/小时）。 

质检中心、

外操 

8、及时调整生产工艺，稳定生化系统正常生产的情况下，各

套生化装置进水 COD 总量控制在 0.5tCOD/h 以内，进水氨氮总

量控制在 0.04t 氨氮/h 以内，保证出水达标。 

班长、外操 

9、多余的事故水进事故池和事故罐贮存，待来水稳定后进行

处理。 
班长、外操 

10、注意检查事故池和事故罐的液位和切换后工艺运行情况。。 班长、外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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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进行工艺切换的同时，应及时将事故处理情况向应急指

挥组汇报。应急指挥组根据事故情况进一步制定事故处理方案。 

班长、副班

长 

12、进水正常后，向厂应急响应中心汇报。关闭应急程序。 
班长、副

班长 

注意事

项 

 ̧ 待来水正常后，及时倒空事故池和事故罐，控制好放空速度 

 ̧  

应急联系电话 

车间 
生产主任 技术主任 设备主任 安全总监 车间主任 

58562763 57782987 57782995 58562763 57783964 

厂部 
厂调度台 技术运行科 设备管理科 HSE科 人事行政科 

57782998 57783823 57784107 57782926 57783864 

厂领导 
生产厂长 技术厂长 设备厂长 工艺厂长 厂长 

57782922 57782922 57782616 57782922 58561196 

 

3.2.3.3 净一车间受异常水冲击应急处置卡（三） 

卡片名称 净一车间受异常水冲击应急处置卡三 

适用岗位 预处理、A/O生化、中控室 

风险评估 R污水漫溢  □排口超标  □土壤污染  R装置内涝  R其他：  

处置装备 □潜水泵  □沙袋  □吸油棉  □水桶  □槽车  R围栏  R其他： 

启动条件 受到极端异常来水冲击事故发生后，水量超负荷 Q>4100m3/h。 

应 

急 

处 

置 

程 

序 

应急步骤与动作 处理人 

1、巡检发现受到极端异常来水冲击事故发生后，水量超负荷

Q>4100m3/h。通过对讲机向班长和中控室报告。 
巡检外操 

2、通过系统监控发现异常冲击，向班长报告。 内操 

3、确认受冲击后，启动应急预案。应向车间领导报告，同时

向厂应急响应中心 82998/73229 汇报。 

班长、副

班长 

4、加强来水量监控，及时将事故情况汇报车间领导与厂应急

响应中心。 

班长、副

班长 

5、及时调整生产工艺，稳定生化系统正常生产的情况下，进

各套生化装置水量负荷最大化，保证出水达标。 

班长、外

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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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多余的污水进事故池和事故罐贮存，待来水稳定后进行处

理。 

班长、外

操 

7、注意检查事故池和事故罐的液位和切换后工艺运行情况。 
班长、外

操 

8、在进行工艺切换的同时，应及时将事故处理情况向应急指

挥组汇报。应急指挥组根据事故情况进一步制定事故处理方案。 

班长、 

副班长 

9、进水正常后，向厂应急响应中心汇报。关闭应急程序。 

车间领导                

应急小组       

班长 

  

注意事项 

 ̧ 待来水正常后，及时倒空事故池和事故罐，控制好放空速度 

 ̧  

 ̧  

应急联系电话 

车间 
生产主任 技术主任 设备主任 安全总监 车间主任 

58562763 57782987 57782995 58562763 57783964 

厂部 
厂调度台 技术运行科 设备管理科 HSE科 人事行政科 

57782998 57783823 57784107 57782926 57783864 

厂领导 
生产厂长 技术厂长 设备厂长 工艺厂长 厂长 

57782922 57782922 57782616 57782922 58561196 

 

3.2.3.4 净一车间受异常水冲击应急处置卡（四） 

卡片名

称 
净一车间受异常水冲击应急处置卡四 

适用岗

位 
预处理、A/O生化、中控室、深度处理 

风险评

估 
R污水漫溢  □排口超标  R土壤污染  R装置内涝  R其他：  

处置装

备 
R潜水泵  R沙袋  R吸油棉  □水桶  □槽车  R围栏  R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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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条

件 

受到极端异常来水冲击事故发生后，进水 CODcr>1500mg/l，氨氮>50mg/l，水

量超负荷 Q>4100m3/h极端异常超标。 

应 

急 

处 

置 

程 

序 

应急步骤与动作 处理人 

1、巡检发现受到极端异常来水冲击事故发生后，进水

CODcr>1500mg/l，氨氮>50mg/l，水量超负荷 Q>4100m3/h极端异

常超标。通过对讲机向班长和中控室报告。 

巡检外操 

2、通过系统监控发现异常冲击，向班长报告。 内操 

3、确认受冲击后，启动应急预案。应向车间领导报告，同时

向厂应急响应中心 82998/73229 汇报。 

班长、副班

长 

4、加强来水监测（加样分析），确定冲击因素及时将事故情

况汇报车间领导与厂应急响应中心。 

班长、副班

长 

5、同时厂应急响应中心向公司 HSE 部汇报事故情况，必须及

时查明事故源头，进行有效的控制。 

车间领导          

应急小组 

班长 

6、注意进水 TOC 或氨氮在线数据变化，详细记录 TOC 或氨氮

瞬时值。 
内操 

7、同时必须通知质检中心分析人员加强来水的监测频次（1

次/小时）。 

质检中心、

外操 

8、及时调整生产工艺，稳定生化系统正常生产的情况下，各

套生化装置进水 COD 总量控制在 0.5tCOD/h 以内，进水氨氮总

量控制在 0.04t 氨氮/h 以内，保证出水达标。 

班长、外操 

9、多余的事故水进事故池和事故罐贮存，待来水稳定后进行

处理。 
班长、外操 

10、注意检查事故池和事故罐的液位和切换后工艺运行情况。。 班长、外操 

11、在进行工艺切换的同时，应及时将事故处理情况向应急指

挥组汇报。应急指挥组根据事故情况进一步制定事故处理方案。 

班长、副班

长 

12、进水正常后，向厂应急响应中心汇报。关闭应急程序。 
班长、副

班长 

注意事

项 
 ̧ 待来水正常后，及时倒空事故池和事故罐，控制好放空速度 

应急联系电话 

车间 生产主任 技术主任 设备主任 安全总监 车间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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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62763 57782987 57782995 58562763 57783964 

厂部 
厂调度台 技术运行科 设备管理科 HSE科 人事行政科 

57782998 57783823 57784107 57782926 57783864 

厂领导 
生产厂长 技术厂长 设备厂长 工艺厂长 厂长 

57782922 57782922 57782616 57782922 58561196 

3.2.4 净一车间压力管网异常来水冲击应急处置卡 

卡片名

称 
净一车间压力管网异常来水冲击应急处置卡 

适用岗

位 
预处理、A/O生化、中控室、深度处理 

风险评

估 
□污水漫溢  R排口超标  □土壤污染  □装置内涝  R其他：  

处置装

备 
□潜水泵  □沙袋  □吸油棉  □水桶  □槽车  □围栏  R其他： 

启动条

件 

压力管网受到极端异常来水冲击事故发生后，进水 CODcr>1500mg/l极端异常超

标。 

应 

急 

处 

置 

程 

序 

应急步骤与动作 处理人 

1、巡检发现分析小屋压力管网来水数据异常，进水

CODcr>1500mg/l 极端异常超标。通过对讲机向班长和中控室

报告。 

巡检外操 

2、通过系统监控平台发现压力管网来水数据异常，向班长报

告。 内操 

3、确认装置受冲击后，启动应急预案。应向车间领导报告，

同时向厂应急响应中心 82998/73229 汇报。 

班长、副班

长 

4、加强来水监测（加样分析），确定冲击因素及时将事故情

况汇报车间领导与厂应急响应中心。 

班长、副班

长 

5、同时厂应急响应中心向公司 HSE 部汇报事故情况，必须及

时查明事故源头，进行有效的控制。 

车间领导          

应急小组  

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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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注意进水 COD 在线数据变化，详细记录 COD 瞬时值。 内操 

7、同时必须通知质检中心分析人员加强来水的监测频次（1

次/小时）。 

质检中心、

外操 

8、及时调整生产工艺，稳定生化系统正常生产的情况下，将

压力管网来水引入 A/O 事故罐，各套生化装置进水 COD 总量控

制在 0.5tCOD/h 以内，保证出水达标。 

班长、外操 

9、事故水依次进事故罐 A、事故罐 B、事故池贮存。待来水

稳定后进行处理。 
班长、外操 

10、注意检查事故池和事故罐的液位和切换后工艺运行情

况。。 
班长、外操 

11、在进行工艺切换的同时，应及时将事故处理情况向应急

指挥组汇报。应急指挥组根据事故情况进一步制定事故处理方

案。 

班长、副班

长 

12、进水正常后，向厂应急响应中心汇报。关闭应急程序。 
班长、副班

长 

注意事

项 

 ̧ 待来水正常后，及时倒空事故池和事故罐，控制好放空速度 

 ̧  

应急联系电话 

车间 
生产主任 技术主任 设备主任 安全总监 车间主任 

58562763 57782987 57782995 58562763 57783964 

厂部 
厂调度台 技术运行科 设备管理科 HSE科 人事行政科 

57782998 57783823 57784107 57782926 57783864 

厂领导 
生产厂长 技术厂长 设备厂长 工艺厂长 厂长 

57782922 57782922 57782616 57782922 58561196 

3.2.5 净一车间洪讯灾害应急处置卡 

卡片名

称 
净一车间洪讯灾害应急处置卡 

适用岗

位 
预处理、A/O生化、中控室、深度处理 

风险评 R污水漫溢  R排口超标  R土壤污染 R装置内涝  R其他：  



 

 
 

20 

估 

处置装

备 
R潜水泵  R沙袋  R吸油棉  □水桶  □槽车  R围栏  R其他： 

启动条

件 
长江水位达到强警戒水位(9.0米)以上 

应 

急 

处 

置 

程 

序 

应急步骤与动作 处理人 

1、巡检发现长江水位达到强警戒水位(9.0 米)，通过对讲机

向班长和中控室报告。 
巡检外操 

2、确认灾情后，启动应急预案。应向车间领导报告，同时向

厂应急响应中心 82998/73229 汇报。 

班长、副班

长 

3、通知装置防汛小组成员。织现场与抢险无关人员（含施工

人员）疏散撤离。 

车间领导          

应急小组  

班长 

4、装置安排人员值班，增加巡检频率和巡视范围，做好记录； 

车间领导          

应急小组  

班长 

5、及时向厂应急中心通报长江水位、部分沿江堤段及两桥等

部位的状况。 

车间领导          

应急小组  

班长 

6、重点监护提升泵、雨水泵、排积水泵的运行情况，对排水

泵进行维护，增加了 2台备用潜水泵，确保提升泵、排水泵房

完好率达 100%。。 

车间领导          

应急小组      

班长 

7、当长江水位达临战水位（9.5 米），启动厂级防汛应急预

案。装置防汛应急成员保持联系。 

车间领导          

应急小组      

班长 

8、组织、统一调配防汛应急物资。 现场应急指

挥 

9、防汛应急成员待命，增加巡查人员及频次，密切关注长江

水位、部分沿江堤段及两桥等部位的状况。 

车间领导 

应急小组 

班长 

注意事

项 
 ̧ 待来水正常后，及时倒空事故池和事故罐，控制好放空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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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联系电话 

车间 
生产主任 技术主任 设备主任 安全总监 车间主任 

58562763 57782987 57782995 58562763 57783964 

厂部 
厂调度台 技术运行科 设备管理科 HSE科 人事行政科 

57782998 57783823 57784107 57782926 57783864 

厂领导 
生产厂长 技术厂长 设备厂长 工艺厂长 厂长 

57782922 57782922 57782616 57782922 58561196 

3.2.6 净一车间 6#口雨水池超标应急处置卡 

卡片名称 净一车间 6#口雨水池超标应急处置卡 

适用岗位 中控室、深度处理 

风险评估 □污水漫溢  R排口超标  □土壤污染  □装置内涝  R其他：  

处置装备 □潜水泵  □沙袋  R吸油棉  □水桶  □槽车  R围栏  R其他： 

启动条件 雨水池雨水超标 

应 

急 

处 

置 

程 

序 

应急步骤与动作 处理人 

1、巡检雨水池进水水体出现异常（雨水水体发黑，表面含油

较重，有异味等），通过对讲机向班长和中控室报告。 
巡检外操 

2、通过水质化验分析，雨水池水质指标不合格，向班长报

告。 内操 

3、确认雨水池污染后，启动应急预案。应向车间领导报告，

同时向厂应急响应中心 82998/73229汇报。 
班长、副班长 

4、及时通知水质化验分析室，加样分析频次。 班长、副班长 

5、关闭 BYC/YPC连通阀，防止污水扩散。停止外排。 巡检外操 

6、对雨水污染程度进行相应的工艺控制措施：雨水池污水

CODcr＜50mg/l时，直接外排； 

应急小组       

班长 

7、CODcr≥50mg/l时，班长紧急调整生产工艺，将污染雨水

返回处理，达标排放。 

应急小组、外

操 

8、应急指挥组立即派专人组织、协调对雨水水质水量进行监

测，增加采样频次 1次/小时，及时掌握雨水水质水量情况。 

应急小组、外

操 

9、应急指挥组对异常进水进行跟踪检查，查明异常水源头， 现场应急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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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有效的控制，杜绝长时间排放异常水。 

10、装置持续对雨水池水质水量进行监测（化验室进行分析），

直至雨水池进水合格后，雨水外排。并做好相关的记录。 
班长、副班长 

11、组织、统一调配应急物资。 
应急小组、班

长 

注意事项 

 ̧  

 ̧  

 ̧  

应急联系电话 

车间 
生产主任 技术主任 设备主任 安全总监 车间主任 

58562763 57782987 57782995 58562763 57783964 

厂部 
厂调度台 技术运行科 设备管理科 HSE科 人事行政科 

57782998 57783823 57784107 57782926 57783864 

厂领导 
生产厂长 技术厂长 设备厂长 工艺厂长 厂长 

57782922 57782922 57782616 57782922 58561196 

3.2.7 净一车间次氯酸钠灼伤急处置卡 

卡片名

称 
净一车间次氯酸钠灼伤急处置卡 

适用岗

位 
中控室、深度处理、污水回用 

风险评

估 
□污水漫溢  □排口超标  R土壤污染  □装置内涝  R其他： 灼伤 

处置装

备 

□潜水泵  R沙袋  □吸油棉  □水桶  □槽车  R围栏  R其他：喷淋洗眼

器  就医 

启动条

件 
现场作业人员次氯酸钠灼伤 

应 
应急步骤与动作 处理人 

1、巡检人员发现现场人员次氯酸钠灼伤，通过对讲机向班长 巡检外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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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 

处 

置 

程 

序 

和中控室报告。打 82119 或 57782119 报警及 82120 报警。 

2、确认灼伤人员后，启动应急预案。应向车间领导报告，同

时向厂应急响应中心 82998/73229 汇报。  

班长、副

班长 

3、通知班组应急小组成员增援。 
班长、副

班长 

4、设置警戒区域，无关人员禁止进入。组织现场抢险，疏散

撤离无关人员（含施工人员），调整工艺运行，保持通风。 

车间领导             

应急小组 

班长 

5、岗位人员佩带空气呼吸器（硫化氢检测仪）、对讲机将中

毒人员救至安全地带，并进行气防急救，直到专业医护人员到

达接替。 

应急小

组、外操 

6、松开患者的衣领、裤带，摘下假牙和清除中毒人员口、鼻

污物或毒物及痰液和分泌物，保持呼吸道畅通，并注意保暖。

尽快脱去患者身上被污染的衣物以减少毒物吸收。 

应急小组、

外操 

7、把中毒者从现场中抢救出来后，检查中毒人员神智是否清

晰，瞳孔反映如何，脉搏、心跳是否存在，呼吸是否停止，有

无出血或骨折。如呼吸或心跳停止，则要就地抢救，进行人工

呼吸及心脏胸外按摩。 

应急小组、

外操 

 

8、若患者经抢救无明显效果，应继续按规程正确操作，不得

放弃，直到公司专业急救人员的到来，交接后方可终止抢救。 

应急小组、

外操 

9、组织、统一调配应急物资。 

车间领导             

应急小组 

班长 

10 救援结束后，检查清点人数，指定专人负责检查。 
应急小组、

外操 

注意事

项 
 ̧ ★注意：报警时应讲明中毒单位位置，中毒介质及中毒人数，中毒症状等。 

应急联系电话 

车间 
生产主任 技术主任 设备主任 安全总监 车间主任 

58562763 57782987 57782995 58562763 57783964 

厂部 
厂调度台 技术运行科 设备管理科 HSE科 人事行政科 

57782998 57783823 57784107 57782926 57783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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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领导 
生产厂长 技术厂长 设备厂长 工艺厂长 厂长 

57782922 57782922 57782616 57782922 58561196 

3.2.8 净一车间失电应急处置卡 

卡片名

称 
净一车间失电应急处置卡 

适用岗

位 
预处理、A/O生化、中控室、深度处理、污水回用 

风险评

估 
R污水漫溢  R排口超标  R土壤污染  R装置内涝  R其他：  

处置装

备 
R潜水泵  R沙袋  R吸油棉  □水桶  □槽车  R围栏  R其他： 

启动条

件 
装置生产单元全系统失电或局部失电 

应 

急 

处 

置 

程 

序 

应急步骤与动作 处理人 

1、巡检发现设备失电，通过对讲机向班长和中控室报告。 巡检外操 

2、通过监控发现或接外操报告后，立即向班长通报。 内操 

3、确认失电后，启动应急预案。应向车间领导报告，同时向

厂应急响应中心 82998/73229 汇报。 

班长、副班

长 

4、组织力量到现场进行应急处置。 

车间领导             

应急小组  

班长 

5、遇全系统停电主要防止池内水倒灌泵房内及吸水池溢流造

成环保污染，应对措施要及时关闭相关阀门。 
外操 

6、恢复供电时要按先主流程设备，先排水的原则。 

车间领导             

应急小组  

班长 

7、如电气 I 段停电根据工艺需要及时开启 II 段备用设备。 外操、内操 

8、如电气 II 段停电根据工艺需要及时开启 I段备用设备。 外操、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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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通知电仪公司负责测量备用泵绝缘，待备用泵绝缘测量合

格后方可启动备用泵。 
班长、外操 

10、应注意观察液位、水量等工艺参数。全失电的情况下，

操作人员必须到现场观察以便处理紧急情况，尽可能减小事

故造成的损失和后果。 

外操、内操 

11、应密切注意刚开泵的运行情况，当遇到异常情况要及时

向应急指挥组汇报，认真检查其他岗位设备运行情况。 
外操、内操 

12、在进行系统切换的同时，应及时将事故处理情况向应急

指挥组汇报。应急指挥组根据事故情况进一步制定事故处理

方案。送电后，再次启动设备前，要确认阀门的开关状态（尤

其是风机的进出口阀）。电机受潮重新运行前必须测量绝缘。 

车间领导             

应急小组  

班长 

注意事

项 

 

 

应急联系电话 

车间 
生产主任 技术主任 设备主任 安全总监 车间主任 

58562763 57782987 57782995 58562763 57783964 

厂部 
厂调度台 技术运行科 设备管理科 HSE科 人事行政科 

57782998 57783823 57784107 57782926 57783864 

厂领导 
生产厂长 技术厂长 设备厂长 工艺厂长 厂长 

57782922 57782922 57782616 57782922 58561196 

3.2.9 净一车间危废转移应急处置卡 

卡片名称 净一车间危废转移应急处置卡 

适用岗位 污泥脱水 

风险评估 □污水漫溢  □排口超标  R土壤污染  □装置内涝  R其他： 

处置装备 □潜水泵  □沙袋  □吸油棉  □水桶  □槽车  R围栏  R其他： 

启动条件 危废转移过程中出现抛洒泄漏 

应 应急步骤与动作 处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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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 

处 

置 

程 

序 

1、发现预处理污泥装卸运输过程中出现泼洒，污染地面。

通过对讲机向班长和中控室报告。 巡检外操 

2、班长确认后，启动应急程序。应向车间领导报告，同时向

厂应急响应中心 82998/73229汇报。 班长、副班长 

3、立即组织江苏华旭等人员准备吨包袋等工具，收集清理。 班长、华旭人

员 

4、迅速采取措施，对污染区域进行围挡（堵），减小污染

范围。同时组织装袋收集。 

车间领导             

应急小组       

班长、华旭人

员 

5、收集好的污泥要扎好袋口，送往装置临时堆放点，贴好标

签。 

车间领导             

应急小组       

班长、华旭人

员 

6、污染车辆等要同时进行清理。 

车间领导             

应急小组       

班长、华旭人

员 

7、待污泥清理完后要及时清理污染地面。撤销围挡。 
应急小组       

班长、华旭人

员 

8、应急小组指挥宣布应急处置程序关闭。 
应急小组       

班长、华旭人

员 

注意事项 

 ̧ 注意收集过程中，不能用大量水冲洗，避免污染地下水资源。 

 ̧  

 ̧  

应急联系电话 

车间 
生产主任 技术主任 设备主任 安全总监 车间主任 

58562763 57782987 57782995 58562763 57783964 

厂部 
厂调度台 技术运行科 设备管理科 HSE科 人事行政科 

57782998 57783823 57784107 57782926 57783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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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领导 
生产厂长 技术厂长 设备厂长 工艺厂长 厂长 

57782922 57782922 57782616 57782922 58561196 

3.2.10可燃气体测爆仪报警应急处置卡 

卡片名称 可燃气体测爆仪报警应急处置卡 

适用岗位 污泥脱水、预处理、A/O生化、中控室、深度处理、污水回用 

风险评估 □污水漫溢  □排口超标  R大气可燃气超标  □装置内涝  R其他： 

处置装备 □潜水泵  □沙袋  □吸油棉  □水桶  □槽车  □围栏  R其他： 

启动条件 危废转移过程中出现抛洒泄漏 

应 

急 

处 

置 

程 

序 

应急步骤与动作 处理人 

1、岗位操作工巡检发现异常，靠近报警点 30 米时须时刻查

看便携式监测仪数据，如嗅到刺激性气味或发现监测仪异常

并报警应立即停止前进，退回到安全区，通过对讲机向班长

和中控室报告。 

巡检外操 

2、中控 PHD 预警、GDS 系统可燃气体测爆仪报警，立即向

班长通报。 
内操 

2、班长确认后，启动应急程序。应向车间领导报告，同时向

厂应急响应中心 82998/73229汇报，讲明泄漏部位、泄漏介

质、影响区域、有无人员中毒。 

班长、副班长 

3、班长（副班长）与报警片区岗位外操一起前往现场判断

与确认。 

班长、副班

长、外操 

4、检查人员佩戴防有机气体半面罩、携带便携式可燃气检

测仪、防爆对讲机从班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安排 2人配戴空

气呼吸器，进入现场检查并确认泄漏点。 

车间领导             

应急小组       

班长 

5、启动作业区泄漏应急处置程序。 
车间领导             

应急小组       

班长 

6、待消漏、报警消除，向厂应急响应中心汇报。 班长 

7、应急小组指挥宣布应急处置程序关闭。 应急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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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 注意现场检查漏点过程中，需配备气防用品。 

 ̧  

 ̧  

应急联系电话 

车间 
生产主任 技术主任 设备主任 安全总监 车间主任 

58562763 57782987 57782995 58562763 57783964 

厂部 
厂调度台 技术运行科 设备管理科 HSE科 人事行政科 

57782998 57783823 57784107 57782926 57783864 

厂领导 
生产厂长 技术厂长 设备厂长 工艺厂长 厂长 

57782922 57782922 57782616 57782922 58561196 

 

3.2.11 自燃灾害应急处置 

3.2.11.1 地震应急处置卡 

步骤 处置措施 负责人 

紧急避

险 
地震发生时，立即走出建筑，到就近的空旷地带暂时避险。 

班长、外

操 

清点人

数 
地震结束后，立即清点人数，确定人员失踪及伤亡情况。 班长 

停止作

业 
停止岗位所有作业 。 

班长、外

操 

检查现

场 

按巡检线路检查区域内所有设备、设施损坏情况，检查有无危化

品泄漏。 

班长、外

操 

报告 向班长汇报人员伤亡情况及现场损坏情况。 
班长、外

操 

报警 
根据副班长报告，如涉及泄漏、人员伤亡、火灾爆炸等情况，立

即向消防、气防、急救中心、部应急响应中心及作业区领导报警。 
班长 

启动相 根据现场的实际状况，启动相应的泄漏中毒、环境污染或火灾爆 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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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应

急程序 

炸等应急程序。 

3.2.11.2 恶劣天气应急处置卡 

现象 处置措施 负责人 

暴雨 

停止作业：暴雨发生时，立即停止登高、洗舱等作业。 
班长、外

操 

避险：尽量远离高架灯、大树，防止基础松动，倒地伤人；不

要进行室外的电气类作业。  
副班长 

监控：随时监控中控 PLC数据的变化，如有异常，通知班长

检查现场。 
班长 

检查现场： 

察看区域内所有设备、设施损坏情况；检查有无危化品泄漏；

检查水溶性物料的防雨情况；检查雨污排系统运行状况； 关

注配电所、仪表间的渗漏情况。 

班长、外

操 

报告：向班长汇报现场情况。 
班长、外

操 

报警： 

如涉及泄漏、人员伤亡、火灾爆炸等情况，立即向消防、气防、

急救中心、应急响应中心及洗舱站领导报警。 

班长 

启动相应的应急程序： 

根据现场的实际状况，启动相应的泄漏中毒、环境污染或火灾

爆炸等应急程序。 

班长 

大风 

停止作业： 

大风发生后，立即停止登高、洗舱等作业。 

班长、外

操 

避险： 

尽量远离仪表桥架、高架灯、树、标语牌，防止砸落伤人。 

特别注意保温铁皮易被风刮下伤人。  

班长、外

操 

监控： 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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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监控中控 PLC数据的变化，如有异常，通知副班长检查

现场。 

检查现场： 

察看区域内所有设备、设施损坏情况，检查有无危化品泄漏； 

清点人数。 

班长、外

操 

报告： 

向班长汇报现场情况。 

班长、外

操 

报警： 

如涉及泄漏、人员伤亡、火灾爆炸等情况，立即向消防、气防、

急救中心、应急响应中心及洗舱站领导报警。 

班长 

启动相应的应急程序： 

根据现场的实际状况，启动相应的泄漏中毒、环境污染或火灾

爆炸等应急程序。 

班长 

雷电 

停止作业：雷电发生后，立即停止登高、洗舱等作业。 
班长、外

操 

避险：尽量远离高架灯、大树，防止雷电伤人。 
班长、外

操 

监控：随时监控中控 PLC数据的变化，如有异常，通知班长

检查现场。 
班长 

检查现场： 

察看区域内所有设备、设施损坏情况，检查有无危化品泄漏；

清点人数。 

班长、外

操 

报告：向班长汇报现场情况。 
班长、外

操 

报警： 

如涉及泄漏、人员伤亡、火灾爆炸等情况，立即向消防、气防、

急救中心、应急响应中心及洗舱站领导报警。 

班长 

启动相应的应急程序： 

根据现场的实际状况，启动相应的泄漏中毒、环境污染或火灾
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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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等应急程序。 

冰雹 

停止作业： 

冰雹发生后，立即停止登高、洗舱等户外作业。 

班长、外

操 

避险：就近在有牢固遮挡物下避险。  
班长、外

操 

监控：随时监控中控 PLC数据的变化，如有异常，通知副班

长检查现场。 
班长 

检查现场： 

察看区域内所有设备、设施损坏情况，检查有无危化品泄漏； 

清点人数。 

班长、外

操 

报告：向班长汇报现场情况。 
班长、外

操 

报警： 

如涉及泄漏、人员伤亡、火灾爆炸等情况，立即向消防、气防、

急救中心、应急响应中心及洗舱站领导报警。 

班长 

启动相应的应急程序： 

根据现场的实际状况，启动相应的泄漏中毒、环境污染或火灾

爆炸等应急程序。 

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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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意事项 

4.1 佩戴个人防护器具方面的注意事项 

4.1.1空气呼吸器使用步骤及注意事项 

（1）使用步骤： 

①设定供气阀：摁压顶侧的红色按钮，使供气阀的供气关闭；检查供气阀的 O型圈是

否干净并处于良好状态。 

②气密性检查：慢慢地全部打开气瓶开关，使系统内充满压力，此时会听到一声短促

的报警声响（有 10秒钟的升压），检查压力表的显示压力，没有漏气声，压力大于 24MPa

方可使用；关闭供气阀并观察压力表指示值，1分钟内压力下降至不得超过 2Mpa（气密不

合格应关闭气瓶阀，打开旁通阀释放系统内气体，检查各连接处，重点是气瓶连接，重复

进行气密检查。气密不符合要求的呼吸器不能投入使用）。 

面罩密封测试：关闭气瓶阀（气瓶阀带自锁机构的须向上按住并转动气瓶阀手轮），

屏气 10秒钟，仔细听没有泄漏声，并观察压力表值（符合要求），测试正常后立即打开

气瓶阀；打开旁通阀开关，应有稳定的气流进入面罩内，然后关闭旁通阀。 

③开阀；首先打开空气瓶阀门。背、调；背好呼吸器，调节肩带、腰带至合适位置。 

④套：将安全帽套在脖子上。 

⑤戴罩、戴帽；戴好面罩，使面罩与面部贴合良好。做几次深呼吸，检查供气阀的性

能，应呼吸顺畅，空气呼吸器即可正常使用。戴好安全帽。 

⑥在使用中应注意压力表指示值下降情况，听到报警信号或指示值低于 5MPa至 6MPa

范围时，应立即撤离事故现场。 

使用结束至安全地点，松开面罩、关闭供气伐、卸下呼吸器，最后关闭空气瓶阀门，

打开供气阀的旁通开关泄放余压。 

（2）注意事项： 

①用于消防、石油化工、矿山、船舶、冶炼等部门，供消防人员或抢险救护人员在浓

烟、毒气、粉尘、缺氧的环境下安全有效地进行灭火、抢险救灾和救护人员工作。 

②使用过程中禁止卸下呼吸器。 

③气密性不符要求，禁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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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在未到达安全地点前不能摘下面罩。 

4.1.2过滤式防毒面具使用步骤及注意事项（泄漏现场情况不明不建

议使用） 

（1）使用步骤： 

①根据毒物种类，选好滤毒罐，打开底部橡皮塞及顶部密封盖。 

②正确连接好面罩、导气管、滤毒罐，并检查整套面具气密性能，方法是使用者佩戴

好面罩，用手堵住底部进气口，作几次深呼吸，如感到憋气呼吸不通，则为气密性良好。 

③将滤毒罐放入背包内，背好滤毒罐包，系好腰带，使用中如闻到毒气气味等，应迅

速退出毒区。 

（2）注意事项： 

①用于空气中氧气含量大于 18％（体积比），有毒气体小于 2％（体积比）的环境。 

②各种型号的滤毒罐，只能防护与其相适应的有毒气体，使用前必须对号选用。3#滤

毒罐防有机气，4#滤毒罐防硫化氢（氨气），7#滤毒罐防酸性气体。 

③进入毒区时，必须清楚作业现场中的毒气性质及浓度，只有满足使用条件时，方可

使用。 

④严禁在设备内部使用过滤式防毒面具。 

⑤使用前必须先将滤毒罐底部橡皮塞打开，并检查气密性能良好方可使用。 

4.2 采取救援对策或措施方面的注意事项 

救援行动应本着“先控制后处置，救人第一”的原则。应急救援的基本任务是控制危

险源，抢救受害人员，组织疏散撤离，排除现场灾害，消除危险后果。 

4.2.1立即实施应急行动 

现场出现险情后，应立即启动应急程序，调集救援力量，携带应急器材，分配救援任

务，下达救援指令，指挥人员迅速赶赴事故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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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控制危险区域 

对危险区域实施控制主要是防止无关人员、车辆进入而引起伤害。 

（1）实施警戒。在事故现场划分警戒区，一般情况下警戒区范围为 200米。对下风

口方向或泄漏量较大时应扩大警戒范围。对进入警戒区的人员要严加控制。 

（2）消除火源，迅速熄灭警戒区内的所有明火，关闭电气设备，非防爆通讯器材，

车辆熄火，给高温物体降温，并注意防止摩擦或静电导致火灾、爆炸。 

（3）维护秩序，切实对危险区域严加控制管理，防止人员、车辆误入危险区。在事

故区域的主要交通要道、路口设安全检查站，控制车辆人员的进入，保证抢险救援车辆通

行。加强对重要目标地段的警戒和巡逻，防止不法份子乘机破坏，制造事端。 

4.2.3不间断监测现场 

事故发生后，应由专业人员在事故现场及周围对环境物质实施监测、侦察，以便迅速

了解事故性质、危险品类型、浓度、危害人数，从而为救援行动提供科学依据。 

进入现场前应采取可靠的防毒防爆措施，进入烟雾大、光线差的事故现场时，应编成

小组，携带空气呼吸呼吸器、防爆灯具、安全绳等器材。 

在作业过程中，应随时与指挥部保持联系，及时反馈信息。 

4.2.4救援事故区域人员 

（1）组织人员撤离。对危险区域内的人员应及时疏散至安全地带（上风或侧上风向）。

撤离时应沿安全疏散通道迅速撤离，避免横穿危险区域。撤离时，应做好个人防护，如果

缺乏防护器材时，可采取简易防护措施保护自己，将衣服、毛巾浸湿后捂住口鼻，防止吸

入毒烟。 

（2）抢救受伤人员时，首先由救援人员穿戴好防护器材，用担架将受伤人员抬出险

区，受伤人员数量不明时，应根据灾前人员的分布情况和已经撤出人员提供的信息，有针

对性地进行查找和救援，然后再对整个危险区域全面搜寻，确保将所有伤亡人员转至安全

地点。人员抬出后，迅速进行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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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控制事故源头 

控制或切断造成事故的危险源头，要按照相关专制定的方案正确进行。 

（1）灭火。即根据燃烧物的具体性质，选用合适的灭火剂扑救火灾。灭火过程中要

注意安全，如果出现容器颤抖、通风孔发出尖中或火焰变得耀眼等危险征兆时，现场指挥

人员应及时下达撤退命令，确保救援人员安全。 

（2）堵漏。应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不同的堵漏方法对容器、管道实施堵

漏，应及时切断物料输送，关闭电源、水源、气源。泄漏物为液态且在向附近蔓延，尤其

是流向水体时，应立即筑堤或挖坑收容。 

（3）稀释。采用喷射水或惰性介质，使危险物的浓度迅速降低，从而达到排除目的，

如对污染区域喷洒水雾、加强通风、向有易燃易爆气体的有限空间内通入氮气等。 

（4）输转。对积聚在事故现场的化学药剂，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带；对泄漏药剂罐

体中的液态药剂，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利用防爆泵，如隔膜泵等将物料抽出至车辆或其它

设备中，并尽快移出危险区。 

在控制事故源头的过程中，救援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应视情况穿戴空气呼吸器、防酸服、

扎紧袖口、裤口；对空气呼吸器的气瓶压力、进出人员姓名和时间应有专人负责检查登记；

必要时对进入现场的人员用开花水流掩护，确保人员安全。 

4.3 现场自救和互救方面的注意事项 

4.3.1急性中毒的现场抢救应遵循的原则 

(1)救护者应做好个人防护。 

急性中毒发生时，有毒品多由呼吸系统和皮肤侵入人体内。因此，救护者在进入毒区

抢救之前，首先要做好个人呼吸系统和皮肤的防护，佩戴好空气呼吸器，穿好防护服。进

入设备内抢救要系上安全绳，然后再进行抢救。 

(2)切断毒物源。 

救护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后，除对中毒者进行抢救外，同时应迅速察看毒物来源，采取

果断措施切断毒物源，防止有毒品继续外逸扩散。对于已经扩散出来的有毒气体或蒸汽应

立即启动通风设备或开户门窗以及采取中和处理等措施，降低有毒物质在空气中的浓度，

为抢救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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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有毒品继续侵入人体。 

①救离现场，去除污染。将中毒者迅速移送至空气新鲜处，松开颈部、胸部纽扣和腰

带，让其头部侧偏以保持呼吸通畅。同时要注意保暖和保持安静，严密注意中毒者神志、

呼吸和循环系统的功能。 

②消除毒物，防止污染皮肤和黏膜。迅速脱去中毒者被污染的衣服]、鞋袜、手套等，

并用清水冲洗 15至 20分钟。此外，还要用中和剂（弱酸性或弱碱性溶液）清洗。对黏膜

的毒物可用大量的肥皂水冲洗，尤其注意皮肤邹折、毛发和指甲内的污染物。 

③有毒品进入眼睛时，用洗眼器的水缓慢冲洗 15分钟以上，冲洗时把眼睑撑开，并

嘱咐伤员使眼球向各方向缓慢转动。 

④有毒品经口腔引起急性中毒时，可根据具体情况和现场条件正确处理，若有毒品为

非腐蚀性，应立即采用催吐、洗胃或导泻等级方法去除毒物。但当烷烃、苯、石油醚等中

毒时，既不要催吐，也不要给中毒者喝牛奶、鸡蛋和油性食物，可喝少量（一汤匙）液体

石蜡和一杯含硫酸镁或硫酸纳的水。 

(4)促进生命器官功能恢复。 

在急救时如遇到危及生命的严重现象，要当机立断，立即做紧急处理，不能等待。特

别是中毒者心跳、呼吸停止时，要立即就地抢救，尽快使心肺复苏。中毒者若停止呼吸，

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 

人工呼吸方式俯卧压背式、振臂压胸式、口对口式三种。最好采用口对口方式人工呼

吸。其具体做法是：将中毒者仰卧，救护者一手托起中毒者下颏，尽量使头部后仰。另一

手捏紧中毒者鼻孔，救护者深吸气后，对中毒者吹气，然后松开鼻孔。如此有节律地、均

匀反复进行，直至中毒者可自行呼吸为止。对心跳停止的中毒者应立即进行人工复苏胸外

按压。将中毒者放平仰卧在硬地或木板床上，头部稍低。救护者一手的根部放在中毒者胸

骨下半段（剑突以上），另一手掌叠于该手背上，肘关节伸直，借救护者自己身体的重量

向下加压，一般使胸骨陷下 3至 5cm为宜，然后放松。如此反复有节律进行，注意不要用

力过猛，以免发生肋骨骨折、血气胸等。 

按压部位: 胸骨中下 1/3交界处；按压深度，3至 5cm；按压通气比率，30:2（按压

30次，吹气 2次）； 按压频率，至少 100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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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现场自救的注意事项 

火灾造成人死亡的最直接的原因是被大火吞没烧死。其次是是烟雾中毒所致的窒息。因为大火烟雾

中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及化工产品燃烧产生的氯、苯等有害气体，火焰又可造成呼吸道灼道灼伤及喉头

水肿，这些因素足可使浓烟中的罹难者 3-5分钟内中毒窒息身亡。因此，火灾现场自救、脱险逃生应紧

急采取的措施有： 

  1、沉着冷静。首先要冷静，判断起火的部位以及火灾蔓延的速度。根据火势实情选择最佳的自救

方案，千成不要慌乱，不要大呼大叫，应该根据火势、风向迅速地选择最佳自救方案，确定逃生路线。 

  2、防烟堵火。可以用浸湿的衣服、毛巾等捂嘴、鼻，并不断浇水，一时找不到湿毛巾可以用其他

棉织物替代，其除烟率达 60％～100％，可滤去 10％～40％一氧化碳。应低首俯身，贴近地面，设法离

开火场，以避开处于空气上方的毒烟。 

  3、设法脱离险境。确定是否逃生，如果逃生，一定要注意防烟。如果不能逃生，那么坚守时要保

持低姿，要防烟，防高温。 

  4、尽快显示求救信号。 发生火灾，呼叫往往不易被发现，打手电向消防队报警，说明自己的方位。 

5、 切不可因贪恋钱财而贻误脱险时机。 

4.4 现场应急处置能力确认 

（1）应急设备和器材的有效配备； 

（2）应急反应技能合格，经常进行培训、模拟演练； 

（3）应急技术的合理运用； 

（4）完备的应急物资、通讯、应急通道、现场管制、安全保障等后勤保障与技术支持。 

4.5 应急救援结束后的注意事项 

4.5.1洗消污染区域 

为避免毒害物持续造成危害，应对化学现场的人员和物资及时进行洗消。洗消时应根

据毒害物的理化性质和受污染物的具体情况采用相应的洗消方法和洗消剂。 

（1）洗消方法 

洗消方法主要有化学洗消法和物理洗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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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洗消法即通过化学药剂与毒害物直接起反应，使毒害物成分改变，成为无毒无害

或低毒物质。通常将洗消药剂装在消防车水罐或专用洗消器材装备中，再经加压进行喷洒

洗消。主要有中和、水解、氧化法。 

物理法主要有清洗、吸附、转移法。清洗即用大量清水冲洗，用溶剂浸泡，少量的也

可用棉花、纱布等蘸少许溶剂后擦洗。吸附即利用吸附能力较强的物质，如活性碳等吸附

泄漏物质或过滤空气、水中的毒害物，变可用棉花、纱布等吸去人体皮肤上的毒害物质。

转移即通过铲除、切断或覆盖等方法将毒害物移走或覆盖掉，减轻或消除毒害物的危害。 

（2）洗消对象 

主要是人员洗消、物品洗消、空间洗消等。 

4.5.2现场清理 

现场清理主要工作有： 

（1）残留污染物清除。 

（2）灭火剂清除。 

（3）污水消除，收集并送入水厂处理。 

（4）固体废弃物清理。 

4.5.3人员清点 

对进入救援现场的人员进行清点，核对进入现场和离开现场的人数是否一致，防止发

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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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水厂净一车间应急救援组织机构图 

 

 

附件 2：水厂净一车间职能人员日常应急管理责任和应急联络通讯录 

Ѕ 1 ѻ↨ ҉ῦ ѷ ᾮẫ  

序号 姓名 岗位 日常应急管理责任 

1  车间主任 1、负责应急的全面管理；2、接受应急培训和考

核；3、参加各级应急演练。 

2  车间副主任 与车间主任同责。 

3  安全员 1、负责检查气防设施的完好；2、负责检查岗位

消防设施的完好；3、负责检查作业区应急物资库

物资的完好；4、负责组织职工应急预案培训及应

急演练的工作；5、负责申报应急物资；6、负责

演练方案、总结的编制与登记；7、接受应急培训

和考核；8、参加各级应急演练。 

4  工艺员 1、负责生产方面报警的应急管理；2、负责停水、

停电、停蒸汽、停氮气等异常工作的应急管理；3、

负责异常天气时生产的应急管理；4、接受应急培

训和考核；5、参加各级应急演练。 

5  设备员 1、负责现场应急设施的安装、维护、保养等工作；

组长： 

车间主任 

 

运行丁班 

 

运行丙班 

 

技术人员 

 

运行乙班 

 

运行甲班 

副组长： 

车间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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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责申报应急物资；3、负责设备设施方面的

应急管理；4、接受应急培训和考核；5、参加各

级应急演练。 

6  中控室 1、负责检查中控报警音及喇叭的完好，发现问题

及时汇报安全工程师；2、接受应急培训和考核；

3、参加各级应急演练。 

7  各班组 1、负责现场消气防设施的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汇

报安全员；2、接受应急培训和考核；3、参加各

级应急演练。 

 

Ѕ 2 ѻ↨ ҉ῦ ᾮ  

序号 姓名 岗位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1  车间主任   

2  车间副主任   

3  技术员   

4  安全员   

5  班组   

Ѕ 3 ѻ↨ ҉ῦ ᾮᴈὅỲ  

序号 单位 内部拨打 外线拨打 手机拨打 

1.  火警、气防急救 119 57782119 57782119 

2.  医院急救 120 57782120 57782120 

3.  扬子医院 
72626 

83336 

57772626 

57783336 

57772626 

57783336 

4.  江北人民医院  57766346 57766346 

5.  水厂应急指挥中心 82998 57782998 57782998 

6.  水厂部值班电话 86309 57786309 57786309 

                                         

附件 3：水厂净一车间危险化学品性质、防护及应急措施 

Ѕ 1 ὄ ὄ ¡ ᶝ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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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名称 硫化氢 英文名称 
hydrogen 

sulfide 
主 要 成 分 硫化氢 

外观与性状 无色、有恶臭的气体 熔      点 -83.8 

沸 点 ℃ -60.4 闪 点 ℃ 无意义 引燃温度℃ 无资料 

相对密度 （水=1）：无资料；    （空气=1）: 1.19 
爆炸极限

(V/V)% 

4.0－46.0 

危险性类别 
第 3.1类爆炸品、第 6类有毒品、第 8

类腐蚀品 
危险货物编号 21006  

侵入途径 呼吸道 溶 解 性 溶于水、乙醇 

包装标志 有毒气体 主要用途 用于化学分析如鉴定金属离子 

卫生标准

mg/m3 
MAC：10            PC-TWA：             PC-STEL： 

危险特性：（化学性质不稳定、有聚合危害等危险特性的要注明） 

易燃，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浓硝酸、

发烟硝酸或其它强氧化剂剧烈反应，发生爆炸。气体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

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健康危害与环境危害：（是高毒、剧毒、易制毒的化学品要注明） 

健康危害：本品是强烈的神经毒物，对粘膜有强烈刺激作用。急性中毒：短期内吸入

高浓度硫化氢后出现流泪、眼痛、眼内异物感、畏光、视物模糊、流涕、咽喉部灼热感、

咳嗽、胸闷、头痛、头晕、乏力、意识模糊等。部分患者可有心肌损害。重者可出现脑水

肿、肺水肿。极高浓度(1000mg/m3 以上)时可在数秒钟内突然昏迷，呼吸和心跳骤停，发

生闪电型死亡。高浓度接触眼结膜发生水肿和角膜溃疡。长期低浓度接触，引起神经衰弱

综合征和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环境危害：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和大气可造成污染。 

燃爆危险：本品易燃，具强刺激性。 

操作处理与防护： 

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

操作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静

电工作服，戴防化学品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

统和设备。防止气体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碱类接触。在传送过程中，

钢瓶和容器必须接地和跨接，防止产生静电。搬运时轻装轻卸，防止钢瓶及附件破损。配

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工程控制：严加密闭，提供充分的局部排风和全面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救或撤

离时，建议佩戴氧气呼吸器或空气呼吸器。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身体防护：

穿防静电工作服。手防护：戴防化学品手套。其他防护：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

工作完毕，淋浴更衣。及时换洗工作服。作业人员应学会自救互救。进入罐、限制性空间

或其它高浓度区作业，须有人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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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处理与防护：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立即进行隔离，小泄漏时隔离 150m，大泄漏时

隔离 300m，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

工作服。从上风处进入现场。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合理通风，加速扩散。喷雾状水稀释、

溶解。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产生的大量废水。如有可能，将残余气或漏出气用排风机送至

水洗塔或与塔相连的通风橱内。或使其通过三氯化铁水溶液，管路装止回装置以防溶液吸

回。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检验后再用。 

灭火措施：（要注明灭火剂） 

消防人员必须穿全身防火防毒服，在上风向灭火。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

允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灭火剂：雾

状水、抗溶性泡沫、干粉。 

急救措施： 

眼睛接触：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彻底冲洗至少 15分钟。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止，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Ѕ 2 ϕ ὄ ¡ ᶝἀ͛ ֖  

化学品名称 苯 英文名称 benzene 主 要 成 分 苯 

外观与性状 无色透明液体，有特殊芳香味 熔      点 5.5 

沸 点 ℃ 80.1 闪 点 ℃ -11 引燃温度℃ 560 

相对密度 （水=1）：0.88；    （空气=1）:2.77 爆炸极限(V/V)% 1.2-8 

危险性类别 第 3.2类中闪点易燃液体 危险货物编号 32050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吸收 溶 解 性 
不溶于水，溶于醇、醚、丙酮

等 

包装标志 易燃液体、有毒品 主要用途 用作溶剂及合成苯的衍生物、医药、塑料等 

卫生标准

mg/m3 
MAC：               PC-TWA：6                PC-STEL：10 

危险特性：（化学性质不稳定、有聚合危害等危险特性的要注明） 

易燃，其蒸汽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极易燃烧爆炸。与氧化剂能

发生强烈反应。易产生和聚集静电，有燃烧爆炸危险。其蒸汽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

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健康危害与环境危害：（是高毒、剧毒、易制毒的化学品要注明） 

健康危害：苯是高毒类危险化学品。高浓度苯对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具有麻醉作用，

可引起急性中毒；长期接触苯对造血系统有损害，能引起白细胞、血小板减少等慢性中毒

症状。 

环境危害：苯对环境有危害，应注意水体和大气的污染。含苯的废弃物焚烧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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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处理与防护： 

密闭操作，加强通风。操作人员培训上岗。操作过程中，按要求穿戴劳动防护用品，

当空气中闻到苯的气味时，应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和安全防护眼镜，戴防护手套。消除跑、

冒、滴、漏。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避免与氧化

剂接触。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泄漏处理与防护：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应急处

理人员佩戴空气呼吸器，穿防油隔热服，戴橡胶耐油手套。尽可能切断泄漏源。防止泄漏

物进入清净下水系统。小量泄漏：现场用吸油棉吸收，或用大量清水冲洗，冲洗水排入含

油污水系统。大量泄漏：用泡沫覆盖，降低蒸汽灾害。喷雾状水或消防泡沫，冷却和稀释

蒸汽，防止火灾爆炸和人员中毒。 

灭火措施：（要注明灭火剂） 

消防人员在上风向灭火，喷水冷却容器。处在火场中的容器若已变色或从安全泄压装

置中产生声音，必须马上撤离。灭火剂:泡沫、干粉、二氧化碳、砂土。 

急救措施： 

现场装有淋浴洗眼设施。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用流动清水冲洗至少 15分钟，就医。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

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直至救援人员赶到。食入：饮足量温水，

催吐，就医。 
 

Ѕ 3 Ῐ ὄ ¡ ᶝἀ͛ ֖  

化学品名称 甲烷  英文名称 
methane 

  
主 要 成 分 甲烷 

外观与性状 无色无臭气体 熔      点 -182.5 

沸 点 ℃ -161.5 闪 点 ℃ -188 引燃温度℃ 538 

相对密度 
（水=1）：0.42(-164℃)；（空气=1）: 

0.55 

爆炸极限

(V/V)% 
5.3－15 

危险性类别 第 2类第 1项易燃气体 危险货物编号 21007   

侵入途径 呼吸道 溶 解 性 微溶于水，溶于醇、乙醚。 

包装标志 易燃气体 主要用途 
用作燃料和用于炭黑、氢、乙

炔、甲醛等的制造。 

卫生标准

mg/m3 
MAC：未制定标准            PC-TWA：             PC-STEL： 

危险特性：（化学性质不稳定、有聚合危害等危险特性的要注明） 

易燃，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的危险。与五氧化

溴、氯气、次氯酸、三氟化氮、液氧、二氟化氧及其它强氧化剂接触剧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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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危害与环境危害：（是高毒、剧毒、易制毒的化学品要注明） 

健康危害：甲烷对人基本无毒，但浓度过高时，使空气中氧含量明显降低，使人窒息。

当空气中甲烷达 25％～30％时，可引起头痛、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呼吸和心跳加

速、共济失调。若不及时脱离，可致窒息死亡。  

燃爆危险：本品易燃，具窒息性。 

操作处理与防护： 

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远离火种、

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防止气体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

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在传送过程中，钢瓶和容器必须接地和跨接，防止产生静电。搬

运时轻装轻卸，防止钢瓶及附件破损。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

备。 

工程控制：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呼吸系统防护：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但建议

特殊情况下，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眼睛防护：一般不需要特殊防护，高

浓度接触时可戴安全防护眼镜。身体防护：穿防静电工作服。手防护：戴一般作业防护手

套。其他防护：工作现场严禁吸烟。避免长期反复接触。进入罐、限制性空间或其它高浓

度区作业，须有人监护。   

泄漏处理与防护：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切断火源。建议应

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静电工作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合理通风，加速

扩散。喷雾状水稀释、溶解。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产生的大量废水。如有可能，将漏出气

用排风机送至空旷地方或装设适当喷头烧掉。也可以将漏气的容器移至空旷处，注意通风。

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检验后再用。 

灭火措施：（要注明灭火剂） 

切断气源。若不能切断气源，则不允许熄灭泄漏处的火焰。喷水冷却容器，可能的话

将容器从火场移至空旷处。灭火剂：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干粉。 

急救措施：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

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Ѕ 4 ӈ ōO3Ŏ ὄ ¡ ᶝἀ͛ ֖  

化学品名称 臭氧  英文名称 ozone   主 要 成 分 臭氧 

外观与性状 无色无臭气体 熔      点 无意义 

沸 点 ℃ -112 闪 点 ℃ 无意义 引燃温度℃ 无意义 

相对密度 2.15 
爆炸极限

(V/V)% 
无意义 

危险性类别 无资料 危险货物编号 无资料 

侵入途径 吸入 溶 解 性 不溶于水 

包装标志 助燃  主要用途 

用于水的消毒和空气的臭氧

化, 在化学工业中用作强氧化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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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标准

mg/m3 

MAC：0.1 mg/m3       PC-TWA：0.1 mg/m3      PC-STEL：

0.2mg/m3 

危险特性：（化学性质不稳定、有聚合危害等危险特性的要注明） 

具有强氧化性。与易燃物（如苯）和可燃物（如糖、纤维素等）接触会发生剧烈反应，

甚至引起燃烧。受热、接触明火、或受到摩擦、震动、撞击时可发生爆炸。 

健康危害与环境危害：（是高毒、剧毒、易制毒的化学品要注明） 

本品具有强氧化能力，对眼睛结膜和整个呼吸道有直接刺激作用。吸入后引起咳嗽、

咯痰、胸部紧束感，高浓度吸入引起肺水肿。长期接触可引起支气管炎，细支气管炎，甚

至发生肺硬化。 

操作处理与防护： 

操作处置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

规程。建议操作人员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

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手套。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远离易燃、可燃物。

防止气体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还原剂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包装及容

器损坏。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

物。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应与易（可）燃物、

还原剂等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  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必须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罩）。紧

急事态抢救或撤离时，应该佩戴空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手套。                                                                     

    其他防护: 工作现场严禁吸烟。 

泄漏处理与防护：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上风处，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

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从上风处进入现场。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喷雾状水稀释。

漏气容器要妥善处理，修复、检验后再用。 

灭火措施：（要注明灭火剂） 

本品不燃。消防人员须佩戴防毒面具、穿全身消防服，在上风向灭火。迅速切断气源，

用水喷淋保护切断气源的人员，然后根据着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尽可能将容器从

火场移至空旷处。喷水保持火场容器冷却，直至灭火结束。 

急救措施：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止，

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Ѕ 5 Ԁ ō10%ŎNaClO ὄ ¡ ᶝἀ͛ ֖  

化学品名称 次氯酸钠 英文名称 

sodiumhypo

chloriteso

lution 

主 要 成 分 
次氯酸钠溶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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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与性状 
外观与性状微黄色溶液，有似氯气的气

味。 
熔      点 -6℃ 

沸 点 ℃ 102.2 闪 点 ℃ 无意义 引燃温度℃ 无意义 

相对密度 1.10 (水=1) 
爆炸极限

(V/V)% 
无意义 

危险性类别 第 8.3类其它腐蚀品 危险货物编号 1791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 溶 解 性 溶解性溶于水。 

包装标志 无资料  主要用途 

主要用途用于水的净化，以及

作消毒剂、纸浆漂白等，医药

工业中用制氯胺等。 

卫生标准

mg/m3 
MAC：无资料       PC-TWA：       PC-STEL： 

危险特性：（化学性质不稳定、有聚合危害等危险特性的要注明） 

经常用手接触本品的工人，手掌大量出汗，指甲变薄，毛发脱落。本品有致敏作用。

本品放出的游离氯有可能引起中毒。 

健康危害与环境危害：（是高毒、剧毒、易制毒的化学品要注明） 

本品放出的游离氯有可能引起中毒。防护措施工程控制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提

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呼吸系统高浓度环境中，应该佩戴直接式防毒面具（半面罩）。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环境危害：身体防护穿防腐工作服。手防护戴橡胶手套。燃爆危险本品不燃，具腐蚀

性，可致人体灼伤，具致敏性。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

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操作处理与防护：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全面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建议操作人员佩戴直接式防毒面具（半面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腐工作服，戴

橡胶手套。防止蒸气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碱类接触。搬运时要轻装轻卸，防止

包装及容器损坏。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倒空的容器可能残留有害物。 

储存注意事项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库温不宜超过 30℃。应与

碱类分开存放，切忌混储。储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防护措施工

程控制生产过程密闭，全面通风。提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呼吸系统高浓度环境中，应

该佩戴直接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环境危害 身体防护

穿防腐工作服。手防护戴橡胶手套。燃爆危险本品不燃，具腐蚀性，可致人体灼伤，具致

敏性。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完毕，淋浴更衣。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泄漏处理与防护： 

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区，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建议应急处理人员

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酸碱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小量

泄漏：用砂土、蛭石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大量泄漏：构筑围堤或挖坑收容。用泡沫覆盖，

降低蒸气灾害。用泵转移至槽车或专用收集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 

灭火措施：（要注明灭火剂） 

消防措施危险特性受高热分解产生有毒的腐蚀性烟气。具有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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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消防措施危险特性受高热分解产生

有毒的腐蚀性烟气。具有腐蚀性。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燃烧产物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

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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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水厂净一车间安全装备一览表 

类别 种别 项目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A.预防事故 

设备 

一、阻火设备 车用阻火器 —— 1 

二、设备安全附

件 
安全阀 见下表 54 

B．防止事故

扩大设备 

三、气体防护设

施 

自吸式长管防毒面

具 
10m长管 3 

自给正压式空气 

呼吸器 
见下表 6 

C．防灾检测 

设备 

四、可燃气检测报

警仪 

便携式复合气体 

检测仪 

Neotronics 

impulse 
1 

D．消防设备 
五、其它消防设

备 

消防栓 SQ100 38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4Kg 

90 

消防水带 ū65 50 

附件 5：水厂净一车间安全阀一览表 

设备 

名称 
型 号 

设计压

力(MPa) 

操作压力

(MPa) 

操作

温度

(℃) 

介质 
起跳压力

(MPa) 
台数 

安全阀 
A21H-16

C 
1.1 0.7 50 空气 0.8 10 

安全阀 
A48Y-16

C 
0.6 0.4 350 蒸汽 0.6 10 

安全阀 
AF4QH-1

0 
0.075 0.073 50 空气 0.0825 18 

安全阀 A27H-10 1.0 0.4 常温 空气 0.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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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水厂净一车间空气呼吸器一览表 

序号 装置名称 
装备或附件

位号 

装备或附件

名称 
型号规格 制造厂家 

1 预处理 AO43311 空气呼吸器 HRPP24/01 泰州凯利 

2 预处理 AO43239 空气呼吸器 HRPP24/01 泰州凯利 

3 纯氧生化 AO43145 空气呼吸器 HRPP24/01 泰州凯利 

4 纯氧生化 AO43090 空气呼吸器 HRPP24/01 泰州凯利 

5 脱水 AO43181 空气呼吸器 HRPP24/01 泰州凯利 

6 脱水 AO43285 空气呼吸器 HRPP24/01 泰州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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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水厂净一车间总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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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水厂净一车间含油污水和清净下水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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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水厂净一车间消防水平面布置图

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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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水厂净一车间小型灭火器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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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水厂净一车间可燃性气体、硫化氢报警器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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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水厂净一车间冲淋设施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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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水厂净一车间应急疏散线路和紧急集合点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