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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环保试生产开工确认报告 

一、 项目建设概况 

EVA 树脂是指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是我国紧缺的合成材料，一般醋酸乙烯

（VA）含量在 5%～40%。与聚乙烯相比，EVA 由于在分子链中引入了 VA 单体，从

而降低了结晶度，提高了柔韧性、抗冲击性、填料相溶性和热密封性能，被广泛应

用于发泡鞋料、功能性棚膜、包装膜、热熔胶、电线电缆及玩具等领域。其用途广

泛，涉及国计民生的多个方面。因此，积极发展我国 EVA 生产，有利于进一步提高

我国优势产业的竞争能力。为适应当前市场需求旺盛的形势，采用先进技术建设大

规模 EVA 装置，可充分发挥装置经济规模的优势，更好地赢得 EVA 的价格利润空

间，也是石化行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本装置采用巴塞尔（Basell）釜式法工艺技术，建设规模为生产 10 万吨／年 

EVA，年操作时间 8000 小时，设计负荷弹性 70～110%。EVA 装置工艺流程复杂，

操作条件变化频繁，物料中含易燃、易爆介质，且存在高温、高压工况。产品的质

量、产量、能耗以及装置的安全生产与仪表、控制系统及安全保护系统的可靠性和

先进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为达到对过程变量进行可靠和优质控制，实现装置的

安全、稳定、高效运行，对自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本装置采用技术先进、可靠的

分散型控制系统（DCS）、安全仪表系统（SIS）、设备包可编程控制系统（PLC）、

气体监测报警系统（GDS）、压缩机控制系统（CCS）、机组监视系统（MMS）和仪表

设备管理系统（AMS）等，对装置的过程变量进行优质可靠的监控，对装置人员和设

备进行有效保护，对装置的大型机组和仪表设备进行科学管理。 

装置建设在扬子公司原检安公司所在的地块，东靠火炬南路，南临煤制气装置，

西侧紧邻乙烯路，北侧为空分路，占地面积为 93775m2，东西长 605 米，南北宽 155

米。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于 2013 年 8 月 20 日获得总部批复,2016 年 9 月 21 日项目

基础设计获总部批复,由意大利 Tecniment 公司提供工艺包工程设计及超高压部分详

细设计，中石化上海工程公司（SSEC）完成基础设计工作、详细设计及 EPC 总承包

工作，于 2020年 5月 28日建成中交。 

二、 工艺流程简述 

1.工艺过程说明 

新鲜原料乙烯和来自一次机三级出口的低压循环气经一次机后三级压缩增压后，

和高压循环气一起送到二次机压缩升压至约 240 MPa，经高压套管式换热器冷却后

送到釜式反应器。调节剂（丙烯、丙烷）、共聚单体（醋酸乙烯）和引发剂（有机



过氧化物）通过泵计量升压后，分别送至一次机四级入口、二次机入口和反应釜各

区。乙烯和共聚单体在反应釜内，在高温高压和引发剂作用下发生自由基聚合反应，

反应产生的大量热量通过低温的反应物料进料和产品冷却器移走。从反应釜出来的

聚合物和未反应单体送到高压产品分离器进行分离，从高压产品分离器顶部出来的

未反应气体经高压循环气处理系统冷却分离，脱除高分子蜡后，气体返回至二次机

入口。从高压产品分离器底部出来的聚合物和少量未反应单体送到低压产品分离器

进行分离，从低压产品分离器顶部出来的未反应气体经低压循环气处理系统冷却分

离，进一步脱除高分子蜡和废油后，气体送到一次机入口，经一次机前三级升压后

送到一次机四级入口。低压产品分离器底部出来的熔融态聚合物送到挤压机，根据

生产牌号需要加入所需要的添加剂后进行造粒，产品粒子经冷却和干燥后，通过风

送系统送到脱气料仓，在脱气料仓内通入新鲜的空气脱除产品残留的有机物。脱气

合格后的产品，通过风送系统从脱气料仓送到包装料仓，经包装机包装后，成品出

厂。 

2. 压缩单元 

①一次机 

一次机 C1201为一个 6级的卧式往复式压缩机。分为两个部分： 

增压压缩部分（压缩机的第 1，2，3 级），将系统内的低压循环气进行压缩，

以使其从约 0.03MPa的压力升压到界外新鲜乙烯的压力（约 3.0 MPa）。 

一次压缩部分（压缩机的第 4，5，6 级），新鲜乙烯从界区经压力控制阀、新

鲜乙烯加热器 E1201 后与调节剂（丙烷/丙烯）、经一次机增压压缩部分压缩后的低

压循环气一起送至一次机 C1201 第 4 级的吸入侧，经一次机后三级升压至约 28.5 

MPa。一部分低压循环气被压缩后，在一次机第 3 级排出侧被分流并送往界外，称为

净化气。 

低压循环气中的醋酸乙烯、润滑油、溶剂在一次机 1 级吸入罐 D1203 及每一级

的级间分离罐中被分出，并送往废油收集罐 D1201。当生产 LDPE 工况时，D1201 中

的液体送往回收油罐 D0401A/B；当生产 EVA 工况时，D1201 中的液体送往醋酸乙烯

精制单元。D1201的不凝气返回一次机 1级吸入罐 D1203。 

②二次机 

二次机 C1202 是一个对称双流道（A 和 B）两级往复式压缩机，气缸数量为 8 个。

通过二次机，进料气从 26 MPa 左右被压缩到接近 240 MPa 的最终压力。在二次机的

一级吸入侧设有在线气体分析仪来监测进料气中甲烷、乙烷等惰性气体及调节剂、

共聚单体的浓度。 

3. 有机过氧化物配置与注入单元 

聚合反应由有机过氧化物溶液作为引发剂来引发自由基聚合反应，过氧化物经

溶剂（异十二烷）混合和稀释后，注入反应釜。反应釜中不同的反应区域对应不同



的反应温度，反应釜上段区域温度较低，配有两个注入点，中段区域配有一个注入

点，底部区域温度最高，配有一个注入点。 

本装置使用的过氧化物溶液共有五种，通过固定卸料点，并通过气动泵打到相

应的过氧化物溶液配置罐中进行稀释。稀释过的过氧化物溶液由过氧化物注入泵

（四用一备），以一定的流量（根据牌号和产量要求）送至反应釜的不同区域。 

4. 调节剂和共聚单体计量系统 

① 调节剂注入系统 

某些产品牌号需要丙烯或丙烷作为调节剂来调节产品性能，通过丙烯/丙烷注入

系统进料。 

液态丙烯/丙烷从界区送至丙烯/丙烷罐 D1225。经丙烯/丙烷输送泵 P1225A/B

（一开一备）送至丙烯/丙烷蒸发器 E1223 进行加热汽化后，丙烯/丙烷气体直接送

至丙烯/丙烷缓冲罐 D1223，进行气液分离。 

气相丙烯/丙烷被送到 C1201 第四级吸入口，丙烯/丙烷流量由丙烯/丙烷注入罐

下游的流量控制阀来控制。 

② 共聚单体计量系统 

从界区来的新鲜醋酸乙烯（VA）管送至醋酸乙烯罐 TK0210。为防止 VA 自聚，

TK0210需添加适量的阻聚剂对苯二酚溶液。TK0210设有氮封。 

聚合过程中未反应的醋酸乙烯被送到醋酸乙烯回收进料罐 D2000，并加入阻聚

剂对苯二酚溶液。通过两台 VA 精馏塔 T2000、T2001 提纯后，送入回收醋酸乙烯罐

D2004，提纯后的 VA再通过回收醋酸乙烯输送泵 P2005A/B送至 VA干燥单元入口。 

T2001 塔顶气相冷凝液和 T2000 的塔底出料分别由泵 P2003A/B 和 P-2007A/B 送

到醋酸乙烯废液收集罐 D2003，再泵送到装卸站装车运送至界外。 

新鲜的 VA 和回收 VA 需经脱水塔 T1221A/B 干燥后通过醋酸乙烯注入泵

P1221A/B升压后送至二次机吸入侧。 

5. 聚合反应 

该装置反应釜分为三个反应区域，顶部设搅拌器，由内置电机驱动。所有进料

（乙烯、共聚单体、调节剂等）在反应上段区域被分为 6 股注入，其中一股用作冷

却搅拌电机，剩下 5 股进料根据产品配方进入 LEVEL6～LEVEL10 各进料点。在反应

釜 LEVEL4处设有第七个进料点，只在开车阶段需要时注入。 

进料气经二次机 C1202 压缩后，再经反应釜预冷器 E1301A/B 和反应釜预过冷器

E1302A/B 两级冷却，达到最合适的温度后进入反应釜，进料气在反应釜三个反应区

域中由引发剂引发聚合反应。为了避免温度过高引起热分解，反应釜设置了高温高

压联锁系统，并且在反应釜中部另外设置有两片爆破片作为设备本体的超压保护设

施。 



6.分离单元 

反应后的剩余单体和聚合物的混合物从反应釜排出经产品冷却器 E1304 冷却后

进入高压产品分离器 D1401。在 D1401 中聚合物熔融物与未反应单体分离，液位由

D1401底部的产品阀控制。 

分离的聚合物熔融物通过管线进入低压产品分离器 D1402。该熔融物中含有溶

解的乙烯单体，当生产共聚产品时还会含有醋酸乙烯。这些单体部分将进入低压循

环气系统。 

低压产品分离器 D1402 的底部出口直接与挤出机 EX1701 的入口通过闸板阀相连。 

7. 高压循环气系统 

高压循环气系统从高压产品分离器 D1401 气相部分的下游开始。循环气在低硬

度产品冷却器 E1401 中被低压热水冷却，然后进入低硬度产品分离器 D1501，大部

分气体中夹带的液相（夹带液相的 70～80%）被分离出来。接着循环气会依次通过

立式的高压循环气冷却器 E1501、E1502A/B、E1503A/B 继续脱除低分子量的产品

（如蜡等）后，被返回到二次机的吸入口。循环气中分离出来的蜡等夹带物会定期

排至蜡排放罐 D1503，然后通过蜡排放泵 P1503送到临时收集器中收集处理。 

蜡排放罐 D1503 中的气相通过一次机吸入罐 D1203 回到一次机 C1201 的吸入口。

D1503 设有一路排火炬系统的管线，当 D1503 的压力由于上游系统蜡排放阀的原因

（故障或波动）过高时，此管线的阀门会自动打开以降低罐中的压力。 

8.低压循环气系统 

从高压产品分离器来的聚合物/气体混合物中的乙烯及醋酸乙烯单体在低压产品

分离器 D1402中减压并分离，排至低压循环气系统进行循环利用。 

D1402 的液位由挤出机的螺杆转速联锁控制。D1402 的低料位会联锁挤出机停车，

并自动关闭 D1402下方的闸板阀。 

LDPE 工况时，D1402 的低压循环气经低压分离罐 D1601 中分离后，在低压循环

气第一冷却器 E1601 中冷却至 45℃左右，此时低压循环气第二冷却器 E1602 冷冻水

不投用；EVA工况时，低压循环气将进一步由 E1602冷却到 20℃。 

D1402 至 D1601 均采用高压蒸汽伴热，D1402 和 D1601 均设有安全阀，其间的连

接管线上设有爆破片。 

为了保证低压循环气的纯度，控制循环气中惰性气体和调节剂的含量，约占低

压循环气量 2.5%的排放气由 C1201 第三级排出，经 VA 回收系统后经 FQI00106 计量

送至烯烃厂。D1601中收集的蜡通过 P1601A送到临时收集器中收集处理。 

9.挤出和造粒 

从低压产品分离器出来的熔融聚合物通过蒸汽伴热的闸板阀向挤出机进料。挤

出机螺杆可无级调速，螺杆尾部配有密封装置，通有氮气。泄漏气排至蓄热式热氧

化炉（RTO），液相部分排至 D1703，D1703 分离出的气相排至火炬。在 EVA 工况下，



D1703 需冷冻水保冷，液相排至 D2003，在 LDPE 工况下，D1703 需低压蒸汽伴热，

析出的油蜡排至 D0401。 

挤出机模板采用蒸汽加热，物料通过模板被切刀切为粒料状，由颗粒输送水输

送到颗粒干燥器 R1901，输送水既是输送介质，也是冷却介质。R1901 通过重力作用

和离心力作用将粒子从输送水中分离。干燥粒子流在重力作用下进入振动筛 F1905，

之后进入颗粒输送料斗 D5103。 

干燥器 R1901 在粒料筛 F1902 的作用下，自动将块料收集到容器中。F1902 分

离的水在重力作用下通过切粒水细筛 F1901 后进入颗粒输送水罐 TK1902。颗粒输送

水通过颗粒输送水泵 P1901A/B 经颗粒水粗筛 F1903A/B 和颗粒水冷却器 E1902A/B 后，

回到切粒机。输送水的温度根据产品牌号确定。 

10. 换热系统  

乙烯和醋酸乙烯在高温下聚合，根据牌号不同，反应最低温度需超过 130～

180℃。而作为一个放热反应，过高的温度会导致乙烯或醋酸乙烯分解，因此针对不

同的反应温度通过不同温度等级的热水来冷却熔融物料及高压循环气。 

开车时需从界外引入蒸汽，并通过开车加热器 E1303 来预热反应釜使之达到聚

合温度，此外蒸汽还用于多个设备和管道的伴热。在开停车时，蒸汽还用于保持/加

热冷媒系统及蒸汽系统的温度。 

装置设有两个等级的冷冻水： 

1）-10℃：低温冷冻水，主要用户为 E1302A/B、E1231 等；2）5℃：高温冷冻

水，其他用户。其中-10℃冷冻水介质采用 40%vol 乙二醇水溶液，5℃冷冻水介质为

普通脱盐水，由制冷单元提供冷量。 

11.脱气风送系统 

①气力输送系统 

装置气力输送系统分四个输送线： 

1）颗粒输送料斗 D5103 至脱气仓 D5101A～P 的输送；2）粒料在 D5101A～P 中

的自循环；3）D5101A～P 经 F5504A/B 至包装料仓 D5502A/B 的输送；4）粒料在

D5502A/B间的循环或自循环。以上气力输送线的输送类型均为稀相输送。 

② 脱气系统 

在脱气料仓中，产品中的未反应单体（乙烯、醋酸乙烯）含量被降低到安全水

平。产品颗粒在料仓内的停留时间根据产品牌号确定。D5101A～P 可用于处理合格

料和不合格料，检测产品合格后切换至合格料仓进行脱气。 

脱气料仓顶部均设置烃类分析仪，脱气料仓排出气中乙烯和醋酸乙烯含量应低

于其爆炸下限的 30%，否则不能排入 RTO炉。 



12. 产品包装系统 

脱气料仓 D5101 A～H 和 D5101 I～P 的粒料分别通过风机 BL5105A/C 和

BL5105B/C 稀相输送至淘洗器 F5504A/B，经淘洗器除尘后的粒料通过重力流送到包

装料仓 D5502A/B。 

包装料仓设有高/低料位控制，输送管线自动切换。为了在生产某些牌号时避免

粒料粘结，设置一条自循环线路将粒料从料仓底部气送返回至料仓顶部；也可通过

自循环线上的换向阀输送至另一包装料仓。包装料仓和脱气料仓的自循环输送气均

由 BL5131A～C 和 BL5105C 组成的中央风网提供。包装料仓与脱气料仓在每个进料口

均设有静电消除仪。 

三、“三废”排放及治理情况 

本项目设计以清洁生产为原则，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成熟的环保处理技术， 

确保装置建成后所有污染物达标排放，将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减至最小。 

 1. 废水 

（1）生产污水：主要来源为切粒水槽排水，主要污染物为 COD、BOD5 和 EVA 颗

粒，经预处理回收 EVA颗粒后送扬子石化水厂净一装置。 

（2）设备冲洗水：用水对转动设备进行冲洗时产生，可能会从泄漏点或溢流点

排放的含油污水，主要污染物 COD、BOD5 和石油类，去新建的含油污水处理装置隔

油处理后送扬子石化水厂净一装置。 

（3）地面冲洗水：用水对装置区地面进行冲洗时产生的地面冲洗水，主要污染

物 COD、BOD5 和石油类，去新建的含油污水处理装置隔油处理后送扬子石化水厂净

一装置。 

（4）初期雨水：装置区初期雨水，主要污染物 COD 和 BOD5，送扬子石化水厂

净一装置。 

（5）生活污水：主要污染物 COD和 BOD5和氨氮，送扬子石化水厂净一装置。 

（6）循环水场排污水：本装置循环水依托扬子石化第三循环水场，装置循环冷

却水需求量为 6100 m3/h，主要污染物为 COD，进入厂区污水管网，送扬子石化水厂

净一装置。 

2、废气 

本装置压缩单元收集的泄漏气、挤出机排气、醋酸乙烯干燥系统再生气、醋酸

乙烯回收塔顶气、去火炬氮气等，主要成分为氮气、乙烯、醋酸乙烯、丙烯/丙烷，

送至 EVA 地面火炬燃烧处理，尾气达标后经 Φ=15 米、H=40 米的排气筒排入大气。

EVA 装置封闭式地面火炬系统用于处理在正常、开停车、事故和紧急工况下排放的

可燃性气体能够及时、安全、可靠地放空燃烧，并满足相关的环保要求，以保护设

备和人员安全。 



本装置离心干燥机风机排气、脱气料仓排放气、废油罐氮封气，主要成分为乙

烯、醋酸乙烯、氮气，被送至蓄热式氧化设备(RTO)进行处理，火焰离子化检测仪

（FID）测得总有机碳量≤20mg/Nm3，尾气达标后经 45米高的烟囱排入大气。 

本装置脱气料仓至淘洗器废气、淘洗器系统废气、包装料仓自循环系统废气，

布袋除尘后经 40 米高的排气筒排放。包装机排放废气袋除尘后经 15 米高的排气筒

排放；VA 阻聚剂卸料站废气袋除尘后经 15 米高的排气筒排放；固体添加剂卸料站

废气袋除尘后经 31 米高的排气筒排放；液体添加剂卸料站废气袋除尘后经 18 米高

的排气筒排放，以上废气除尘后粉尘浓度＜20mg/m3。 

本装置装卸站装卸有机溶剂，产生的排放气经油气回收设备处理后，经 15m 高

的排气筒排放。 

EVA 装置内设备、管道、阀门等的跑、冒、滴、漏及氮封气的排放造成无组织

废气排放，主要污染物为非甲烷总烃、醋酸乙烯，排放能够满足环保要求。 

3、固废 

本装置固废产生及排放情况如下： 

（1）废蜡：来自高压循环气系统蜡排放罐、低压循环气系统低压分离罐，由泵

送至废蜡桶，约 146t/a。，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2）废油：来自压缩机机组，约 80t/a。低压循环气中的醋酸乙烯润滑油、溶

剂在增压机一级吸入罐及每一级的级间吸入罐中被分出，压缩机机组废油一起并送

往废油收集罐；当共聚物工况时，废油收集罐中的液体送往废油储罐，作为废油委

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3）废溶剂油：来自废过氧化物罐，约 20m3/a。过氧化物溶液配置系统设一

个废液罐（低压罐），罐中保证足够的溶剂量来瞬间稀释任何过氧化物溶剂；其他

罐的废液流入此罐后，过氧化物溶剂活化氧含量被降低到安全范围，不能再利用，

再由泵送到废过氧化物罐。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4）废干燥剂：来自醋酸乙烯干燥塔，主要成分为铝硅酸盐沸石分子筛及

Al2O3。新鲜的 VA 和循环 VA 需经脱水干燥，干燥系统由两个分子筛塔以及再生气加

热器组成，两塔切换操作，当一个干燥塔工作时，另一个塔可再生其分子筛床层。

干燥塔需定期更换吸附剂，废吸附剂产生量约 33.89t/5a。送扬子固废填埋场填埋。 

（5）VA废液：主要由 4部分组成。 

①醋酸乙烯回收系统废液 

未反应的醋酸乙烯被送到醋酸乙烯回收单元，提纯后的 VA 再通过泵返回 VA 干

燥单元入口；第二精馏塔塔顶气相冷凝后和第一精馏塔塔釜出料一起被送到醋酸乙

烯废液收集罐，产量约 2000t/a,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②装卸站废液 



装卸站废气采用吸附冷凝催化氧化处理，会产生 VOCs 冷凝液，主要为废油、醋

酸乙烯和溶剂等，产量约 0.01t/a,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③火炬分液罐凝液 

装置长时间运行，火炬分液罐 D-0610 和 D-0611 底部产生的凝液需定期装桶，

产量约 20t/a,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④事故排放罐废液 

事故排放罐 D-1301 下部充满水，如装置发生事故，高压系统泄压气体将排入

D-1301，气体中夹带的 VA 将在 D-1301 中冷凝，此时 D-1301 的水中会含有 VA，这

部分水将作为废液处理,产量约 15t/次，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6）EVA 废树脂：造粒开停车时，会造成部分 EVA 颗粒散落地面，同时拦截池

以及生产时筛落部分物料， 约 46 t/a，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作废料处理。 

（7）废活性碳：装卸站废气采用吸附冷凝催化氧化处理，采用活性炭吸附，会

产生废活性炭，约 500kg/5a，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8）废催化剂：装卸站废气采用吸附冷凝催化氧化处理，催化氧化过程中会产

生废催化剂，铂钯总量≥0.5g/L，约 0.06kg/3a，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4、噪声 

本装置区产生的连续噪声主要来自压缩机、挤出机、冷冻机组、风机、泵等；

配套设施的罐区、过氧化物仓库、汽车装卸站、地面火炬的噪声主要来自各类泵、

制冷机组及火炬。本装置的压缩机、挤出机等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风机采取安装

隔声罩及消音器等措施，地面火炬设置防风墙及密闭燃烧室；对噪声较高的设备，

通过提高设备的自动化水平，减少操作工的接触时间，必要时可采用个人防护。 

5、放射源 

本装置区共有放射源 13 个，其中铯-137 有 7 个，钴-60 有 6 个，分别用于 D-

1301 排放罐、D-1401 高压产品罐、D-1402 低压产品罐、D-1503 蜡排放罐及 D-1601

低压分离罐。装置正常生产过程中，巡检操作人员应与放射源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装置检修作业前，必须确认上述设备料位计已停用，放射源已抽出锁入铅盒，确保

安全后方可作业。 

四、对周围环境影响 

本项目采用成熟可靠的工艺技术，严格按照设计和操作规范进行设计和施工。

运行工艺成熟，三废排放规范。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得力，同时本项目产生的“三废”

均能得到有效治理，对周围环境无不良影响 

五、开车前环保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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