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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1.1企业简介

丰城矿务局联合新钢股份公司等几家公司投资成立丰城新高焦化有限公司，

建设 62万吨/年和扩建 62万吨/年焦化工程及其配套干熄焦工程，项目一方面为

陶瓷产业基地企业集中供气，提供焦炉煤气 69万 m3/日，热值在 4000大卡以上，

实现煤气综合利用，促进陶瓷企业环保、节能生产，带动产业基地的兴起，振兴

地方经济；另一方面生产优质冶金焦炭配套新钢公司 300万吨/年薄板工程。

丰城新高焦化有限公司 62万吨/年及扩建 62万吨/年节能焦炉及配套干熄焦

工程属新建项目，项目选址位于丰城精品陶瓷产业基地东侧，丰城矿务局铁路专

用线北侧，上塘镇金坊、江家处（两处居民点实施搬迁），规划占地面积 34万

m2，总投资 12.66亿元。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 2×55孔 JN60型节能焦炉，炭化

室高度 6.0m，年产冶金干全焦 110万吨，年产焦炉煤气 48271万 Nm3，其中外

供煤气 69万 Nm3/日，配套建设 1×140t/h干熄焦工程，以及备煤、筛贮焦系统、

煤气净化系统、酚氰废水处理站等设施。

2008年 10月，丰城新高焦化有限公司委托江西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完成

62 万吨/年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工作，江西省环境保护厅以赣环督字

[2008]450号文对 62万吨/年项目进行了批复；2009 年 4 月完成扩建 62万吨/年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工作，2009年 4月 23日，江西省环境保护厅以赣

环督字[2009]228号文对扩建 62万吨/年项目进行了批复。62万吨/年项目于 2010

年 7 月 15日开工建设，2013 年 4 月建成；扩建 62 万吨/年项目于 2010 年 7 月

15日开工建设，2013年 11月 16日建成。由于项目干熄焦工段未配套建设，项

目一直未进行验收。2015年，项目建成 1×140t/h干熄焦工程，并于 2015年 12

月 7日向江西省环境保护厅申请验收， 2016年 12月 12日取得江西省环保厅验

收批复文件（赣环评函字[2016]105号）。

1.2生产工艺

1.2.1 工艺技术方案与技术路线

本工程为炼焦制气项目，是陶瓷产业基地发展的配套公用工程，工艺技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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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选择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当地煤炭资源，技术水平力求适度

先进、稳妥可靠，降低劳动强度、节约投资、尽量压缩占地，在“达标排放、总

量控制”的要求下，尽可能遵循清洁生产原则，选择污染物产生少的生产工艺，

以降低环境污染。

按照上述原则，本项目在工艺流程选择上采用了技术成熟、可靠、先进合理

的工艺流程。备煤工段采用先配煤后粉碎的工艺，具有流程短、投资省等优点；

炼焦工段采用 JN60型焦炉，技术成熟可靠，工艺装备水平先进，而且增设了装

煤出焦除尘等环境治理的措施；熄焦系统采用了先进的干熄焦装置，备用低水份

熄焦系统，既可回收能量又保护了环境和提高焦炭质量；煤气净化车间采用以氨

为碱源，H.P.F为催化剂的焦炉煤气脱硫脱氰新工艺，此法不但具有较高的脱硫

脱氰效率，而且还具有流程短、催化剂耗量少、一次性投资省等特点。全部煤气

经冷凝鼓风、脱硫及硫回收、硫铵及洗脱苯处理后，净化煤气除焦炉自用、管式

炉用、备用锅炉用外，其余煤气全部送陶瓷产业基地内陶瓷企业做清洁燃料使用。

本项目外供煤气由陶瓷产业基地负责统一贮存和调度，产业基地设立专门的

机构和设施负责园区内用气的贮存以及供气的平衡。厂区内设一个 50000m3的缓

冲气柜。

本工程的生产工艺技术路线如图 1-1。

图 1-1 本工程的生产工艺技术路线

1.2.2 炼焦工艺流程

1.2.2.1 备煤车间

根据煤源煤质情况，备煤车间采用工艺过程简单、设备较少、布置紧凑、

操作方便的先配煤后粉碎工艺流程。

备煤车间主要由堆取料机贮煤场、配煤室、粉碎机室、煤塔顶层以及相应的

带式输送机和转运站组成，并设有推土机库等辅助设施。

1、受煤坑

本车间采用受煤坑接受来煤，设置火车受煤坑和汽车受煤坑。

备煤 炼焦 熄焦、筛焦 焦炭

煤气净化

精煤

园区企业使用 焦油、硫铵、粗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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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铁路来煤时，运煤的列车送入本车间后分批停放在一次能接受 10节车皮

的受煤坑上，采用 2台螺旋卸车机分别把煤卸入受煤坑中。当公路来煤时，通过

汽车受煤坑将煤料直接送入配煤槽。

卸入受煤坑中的煤料卸到带式输送机上再经堆取料机分别把各种煤堆入贮

煤场。

2、贮煤场

各种炼焦用煤经过贮煤场贮存后，达到煤质混匀、脱水的目的，同时还能保

证焦炉连续、均衡生产，稳定焦炭质量。

贮煤场采用素混凝土地坪，其操作贮量约为 8万 t，相当于焦炉约 30昼夜的

用煤量。在贮煤场上采用 2 台堆煤能力为 450t/h.台，取煤能力为 200t/h.堆取料

机，把送入本车间的不同牌号的炼焦煤分别按照一定的规则堆存到贮煤场上。

贮煤场附近还设有推土机库，由推土机和轮式装载机进行堆取煤等的辅助作

业与贮煤场的清底工作。在煤场两端还设置了煤泥沉淀池，以利于煤场排水和防

止煤泥外排污染环境。

3、配煤室

配煤室是把各种牌号的炼焦用煤，根据配煤试验确定的配煤比进行配合，使

配合后的煤料能够炼制出符合质量要求的焦炭，同时达到合理利用煤炭资源，降

低生产成本的目的。

各单种煤，经配煤槽顶部的可逆配仓带式输送机分别布入 7个7m的双曲

线斗嘴配煤槽中，其总贮量为 2450t。配煤槽口设置自动配煤装置，分别由1.8m

配煤盘，称量胶带机及核子秤计量系统等组成。生产时由自动配煤装置按照给定

值自动控制各单种煤的配量，确保配煤比连续稳定。配合后的煤经带式输送机送

往粉碎机室。

4、粉碎机室

粉碎机室是将配合煤进行粉碎处理，使其粉碎细度<3mm达到 80%左右，从

而保证装炉煤的粒度均匀，达到提高焦炭质量的目的。

由配煤室运来的配合煤，先经除铁装置将煤料中的铁件吸净后，进入可逆锤

式粉碎机进行粉碎。粉碎机共设 2台，其中 1台生产，1台备用，生产能力为 200t/h

台。粉碎后的煤经带式输送机送往煤塔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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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煤塔顶层

由粉碎机室来的装炉煤送至煤塔顶层后，经回转带式输送机布入煤塔中。采

用回转带式输送机布料，能够降低楼层高度，提高煤塔的装满系数、布料均匀、

减轻装炉煤在煤塔内的偏析、生产可靠、便于实现自动化操作。

6、运煤廊道

带式输送机的规格为：煤场至配煤室带宽为 1000mm，输送能力为 300t/h；

配煤室至煤塔顶带宽为 1000mm，输送能力为 300t/h。

7、煤焦制样室

将煤制样室和焦制样室合建在一个建筑物内。

煤制样室的任务是负责煤试样的采集和调制工作，在生产过程中测定煤的水

份、煤的筛分组成和配合煤的粉碎细度，及时指导备煤车间的生产操作，以制备

合格的装炉煤料，稳定和控制焦炭质量。

焦制样室的任务是负责焦炭试样的采集和调制，测定焦炭的冷态强度和筛分

组成，并在此将焦 炭试样缩分、破碎、研磨到80网目以下，送中心化验室做工

业分析。

8、污泥添加装置

为减轻固体废弃物排放对周围环境的污染，本工程考虑在备煤车间设污泥添

加装置一套。

9、其 他

整个车间四班制操作，工艺生产过程采用 PLC集中控制。

1.2.2.2 炼焦车间

本项目拟扩建 1座 65孔 JN60型 6m焦炉，年产焦炭 62万 t，包括一套干熄

焦装置、低水份湿法熄焦系统备用，焦炉的装煤及出焦除尘均采用除尘地面站方

式。

炼焦工艺流程

备煤车间将满足炼焦要求的煤料送至煤塔。由装煤车在煤塔下取煤，按作业

计划将煤装入炭化室内，然后盖好装煤孔盖。煤在炭化室内经过一个结焦周期的

高温干馏炼制成焦炭并产生荒煤气。

炭化室内的焦炭成熟后，用推焦机推出，经拦焦机导入熄焦车内，在干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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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装置建成前和年修时由电机车牵引熄焦车至熄焦塔内进行喷水熄焦。熄焦后的

焦炭卸至晾焦台上，冷却一定时间后送往筛贮焦工段，经筛分按级别贮存待运。

在干熄焦装置投产后湿熄焦备用。

煤在炭化室干馏过程中产生的荒煤气汇集到炭化室顶部空间，经过上升管,

桥管进入集气管。约 700℃左右的荒煤气在桥管内被氨水喷洒冷却至82C左右。

荒煤气中的焦油等同时被冷凝下来。煤气和冷凝下来的焦油等同氨水一起经吸煤

气管道送入煤气净化车间。集气系统包括上升管、桥管、阀体、水封盖、集气管、

集气管自动放散点火装置、高低压氨水喷洒以及相应的操作台等。

焦炉加热用的焦炉煤气，由外部管道架空引入。焦炉煤气经预热后送到焦

炉地下室。通过下喷管把煤气送入燃烧室立火道底部与由废气交换开闭器进入的

空气汇合燃烧。燃烧后的废气通过立火道顶部跨越孔进入下降气流的立火道，再

经过蓄热室，由格子砖把废气的部分显热回收后，经过小烟道、废气交换开闭器、

分烟道、总烟道、烟囱,排入大气。上升气流的煤气和空气与下降气流的废气由

交换传动装置定时进行换向。

装煤与出焦除尘均采用除尘地面站工艺。

1.2.2.3 筛焦车间

筛焦的任务是将熄焦后的焦炭进行充分冷却脱水，并按要求筛分成不同粒

级。

本系统是按筛分处理 1×65孔 JN60 型生产能力设计的，焦炭分为<10mm、

10～25mm和>25mm三级，系统由焦台、筛贮焦楼、炉前焦库、贮焦槽以及相

应的带式输送机和各转运站等设施组成。

（1）焦 台

焦台的作用是将熄焦后的混合焦冷却、沥水、蒸发水分，并对剩余红焦补充

熄焦。焦台长 72m,倾角 28°，晾焦时间 0.5h。采用刮板放焦机把从焦台上滑下来

的混合焦均匀地刮到焦台地沟内的运焦带式输送机上。

（2）炉前焦库

从干熄槽排出的已消完火的混合焦经带式输送机送入炉前焦库。炉前焦库长

12m，宽 6m，其贮量为 650t。焦库中的焦炭经带式输送机进入筛贮焦槽。焦库

另设有汽车装焦闸门，当炉前焦库后面的系统无法正常运转时，可用汽车把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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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焦炭运走，保证干熄焦系统顺利运行。

（3）筛贮焦楼

筛贮焦楼的作用主要是对混合焦进行筛分处理，将不同粒级的焦炭分开并

贮存。

筛贮焦楼上设置两台 2160振动筛（其中 1台生产，1台备用），和两台 1224

振动筛（其中 1台生产，1台备用）。

由带式输送机运来的焦炭经 2160振动筛筛分后，25mm焦炭直接进入其下

部的贮槽内，<25mm 的混和焦再经 1224 振动筛筛分成 15～25mm 的碎焦和

<15mm的粉焦分别进入各自的贮槽内。25mm的块焦贮槽的贮量为 800t，碎焦

及粉焦贮槽的贮量各为 125t。

筛贮焦楼各焦仓下设电液动闸门，用于排出槽中的各级焦炭。既可通过带式

输送机送往贮焦槽也可直接装汽车外运。

（4）贮焦槽

贮焦槽主要是在焦炉生产和用户之间起缓冲调节作用，以确保焦炉连续生

产。贮焦量约为焦炉两昼夜的产焦量。

焦炭按不同的粒级存放在各自的贮槽中，经槽口闸门装火车外运。

（5）其它

筛焦工段的带式输送机宽度为 1000mm，能力为 180t/h。整个系统四班制操

作，工艺生产过程采用 PLC联锁控制。

1.2.2.4 干熄焦系统装置

为了回收红焦炭的显热，降低能耗，改善炼焦生产的环境状况，减少污染，

提高焦炭质量，本项目配套新建干熄焦系统。当干熄焦系统年修或出现故障时，

使用湿熄焦系统熄焦。

本项目干熄焦系统由干熄焦工艺装置、干熄焦锅炉、汽轮发电站及化学除盐

水站等组成。

干熄焦工艺流程简述

装满红焦的焦罐车由电机车牵引至提升井架底部。提升机将焦罐提升并送至

干熄炉炉顶，通过带布料器的装入装置将焦炭装入干熄炉内。在干熄炉中焦炭与

惰性气体直接进行热交换，焦炭被冷却至 200℃以下，经排焦装置卸到带式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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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上，然后送往焦处理系统。

循环风机将冷却焦炭的惰性气体从干熄炉底部的供气装置鼓入干熄炉内，与

红热焦炭逆流换热。自干熄炉排出的热循环气体的温度约为 900～980℃，经一

次除尘器除尘后进入干熄焦余热锅炉换热，温度降至 160～180℃。由锅炉出来

的冷循环气体经干熄焦专用除尘器除尘后，由循环风机加压，再经热管换热器冷

却至约 130℃后进入干熄炉循环使用。

干熄焦专用除尘器分离出的焦粉，由专门的输送设备将其收集在贮槽内，以

备外运。

干熄焦装置的装料、排料、预存室放散及风机后放散等处的烟尘均进入干熄

焦地面站除尘系统，进行除尘后放散。

干熄焦锅炉

干熄焦锅炉是整个干熄焦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是降低干熄焦

系统惰性循环气体的温度并吸收其热量，产生过热蒸汽用以发电、供热，以达到

有效回收利用惰性循环气体的热量，节省能源的目的。干熄焦锅炉运行是否良好

将直接影响干熄焦装置的运行。

干熄焦锅炉系统组成有干熄焦锅炉本体、除氧给水泵站及连接各热力设施

间管道的区域热力管廊。

（1）干熄焦锅炉本体

75t/h 熄焦槽配置的干熄焦锅炉产汽量 Q=42t/h，锅炉出口蒸汽参数是：P=

4.14MPa、t=455℃；锅炉调节阀出口蒸汽参数是：P=3.82 MPa、 t=450℃。锅炉

给水温度是 104℃。为中温中压露天布置的强制循环干熄焦锅炉。

干熄焦锅炉采用膜式水冷壁及整体悬吊式结构，此外还采用了二次过热器上

部喷涂镍合金，省煤器外表面镀镍—磷，吊挂杆设保护管，膜式水冷壁加防磨板

等防腐耐磨措施，有效地解决了干熄焦锅炉防腐、磨损、膨胀、密封等问题，提

高了干熄焦锅炉的热效率，延长了干熄焦锅炉的寿命。

（2）除氧给水泵站

为保证干熄焦锅炉安全可靠运行，设除氧给水泵站一座，站内设除盐水箱

V=200 m32个，除氧给水泵 2台，锅炉给水泵 2台，全自动集中取样装置、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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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自动加药装置和二甲基酮肟自动加药装置各一套。

本站是将除盐水站供应的除盐水由除氧给水泵加压送至干熄焦锅炉的热管

换热器加热至 60℃左右后进入除氧器，由焦化厂送来的低压蒸汽加热到 104℃后

（水中氧含量≤15mg/L），由锅炉给水泵加压送至干熄焦锅炉。锅炉给水流量根

据汽包液位、主给水流量、蒸汽量采用三冲量自动调节。

（3）区域热力管廊

区域热力管廊是连接化学除盐水站、汽轮发电站、除氧给水泵站、干熄焦锅

炉之间及外部管线至（自）干熄焦锅炉、干熄槽、除氧给水泵站、除尘地面站等

的区域热力管道。所有管道均采用分层架空敷设方式，各站房之间的电力、仪表

电缆桥架与区域热力管廊共架。

汽轮发电站

62万吨/年焦化生产厂用 0.4～0.6 MPa 蒸汽，一般为 20t/h左右。根据焦化

厂用汽情况和干熄焦锅炉产汽量，考虑到运行稳定、管理方便和干熄焦锅炉产汽

有波动的具体情况，拟设 1台 C6—3.82/0.6型抽汽式汽轮发电机组，额定发电量

6000kW；配 1台 QF—6—2型发电机，其额定功率 N=6000kW、额定电压为 10

千伏。汽轮机抽 P=0.6 MPa 蒸汽约 20t/h供焦化厂生产用。

为保证汽轮发电站发电供热运行安全，站内另设 1 套 Q=40t/h、P1

/P2=3.82/0.6 MPa、 t1 /t2=450/200℃减温减压装置备用，当汽轮发电机组事故停

运时，减温加压装置自动投入运行。

汽轮发电机组计算发电量 N=5950kW。干熄焦系统检修时，锅炉和汽轮发

电机同时检修，年运行 8160小时，年发电量为 4855.2X104kWh。

为满足汽轮发电机组凝汽器和油冷却、空气冷却用循环水的要求，建 2000

m3/h循环水系统。该系统设 2个 1000 m3/h冷却水塔及相应的水泵系统。

化学除盐水站

为满足干熄焦锅炉给水的需要，设 40t/h除盐水站一座，除盐水系统采用除

铁—过滤—超滤—反渗透—自动阴、阳床水处理流程。阴、阳离子交换再生用

42%NaOH 和 30% HCl。由于采用了反渗透水处理工艺，NaOH 和 HCl的消耗

量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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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例： 煤及焦炭流； 气流； 水流；

废气有组织排放源 废气无组织排放源

废水排放源 废渣排放源

图 1-2 炼焦生产工艺流程及其产污环节分布图

1.2.3 煤气净化工艺

煤气净化工艺由冷凝鼓风工段、脱硫工段、硫铵工段（含蒸氨）、终冷洗苯

工段、粗苯蒸馏工段及油库工段等组成。处理煤气量约 31000m3/h（配合 62万

t/a炼焦能力）。

1.2.3.1 冷凝鼓风工段

1、具体工艺流程是：来自焦炉82C的荒煤气，与焦油和氨水沿吸煤气管

道至气液分离器，气液分离后荒煤气由上部出来，进入 2台并联操作的横管初冷

器（其中一台备用）分两段冷却。上段用 32C循环水，下段用 16C制冷水将

备煤系统 煤 塔

（炭 化 室）

炼 焦 炉

（燃 烧 室）

推焦机熄焦车

集气管

熄
焦
水
池

焦台

吸气管

烟囱高空排放

煤气净化车间

上升管装煤机

产品焦炭

氨水(冷却荒煤气)

桥 管

拦焦车

熄焦塔

熄焦水汽
喷水

筛焦系统

熄焦水沉淀池

粉焦沉渣

焦炉煤气

燃烧废气
各分烟道 总烟道

煤

装煤出焦除尘

（备用）

干熄焦

干熄焦锅炉

汽轮发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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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冷却至 2122C。由横管初冷器下部排出的煤气，进入 2台并联操作的电捕

焦油器，除掉煤气中夹带的焦油，再由煤气鼓风机（共 2台，其中一台备用）压

送至脱硫工段。

为了保证初冷器冷却效果，在上、下段连续喷洒焦油、氨水混合液，在其顶

部用热氨水定期冲洗，以清除管壁上的焦油、萘等杂质。

初冷器上段排出的冷凝液经水封槽流入上段冷凝液槽，用泵将其送入初冷器

上段中部循环喷洒，多余部分送到吸煤气管道。

初冷器下段排出的冷凝液经水封槽流入下段冷凝液槽，加兑一定量焦油和氨

水后,用泵将其送入初冷器下段顶部循环喷洒，多余部分流入上段冷凝液槽。

由气液分离器分离下来的焦油和氨水首先进入机械化氨水澄清槽，在此进行

氨水、焦油和焦油渣的分离。上部的氨水流入循环氨水中间槽，再由循环氨水泵

送至焦炉集气管循环喷洒冷却煤气，剩余氨水送入剩余氨水槽，再用剩余氨水泵

送至硫铵工段剩余氨水蒸氨装置。澄清槽下部的焦油靠静压流入焦油中间槽，用

焦油中间泵送入焦油槽，再用焦油泵送往油库工段焦油贮槽。机械化氨水澄清槽

和机械化焦油澄清槽底部沉降的焦油渣排至焦油渣车，定期送往备煤。

2、工艺特点

a)初冷器采用高效横管冷却器，将煤气冷却到 22℃，使煤气中的焦油和萘通

过冷却脱除，确保后序设备无堵塞之患。

b)初冷器采用两段结构，中间带断塔盘，节省了制冷水，降低了操作费用。

c)选用高效的电捕焦油器，效率大于 99%。

1.2.3.2 脱硫工段

1、工艺流程：采用以氨为碱源、H.P.F为催化剂的焦炉煤气脱硫工艺。

鼓风机后的煤气进入预冷塔与塔顶喷洒的循环冷却水逆向接触，被冷至

30℃；循环冷却水从塔下部用泵抽出送至循环水冷却器，用制冷水冷却至 28℃

后进入塔顶循环喷洒。采取部分剩余氨水更新循环冷却水，多余的循环水返回冷

凝鼓风工段。

预冷后的煤气进入脱硫塔，与塔顶喷淋下来的脱硫液逆流接触以吸收煤气中

的硫化氢（同时吸收煤气中的氨，以补充脱硫液中的碱源）。脱硫后煤气含硫化

氢约 500mg/m3,送入硫铵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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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了 H2S、HCN 的脱硫液自流至反应槽，然后用脱硫液泵送入再生塔，

同时自再生塔底部通入压缩空气，使溶液在塔内得以氧化再生。再生后的溶液从

塔顶经液位调节器自流回脱硫塔循环使用。

浮于再生塔顶部的硫磺泡沫，利用位差自流入泡沫槽，硫泡沫经泡沫泵送入

熔硫釜，用蒸汽加热后，硫泡沫在熔硫釜内澄清分离，熔硫釜上部排出的清液流

入反应槽，熔硫釜下部排出的硫磺冷却后，装袋外销。

为避免脱硫液盐类积累影响脱硫效果，排出少量脱硫废液送往备煤车间。

2、工艺特点

a)采用以氨为碱源、H.P.F为催化剂的焦炉煤气脱硫工艺，具有流程短、脱硫

效率高、基建投资省和运行费用低的特点。

b)脱硫塔采用高效且比表面积大的新型填料。

c)H.P.F脱硫位于洗苯前（即称为前脱硫），减轻了粗苯设备的腐蚀。

1.2.3.3 硫铵工段

1、工艺流程：采用喷淋式饱和器，集酸洗与结晶为一体工艺。

由脱硫工段来的煤气经煤气预热器进入饱和器。煤气在饱和器的上段分两股

入环形室经循环母液喷洒，其中的氨被母液中的硫酸吸收，然后煤气合并成一股

进入后室经母液最后一次喷淋进饱和器内旋风式除酸器，以便分离煤气所夹带的

酸雾，最后送至终冷洗苯工段。

饱和器下段上部的母液经母液循环泵连续抽出送至环形室喷洒，吸收了氨的

循环母液由中心下降管流至饱和器下段的底部，在此晶核通过饱和介质向上运

动，使晶体长大，并引起颗粒分级。用结晶泵将其底部的浆液送至结晶槽。饱和

器满流口溢出的母液流入满流槽内液封槽,再溢流到满流槽，然后用小母液泵送

入饱和器的后室喷淋。补水和加酸时，母液经满流槽至母液贮槽，再用小母液泵

送至满流槽。此外，母液贮槽还可供饱和器检修时贮存母液之用。

结晶槽的浆液排放到离心机，经分离的硫铵晶体由皮带输送机送至振动流化

床干燥机，并用被热风器加热的空气干燥，再经冷风冷却后进入硫铵贮斗。然后

称量、包装送入成品库。离心机滤出的母液与结晶槽满流出来的母液一同自流回

饱和器的下段。干燥硫铵后的尾气经旋风分离器后由排风机排放至大气。

由油库送来的硫酸送至硫酸高置槽，然后自流到满流槽。



12

由冷凝鼓风工段送来的剩余氨水与蒸氨塔底排出的蒸氨废水换热后进入蒸

氨塔，用直接蒸汽将氨蒸出，同时从终冷塔上段排出的含碱冷凝液进入蒸氨塔上

部分解剩余氨水中固定铵，蒸氨塔顶部的氨汽经分缩器后送入脱硫工段预冷塔，

以增加脱硫液中的碱源。换热后的蒸氨废水进入废水冷却器冷却后送至生化。

1.2.3.4 终冷洗苯工段

1、工艺流程：

从硫铵工段来的55℃的煤气，首先进入终冷塔分二段冷却。37℃的循环冷

却水从塔中部进入终冷塔下段，与煤气逆向接触，将煤气冷到 39℃后进入终冷

塔上段。而冷却水温度升至44℃，经下段循环喷洒液冷却器，用循环水冷却到

37℃进入终冷塔循环使用。24℃的循环冷却水从塔顶部进入终冷塔上段，将煤

气冷到 25℃后送至洗苯塔。冷却水温度升至32℃后，经上段循环喷洒液冷却器，

用低温水冷却到 24℃进入终冷塔循环使用。同时，在终冷塔上段加入一定碱液，

可进一步脱除煤气中的 H2S，保证煤气中的 H2S含量≤300mg/m3。下段排出的冷

凝液送至生化，上段排出的含碱冷凝液送至硫铵工段蒸氨塔顶。

从终冷塔出来的煤气进入洗苯塔，经贫油洗涤脱除粗苯后送往用户。由粗

苯蒸馏工段送来的贫油从洗苯塔的顶部喷洒，与煤气逆向接触吸收煤气中的苯，

塔底富油经富油泵送至粗苯蒸馏工段脱苯后循环使用。

2、工艺特点

a)终冷采用直冷形式，一次性投资低。

b)终冷上段加碱，可以保证煤气中的 H2S含量≤300mg/m3。

b)洗苯采用新型填料，比表面积大、效率高、重量轻、投资省。

1.2.3.5 粗苯蒸馏工段

1、工艺流程

从终冷洗苯装置送来的富油依次送经油汽换热器、贫富油换热器，再经管

式炉加热至 185℃后进入脱苯塔，在此用再生器来的直接蒸汽进行汽提和蒸馏。

塔顶逸出的粗苯蒸汽经油汽换热器、粗苯冷凝冷却器冷却后，进入油水分离器。

分出的粗苯送入粗苯回流槽，部分用粗苯回流泵送至塔顶作为回流，其余进入

粗苯贮槽，再用粗苯产品泵送至油库。

脱苯塔底排出的热贫油,经贫富油换热器后送至热贫油槽,然后用热贫油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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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出经一段贫油冷却器、二段贫油冷却器冷却至27℃后去终冷洗苯工段。

从管式炉后引出 11.5%的热富油，送入再生器内，用经管式炉过热的过热

蒸汽蒸吹再生。再生残渣排入残渣槽用泵送油库车间。

2、工艺特点

a)脱苯塔上段设有断塔板，防止塔板积水，利于脱苯塔的操作。

b)脱苯塔为碳钢材质，30层塔板，塔顶打回流，带萘侧线，流程短，投资省。

c)贫油一段、贫油二段冷却器采用了冷却效率高，占地少的螺旋板换热器。

1.2.3.6 油库工段

油库的任务是接收和贮存焦油、粗苯和洗油。洗油由汽车槽车运来，卸入洗

油贮槽，用泵送入粗苯蒸馏工段。冷凝鼓风工段送来的焦油和粗苯蒸馏工段送来

的粗苯分别贮存于焦油贮槽、粗苯贮槽，定期装槽车外销。

1.3污染源及其防治措施

1.3.1 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1.3.1.1 备煤、筛焦工序的扬尘治理措施

1、针对备煤、筛焦车间的生产性粉尘的不同特点，对备煤各转运点及配煤

产生的粉尘，采用单元袋式除尘器除尘，除尘效率 99％以上；考虑到焦炭含有

一定水份，筛焦楼选择冲击式水浴除尘方式，粉焦去除率约 70％左右。湿式除

尘器的含尘污水数量较少，可直接排入熄焦粉焦沉淀池中，不会对熄焦操作造成

不利影响。除尘后废气排放高度均大于 25m；

2、煤场采用半封闭式贮煤场，设置洒水装置措施，减少煤粉飞扬；

3、备煤粉碎机室除尘

为消除煤在粉碎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煤粉尘， 设置一个机械除尘系统，对煤

粉碎机室各扬尘点设置吸气罩控制粉尘外逸。净化设备选用高效脉冲袋式除尘

器，除尘器滤料采用防静电材质，除尘系统设防静电接地，风机采用防爆型。除

尘器收集的煤尘返回煤工艺系统中。净化后的气体经风机及消声器排至室外。

4、为减少煤、焦碰撞，皮带机机头、机尾、转运站均为封闭式，避免煤尘、

焦尘逸散造成污染，减少扬尘 90％。

1.3.1.2 炼焦工艺废气治理措施

1) 装煤除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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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炉装煤时因煤与炭化室赤热炉壁接触，产生大量烟尘。装煤烟尘中主要有

害物是煤尘、荒煤气、焦油烟，同时还含有BSO及BaP，污染环境，危害人体健

康。

装煤除尘采用干式除尘地面站工艺。除尘系统工艺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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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1 装煤除尘系统工艺流程图

采用的装煤干式除尘地面站工艺除尘效率高，烟尘经地面除尘设备净化后，

外排烟尘浓度低于100mg/m3，通风机液力偶合器调速可节省能源，降低运行费

用。

2) 出焦除尘

装入焦炉炭化室的煤经高温干馏炼成焦炭后，赤热的红焦被推焦机按顺序从

炭化室推出，焦炭通过导焦栅落入熄焦车车箱内。赤热的焦炭被从炭化室推出后，

发生破裂，并在空气中燃烧，使产生的烟气及焦尘散发到大气中。这部分烟气中

含焦尘量大，严重污染环境。出焦除尘采用干式除尘地面站工艺。：

出焦干式除尘地面站工艺除尘效率高，烟尘经地面除尘设备净化后，外排烟

尘浓度低于100mg/m3，通风机采用液力偶合器调速可节省能源，降低运行费用。

另外本工程选用先进的炉型也大大减少了焦炉生产中的烟尘污染排放，在同

样的生产能力下，炭化室 6m焦炉的出炉次数比 4m焦炉减少 36％，因而大大减

少装煤、推焦时散发的烟尘污染物。

焦炉装煤车吸气罩气罩 炉前固定接口阀

脉冲袋式除尘器

烟囱

主排风机

汽车外运

输灰系统 预喷涂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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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2 出焦除尘系统工艺流程图

3) 干熄焦除尘

在向熄焦槽送入红焦之前，需先开启熄焦槽顶盖。由于熄焦槽内处于正压状

态，启盖时会向外逸出大量烟尘；熄焦塔的放散管、排焦口都是焦尘、烟气的排

放源；熄焦槽放焦以及焦炭在转运过程中，将产生大量粉尘，若不加以控制就会

严重污染环境。

工程配套建设了干熄焦﹑筛焦楼及转运站的综合除尘系统，由于部分生产设

备不同时生产，对相应吸气罩的风管道上设置了电动阀门并与相应工艺设备联锁

以降低风量节约能源消耗。

出焦吸气罩

连接管

蓄热式冷却器

脉冲袋式除尘器

主排风机 输灰系统

消声器

汽车外运烟囱

大气

贮灰仓

焦侧固定接口阀

预喷涂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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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4 干熄焦、筛焦楼及转运站的综合除尘流程图

4) 焦处理工段除尘

为防止熄焦后的焦炭在转运过程中产生的焦尘外逸，在各焦转运站设计了除

尘系统，净化设备选用 DZW93型低阻文氏管脉冲袋式除尘器。经除尘器净化后

的气体由风机及消声器排至室外。

5）备用湿法熄焦工艺

在湿法熄焦塔顶设置木质折流板除尘，可去除 60～80％左右的焦尘，除尘

后水汽经 40m熄焦塔高空排放。

熄焦槽顶部预存放散口、

惰性气体循环风机放散口

产生的烟气

脉冲袋式除尘器

大气 烟囱 消声器 主排风机

汽车外运

刮板输送机

熄焦槽底部排焦两岔溜槽、振动给料器、

回转密封阀入口及排焦胶带机落料点处

的烟气

筛焦楼、C403 转运站、C404 转运

站等处的烟气

烟气预处理装置

管道对接装置熄焦槽顶盖装焦处烟气 电动阀门

斗式提升机贮灰仓

加湿搅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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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焦炉烟囱

回炉煤气燃用经脱硫后的焦炉煤气，烟气经 125m烟囱排放，脱硫后的烟气

中硫含量降至 300mg／Nm3以下。

7）事故状态下，焦炉放散荒煤气，采用自动点火装置，减少荒煤气直接外

排。

1.3.1.3 煤气净化工艺废气治理措施

煤气净化工序废气产生点位多，污染成分相差很大，对这部分废气的治理可

通过工艺过程的综合利用来实现，主要包括在以下几个方面措施：

1、冷鼓工段焦油、氨水分离采用机械化焦油氨水澄清槽等密闭设备，减少

有害气体 H2S、HCN和 NH3的大量散出。

2、煤气输送系统各贮槽放散的无组织废气点位较多，主要成分为 H2S、NH3

等污染物，单个治理既不经济，也不尽合理，本工程将这些气体统一收集，在排

气洗涤塔中用蒸氨废水洗涤，净化后气体外排。

3、粗苯工段管式炉加热使用脱硫后的焦炉煤气，有效降低了烟气中 S02排

放量；

1.3.1.4 锅炉烟气治理措施

备用锅炉房燃用本项目自产的净煤气，煤气中硫化氢含量已降到 300mg／

Nm3以下，燃烧后各类污染物可满足达标排放，由高 30米的烟囱排出。

1.3.2 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工程废水主要来源于化产蒸氨、终冷、炼焦水封、办公化验、循环冷却水等，

工程拟采用的防治措施如下：

1、炼焦水封水：送到酚氰废水处理站进行处理。

2、备用湿法熄焦情况下熄焦废水：熄焦塔是用水量较大的单元，熄焦水为

独立的循环系统，本工程设置有熄焦沉淀池，废水经沉淀后，除去焦水中所含焦

粉后循环使用，过程中损失的水量由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合格水来补充。

3、冷鼓工段剩余氨水和脱苯工段的粗苯分离水

脱苯工段粗苯蒸馏的粗苯分离水送冷凝鼓风工段的机械化焦油氨水澄清槽

和氨水冷凝液一道分离出剩余氨水，送蒸氨塔去除废水中的部分氰化物、氨和

H2S后，再送冷鼓工段洗涤各贮槽的尾气洗涤，然后送生化污水处理站处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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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达标后送熄焦水池复用，不外排。

4、硫铵工段蒸氨废水

硫铵工段产生的蒸氨废水，送到酚氰废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处理后送熄焦车

间供熄焦使用。

5、生活、化验污水送污水处理站处理。

6、循环水排污水、软水站排水复用于煤场喷洒或熄焦不外排。

7、酚氰污水生化处理站

生产废水处理采用 A2/0工艺流程。本工程的酚氰废水产生量为 35m3／h，

在建工程酚氰废水产生量为 35m3／h，合计 70 m3／h，考虑一定余量及稀释、消

泡水，设计污水处理能力为 100m3／h。同时在污水处理过程中还设置了事故蓄

水池，一旦废水处理不达标可直接排入 500m3的事故水池。

1.3.3 消声减噪措施

对噪声的治理以减少噪声源，阻隔传播途径和保护员工三方面相结合，设计

中采用以下防噪减振措施。

1、首先选择先进可靠的低噪声设备，从根本上减少噪声污染；

2、对高噪设备如破碎机、分级筛、空压机、各种泵鼓风机以及电厂空冷系

统、综合泵房、风机房等采用隔声室进行密闭、减振材料支撑，并在鼓风机进口

安装消声器，可降低声压级至 50—60dB(A)。

3、对煤、焦运输栈桥转运处衬垫橡胶板，U型溜槽输送，降低材料碰撞噪

声。

4、在总图布置上同时考虑利用地形、高大建筑物、树木阻隔噪声。

5、加强操作人员个人防护，发放耳塞等劳保用品，减少噪声对工作人员的

伤害。

6、焦炉四大机车按操作规程，平稳行驶，减少振动和噪声。

1.3.4 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对固体废物以厂内综合利用为治理方向，主要有以下措施：

本工程固体废物中机械焦油澄清槽产生的焦油渣、冷鼓工段产生的焦油渣和

污水处理站的干化污泥等，与备煤各点干式除尘的回收粉尘混配后，再送到精煤

堆场掺入炼焦精煤一起供炼焦使用，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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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及时处置的危废均桶装送至危险废物临时贮存库堆存，临时贮存库设置

在煤场北侧，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要求进行设计

建造，设计贮存量 130t（按七日贮存量计）。

1.4 周边环境状况

据实地调查，项目厂址位于的精品陶瓷产业基地规划区内，项目所在地及附

近区域 5km范围内无珍稀动植物资源，无名胜古迹和各类保护区及生态脆弱区

等特殊环境敏感点。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图见图 2.4-1所示。

图 1.4-1 项目地理位置图

周围敏感点分布见表 1.4-1。
表 1.4-1 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序号 村 名 方位 距离（m） 户数(户) 人口（人）

1 金坊（计划拆迁） 厂址 已拆迁 77 250

2 江家（计划拆迁） 厂址 已拆迁 71 230

3 周家村 西
618（厂界）817

（焦炉）
/ /

4 金家村 西
641（厂界）849

（焦炉）
/ /

5 八一煤矿家属区 南 924（焦炉） / /

6 鹤塘州 南 1223（油库） 60 220

7 下邹村 南偏东
511（厂界）、933

（油库）
/ /

8 金坊村 东
414（厂界）863

（油库）
/ /

9 金坊新村 东
623（厂界）886

（油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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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赣丰水泥宿舍 东 1000（油库） / /

11 江家村 北
325（厂界）785

（脱硫区）
/ /

12 上塘小学 西 1500 6个班 300

13 丰矿一中 东北 2600 51个班 2600

14 上塘镇（丰城矿务局） 东 3980 - 40000

15 晚塘 东南 2700 110 380

16 下罗坊 西 2000 30 120

17 上罗坊 西 2000 30 100

18 田西村 西南 3800 130 400

19 田北老基 西南 3600 183 705

20 尚庄镇 西南 8900 - 32476

21 坑塘 东北 3100 95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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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急资源调查工作的目的

为了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保证重特大事

故应急工作快速、有序、高效地运行，最大限度减少事故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社会安全、可持续发展。

因此，为加强公司领导及全体员工的防灾、救灾意识，充分利用各种资源，

有效地防治和应对重大事故，并避免在抢险救援中再次发生不必要的失误和伤

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上级有关抢险救灾的规定。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

特制定本《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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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急资源调查编制的依据

3.1、主要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014〕

13号）

（2）《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2016〕第 88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9

号）

（4）《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

（5）《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 21号）

3.2、主要技术标准

（1）《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13）

（2）《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评审指南（试行）》

（3）《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指南》（AQ/T 9007—2011）



24

四、应急救援资源

4.1应急组织体系及职责

公司成立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公司负责人为总指挥，其他分管领导为副总指

挥，各处室负责人及其他环保人员为指挥部成员，负责现场指挥和相关救援工作。

总指挥：文国华

副总指挥：江海兵、艾加远、胡草根、李俊

指挥部成员：甘海平、林周瑜、甘毅华、王 伟、黎庆辉、宁国军、熊洪勇

应急救援指挥中心职责：组织制定环境污染应急处理预案，统一安排、组织

救援预案的实施。下达公司应急预案启动及关闭的命令,同时负责事故抢险救援

指挥工作，根据抢险救援需要合理配置人、财、物资源，积极组织抢险救援工作，

防止事故扩大。核实遇险、遇难人员，汇报和通报事故有关情况，向上级救援机

构发出救援请求。随时和事故现场指挥人员保持联系，发布救援指令。宣布现场

抢险工作结束，制定恢复生产安全措施。做好稳定社会秩序、伤亡人员的善后和

安抚工作。接受上级有关部门的指导，配合有关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1.总指挥部：公司应急指挥中心是公司应急工作的总指挥部。公司总经理负

责应急指挥工作，公司各二级部门负责人为本部门的应急指挥人员。

2.总指挥部办公室：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设在安全环保处，负责指导公

司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履行值守应急职责，综合协调信息发布、情况汇总分

析等工作，发挥运转枢纽作用。

3.专业应急救援小组：专业应急救援小组由公司有关部门领导和员工组成。

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突发事件的应急工作。

公司应急组织体系图 4-1：



25

图 4-1公司应急组织体系图

4.2应急救援指挥部下设机构

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下设机构由治安警戒疏散组、抢险救援组、物资供应组、

后勤保障组、善后处理组、技术专家组以及宣传组等七个组构成，由现场应急救

援指挥部决定其补充和完善方案。

4.2.1抢险救援组

组长：甘海平 副组长：刘志良、黄小胖、金惠勇

成员：龙文军、李国辉、江 伟、罗 宇、徐凌涛、涂 彬

职 责：按照救援方案组织指挥救援队伍实施救援行动。紧急调用抢险物资、

设备、人员和占用场地。根据事故情况，有危及周边工作地点和人员的险情时，

组织人员和物资的疏散工作。负责记录、保存救援过程资料。总结应急救援经验

教训。参与和配合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的工作。

4.2.2治安警戒疏散组

组长：宁国军

成员：李成洲、罗思豪、吕勇豪、金 磊、袁小军、朱康顺、万 凯、曹振龙、

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应急救援办公室

抢
险
救
援
组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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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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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祥辉、罗建明、管晓芳、黄小军、周 斌、杨学斌、胡 凡、付 斌、张 、孙银

宗、涂南辉

职 责：维护公司区治安，做好事故发生后的人员疏散、封闭相关场所，维

护交通秩序，事故设备抢修。提供消防灭火技术支持，参与抢险方案拟定。搜集

整理救援过程中的技术资料，为指挥部提出建议意见及相关依据，参与分析事故

原因和责任。杜绝无关人员进入事故救援现场，确保事故救援的一切顺利进行，

完成指挥部赋予的其它工作任务。

4.2.3物资供应组

组长：熊洪勇

成员：金正华、张 安、刘 鸣

职 责：负责组织抢险救援所需各种物资装备、器材、人员和资金的调集和

筹备，完成指挥部赋予的其它工作任务。

4.2.4 善后处理组

组长： 黎庆辉

成员： 刘 骁、徐小琴、龚文涵

职责：负责核实遇难者身份，了解掌握家庭情况并通知其遇难者亲属。安排

遇难者亲属善后处理期间的生活和遇难者丧葬事宜，负责洽谈抚恤条件。完成指

挥部赋予的其它工作任务。

4.2.5后勤保障组

组长：王 伟

成员： 肖 欢、朱 琤、张海娟

职 责：保障有关抢险救援人员的日常生活需要，保证公司的正常秩序。组

织医疗救治。负责灾区消毒防疾，确保灾区饮食卫生。完成指挥部赋予的其它工

作任务。

4.2.6技术专家组

组长：林周瑜 副组长：甘毅华、杨成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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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胡 翔、刘文忠、陆风尧、李 德、彭霓如、赖春林、黄学强、陈 名

职 责：提供救援技术支持，参与抢险方案拟定。搜集整理救援过程中的技

术资料，为指挥部提出建议意见及相关依据，参与分析事故原因和责任。完成指

挥部赋予的其它工作任务。

4.2.7宣传组

组长：张 磊

成员： 黄 凯

职 责：做好宣传报导工作，协助现场保卫组维持生产区秩序。编发事故简

报，负责新闻媒体的组织与接待工作，发布事故抢险进展情况。完成指挥部赋予

的其它工作任务。

4.3 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及其职责

应急救援指挥部下设应急救援办公室，负责应急救援指挥部的具体事务工

作。办公室设在安全环保处。成员由有关部门人员共同组成。

（1）负责公司应急指挥工作的综合协调和管理，根据事故灾难情况和救援

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向应急救援指挥部报告；

（2）与现场抢险指挥部保持联系，传达公司应急指挥部命令；

（3）负责事故救援情况的记录和资料、信息的收集以及发布救援命令。

（4）调动公司应急救援力量，调配公司应急救援资源；

（5）提供技术支持，组织公司应急救援技术组参加救援工作，协调医疗救

护工作；

（6）调用公司应急救援基础资料与信息；

（7）公司事故灾难扩大或专业救援力量、资源不足时，协调相关救援力量

及设备增援；

（8）完成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4.4 外部通讯联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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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内部通讯联络方式

公司内部应急救援相关部门电话

（1）安环处电话：0795- 6685805、6685804

（2）公司领导及相关人员联系电话

姓 名 党政职务 指挥部职务 联系方式

文国华 总经理 总指挥 13507057746

江海兵 副总经理 副总指挥 13517991352

艾加远 总经理助理 副总指挥 13766420099

胡草根 总工程师 副总指挥 15909433007

李 俊 副总经理 副总指挥 13879595317

一、应急救援组

甘海平 安全监察部长 组长 13979556852

刘志良 化产车间主任 成员 13755881502

黄小胖 备煤车间主任 成员 13807957922

金惠勇 炼焦车间主任 成员 13870591975

应急机构 应急部门(单位) 联系电话

110救助电话 丰城市 110指挥中心 110

火警电话 丰城市消防指挥中心 119

急救中心 丰城市卫生局 120

交通报警电话 丰城市交通管理局 122

丰城市环保局 环境保护监测站
0795-6706500、

6706503

丰城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0795-6298179

丰城市应急指挥中心 丰城市应急指挥中心值班室 0795-6609280

丰城市应急管理办公室 丰城市应急管理办公室 0795-6609280

丰城市人民政府 丰城市人民政府值班室 0795-6608016

丰城市人民医院 丰城市人民医院 0795-6600001

丰城市消防大队 丰城市消防大队 0795-7077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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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文军 安全主管 成员 18770517005

李国辉 安全主管 成员 13879523906

江 伟 安全主管 成员 15180506057

罗 宇 安全员 成员 15970550526

徐凌涛 安全员 成员 13607056562

涂 彬 安全员 成员 18720539188

二、消防、治安警戒与疏散组（共计 19名成员）

宁国军 外协保卫部长 组长 15970517700

李成洲 保安队长 副组长 13026265221

罗思豪 成员

吕勇豪 成员

金 磊 成员

袁小军 成员

朱康顺 成员

万 凯 成员

曹振龙 成员

三、应急物资供应组

熊洪勇 供销部长 组长 13879570286

金正华 供销部副部长 成员

张 安 采购主管 成员

刘 鸣 采购主管 成员

四、应急善后处理组

黎庆辉 人力资源部长 组长 13970547680

刘 骁 成员

徐小琴 成员

龚文涵 成员

五、应急后勤保障组

王 伟 行政部长 组长 15970502187

肖 欢 成员

朱 琤 成员

张海娟 成员

六、应急救援技术专家组

林周瑜 生产技术环保部部长 组长 15180550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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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毅华 设备工程部长 副组长 13576159529

杨成彪 质检中心主任 副组长 13979548491

赖春林 成员

胡 翔 成员

刘文忠 成员

陆风尧 成员

李 德 成员

彭霓如 成员

黄学强 成员

陈 名 成员

七、宣传组成员

张 磊 15879591521

黄 凯

4.6 应急物资储备

公司主要的应急物资储备包括通信预警、消防、医疗救护以及为避免污染事

故外排的环保应急设施。

公司安装的购置预防设备有: 部分消防、报警装置及事故水池等应急设施。

应急物资储备见下表 4.6-1

表 4.6-1 物资储备表

序号 备品备件名称 规格型号 数 量 备 注

1 救援车辆
值班车 2辆

消防车 2辆

2 电气设备、仪器

应急灯 12个

四合一有毒气体检测仪 3台

便携式硫化氢检测仪 2台

固定式硫化氢检测仪 4台

3 消防设备

消防水泵 4台

消防栓 38个

消防箱 60个

消防带 5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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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箱 6个

铁铲 10个

干粉灭火器 638具

消防沙 3吨

4 个人防护用品
过滤式防毒面具 23具

防护手套 20双

5 救治应急器材

急救箱 6个

纱布 10卷

绷带 10卷

担架 1副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6套

长管式呼吸器 4套

氧气袋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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