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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编制原则 

按照《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的要求，环境风险评价应

以突发性事故导致的危险物质环境急性损害防控为目标，对建设项目的环境风险进行分

析、预测和评估，提出环境风险预防、控制、减缓措施，明确环境风险监控及应急要求，

为建设项目环境风险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1.2 评价工作等级 

环境风险评价工作等级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根据建设项目涉及的物质及工艺

系统危险性和所在地的环境敏感性确定环境风险潜势，按照表 1.5.1-6 确定评价工作等

级。风险潜势为Ⅳ及以上，进行一级评价；风险潜势为Ⅲ，进行二级评价；风险潜势为

Ⅱ，进行三级评价；风险潜势为Ⅰ，可开展简单分析。 

表 1-1 评价工作等级划分 

环境风险潜势 Ⅳ、Ⅳ+ Ⅲ Ⅱ Ⅰ 

评价工作等级 一 二 三 简单分析 a 
a：是相当于详细评价工作内容而言，在描述危险物质、环境影响途径、环境危害后果、风险防范措

施等方面给出定性说明。 
根据项目环境风险潜势划分，项目大气环境环境风险评价等级为二级，地表水环境

风险评价等级为三级，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等级为简单分析。本项目环境风险评价等级

为二级。 

1.3 评价范围 

本项目大气环境风险评价等级为二级评价，评价范围为距建设项目边界 5km以内。 

地表水评价等级为三级评价，评价范围为覆盖环境风险影响范围所及的水环境目标

水域。 

地下水评价等级为简单分析，可不设置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范围。 

 

 

 

 

 

 



2 风险调查 

2.1 项目风险源调查 

表 2.1-1       扩建项目涉及危险物质存储情况 

序号 物料 
名称 

贮存 
状态 包装规格 贮存方式 贮存位置 最大贮存量（t） 

1 电极浆料 液体 0.5kg/桶 桶装 

原料库、

化学品库 

2 
2 电阻浆料 液体 0.5kg/桶 桶装 1 
3 介质浆料 液体 0.5kg/桶 桶装 2 
4 靶材 固体 1.0kg/袋 袋装 10 

5 氨基磺酸 固体 10kg/袋 袋装 50 

6 中和粉 固体 5.0kg/袋 袋装 38 

7 镍饼 固体 0.1kg/袋 袋装 0.25 

8 氨基磺酸镍 液体 2kg/桶 桶装 6.5 
9 浓硫酸 液体 5kg/桶 桶装 40 
10 氯化镍 固体 0.1kg/袋 袋装 0.3 
11 硼酸 液体 1.0kg/桶 桶装 4 
12 锡半球 固体 0.1kg/袋 袋装 0.4 
13 甲基磺酸锡 液体 0.5kg/桶 桶装 2.6 
14 混合剂 固体 0.1kg/袋 袋装 0.2 
15 甲基磺酸 固体 2.0kg/袋 袋装 6.0 
16 无水乙醇 液体 10L/桶 桶装 150L/a 
17 丙酮 液体 20L/桶 桶装 200L/a 
18 环己酮 液体 20L/桶 桶装 500L/a 
19 二氧化硅 固体 5kg/袋 袋装 30.0 
20 草酸 液体 5L/桶 桶装 15L/a 
21 松油醇 液体 20L/桶 桶装 200L/a 
22 废滤芯 固体 0.5kg/袋 袋装 

危废暂存

间 

1.0 
23 废槽渣 固体 0.1kg/袋 桶装 0.05 
24 废弃网板 固体 0.1kg/袋 袋装 0.2 
25 废有机溶剂 液体 0.1kg/桶 桶装 0.2 
26 废包装桶 固体 0.05kg/个 / 1.0 
27 含镍污泥 固体 2.0kg/袋 袋装 5.0 
28 综合污泥 固体 5.0kg/袋 袋装 15 
29 废 RO 膜 固体 0.1kg/袋 袋装 0.2 
30 废离子交换树脂 固体 0.2kg/袋 袋装 0.4 
31 废活性炭 固体 0.5kg/袋 袋装 1.0 
32 废机油 液体 0.1kg/桶 桶装 0.1 

33 陪镀钢球 固体 1.0kg/箱 箱装 一般固废

暂存间 
2.0 

 



表 2.1-2  其他物料理化性质及危险特性表 
序号 名 称 性 质 火险类别 贮存位置 

1 乙醇 

熔点：-114.3℃(158.8 K)，沸点：78.4℃(351.6 K)，
密度：0.78945 g/cm^3; (液) 20℃，黏度：1.200 
mPa·s (cP)， 20.0℃， 分子偶极矩：5.64 fC·fm 

(1.69 D) (气) 
折光率：1.3614，闪点(℃)：12， 

引燃温度(℃)：363，爆炸上限%(V/V)： 19.0，
爆炸下限%(V/V)：3.3，溶解性： 与水混溶，可

混溶于醚、氯仿、甘油等多数有机溶剂。 

甲类 原料仓库 

2 氯化镍 

熔点：80℃，分子量：129.5994，相对密度：

1.921(25℃)，蒸汽压：33900mmHg at 25°C；外

观性状：绿色结晶性粉末；易溶于水、乙醇，其

水溶液呈微酸性。 

/ 原料仓库 

3 

重金属废

液及污泥

（以镍含

量计） 

根据镀种的不同，电镀废液中含有镍等重金属。

重金属由于单质或化合物具有毒性而通常被人

们视为有害元素，金属元素进入环境以后，受到

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常常会在化学形态上发生

变化，并在大气、水体、土壤和生物体之间不断

迁移和转化，并经过食物链的逐渐转移和富集，

增加了有毒金属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危害。重金属

进入人体后，不易排泄，逐渐蓄积后就会引起人

体生理功能的改变，导致急、慢性疾病或长远疾

病或产生长远危害。 

丙类 废水处理区 

4 氨基磺酸 

熔点:215-225°C (dec.)，水溶性:146.8 g/L (20°C)，
观:H3NSO3白色斜方晶体。无味无臭，不挥发，

不吸湿。密度:2.126，熔点:205℃(209℃开始分解，
260℃ 

分解放出SO2、SO3、N2和水及其它微量产物)。
折射率:α型1.553，β型1.563，γ型1.568，折射系

数(25.3℃):1.553~1.568，离解常数:1.10×10-2，生

成热:685.9kJ/mol，溶解性:易溶于水和液氨，在

水溶液中呈中等酸性，微溶于甲醇，不溶于乙醇

和乙醚。 

/ 原料仓库 

5 氨基磺酸

镍 

绿色结晶。易溶于水,液氨，乙醇，微溶于丙酮，

水溶液呈酸性，有吸湿性，潮湿空气中很快潮解。

干燥空气中缓慢风化，受热时会失去四个分子

水，温度高于110°C时开始分解并形成碱式盐，

继续加热生成棕黑色的三氧化二镍和绿色的氧

化亚镍的混合物。 

/ 原料仓库 

6 硼酸 

白色结晶性粉末或无色微带珍珠状光泽的鳞片。

无气味。味微酸苦后带甜。与皮肤接触有滑腻感。

露置空气中无变化。能随水蒸气挥发。加热至

100～105℃时失去一分子水而形成偏硼酸，于

104～160℃时长时间加热转变为焦硼酸，更高温

度则形成无水物。0.1mol/L水溶液pH为5.1。1g
能溶于18ml冷水、4ml沸水、18ml冷乙醇、6ml
沸乙醇和4ml甘油。在水中溶解度能随盐酸、柠

檬酸和酒石酸的加入而增加。相对密度1.4347。
熔点184℃(分解)。沸点300℃。半数致死量(大鼠，

/ 原料仓库 



经口)5.14G/kG。有刺激性。有毒，内服严重时

导致死亡，致死最低量：空气中最高容许浓度

10mg/m3。 

7 甲基磺酸 

无色或微棕色油状液体，低温下为固体。熔点

20℃，沸点167℃（13.33kPa），122℃（0.133kPa）。
相对密度1.4812（Chemicalbook18℃），折射率

1.4317（16℃）。溶于水、醇和醚，不溶于烷烃、

苯、甲苯等，对沸水、热碱液不分解，对金属铁、

铜和铅等有强烈腐蚀作用。 

/ 原料仓库 

8 浓硫酸 

浓硫酸是指浓度(浓度是指H2SO4的水溶液里

H2SO4的质量百分比)大于等于70%的H2SO4的水

溶液，纯硫酸是一种无色无味油状液体。常用的

浓硫酸中H2SO4的质量分数为98.3%，其密度为

1.84g·cm-3，其物质的量浓度为18.4mol·L-1。98.3%
时，熔点：10℃;沸点：338℃。硫酸是一种高沸

点难挥发的强酸，易溶于水，能以任意比与水混

溶。浓硫酸溶解时放出大量的热，因此浓硫酸稀

释时应该"酸入水，沿器壁，慢慢倒，不断搅拌。 

乙类 原料仓库 

9 环己酮 

外观与性状：无色透明液体，有强烈的刺激性气

味。熔点：-47℃，密度：0.95g/cm3，沸点：155.75℃，

饱和蒸气压：1.33kPa（38.7℃），临界温度：

385.9℃，临界压力：4.06MPa，闪点：46.67℃，

引燃温度：420℃，溶解性：微溶于水，可混溶

于醇，醚，苯，丙酮等多数有机溶剂。 

乙类 原料仓库 

10 松油醇 
无色黏稠液体，沸点：217℃，相对密度：0.9337，
固化点：-40℃，折射率：1.4831。溶于乙醇，微

溶于水和甘油。 
乙类 原料仓库 

11 丙酮 

无色液体，无色液体，具有令人愉快的气味（辛

辣甜味）。易挥发。相对密度 （d25）0.7845。
熔点-94.7℃。沸点56.05℃。折光率 （n20D）

1.3588。闪点-20℃。能与水、乙醇、N,N-二甲基

甲酰胺、氯仿、乙醚及大多数油类混溶。 

甲类 原料仓库 

表 2.1-3  危险化学品理化性质、危险性及危险类别 

序

号 
名

称 
序号 

CAS号 

化学品理化性能和毒性指标 
火灾 
危险

性 

危险性 
类别 

状态 
（气、

固、液） 

闪

点 
℃ 

爆炸极限 
%(V) 

毒  性 

LD50 LC50 分级 

1 乙

醇 
64-17-5 液 12 3.3-19 

7060 
mg/kg(
兔经口) 

37620 
mg/m3，10
小时(大鼠

吸入) 

轻度 甲 
本品易

燃，具刺

激性 

2 丙

酮 
67-64-1 液 -20 2.2-13 

5800mg/
kg（大鼠

经口） 

4740~633
0mg/L

（96h）（虹

鳟鱼） 

慢性 甲 
本品易

燃，具刺

激性 

3 
氯

化

镍 
7791-20-0 固 / / 

175Mg
／kg(大
鼠经口)  

/ / / / 

2.2 环境敏感目标调查 

表 2.2-1      扩建项目大气环境风险保护目标分布情况 

https://baike.so.com/doc/3960641-4156136.html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37478&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00024&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00024&ss_c=ssc.citiao.link


类别 环境敏感特征 

环境 
空气 

厂址周边 3km 范围内 
序号 敏感目标名称 相对方位 距离/m 属性 人口数/人 

1 长青苑 NE 295 居住区 约 300 人 
2 高科花园 E 390 居住区 约 600 人 
3 双珠怡景花园 SE 454 居住区 约 350 人 
4 和顺新视界 SE 400 居住区 约 1000 人 
5 锦城家园 E 390 居住区 约 700 人 

6 悦景花园 SE 474 居住区 约 500 人 

7 蚌埠市公安局禹会

分局 
N 285 行政办公

区域 
约 30 人 

8 长青乡政府 N 393 约 50 人 

9 安徽省第一轻工业

学校 
S 425 学校 约 600 人 

10 电子 214 所生活区 N 445 居住区 约 600 人 

11 蚌埠机电技师学院 SW 690 学校 约 1300 人 

12 一品黄山苑 E 1120 居住区 约 1400 人 

13 喜迎门南区 SE 1729 居住区 约 1500 人 

14 绿地世纪城 SW 1695 居住区 约 2000 人 

15 郑郢新村 W 1896 居住区 约 1800 人 

16 九龙花园 N 1172 居住区 约 1300 人 

 友谊小区 N 1894 居住区 约 800 人 

 山南新村 E 1007 居住区 约 1500 人 

 胡庄 E 2120 居住区 约 1600 人 

 徐庄 E 2960 居住区 约 1300 人 

 山香铺村 SW 1650 居住区 约 1400 人 

 汤家湖 SE 1600 居住区 约 1200 人 

 汤郢子 SE 2250 居住区 约 1400 人 

 九龙社区 SW 2550 居住区 约 1000 人 

 黄山府邸 SW 2660 居住区 约 700 人 

 和顺新旅程 SW 2530 居住区 约 900 人 

 蚌埠高新实验学校 SW 2260 学校 约 500 人 

 绿地世界城 SW 1750 居住区 约 800 人 

 伊顿公馆 SW 1270 居住区 约 650 人 

 山香家园 SW 1110 居住区 约 500 人 

 鼎元府邸 SW 1350 居住区 约 700 人 

 大禹首府 W 4130 居住区 约 600 人 

 王岗村 NW 2980 居住区 约 1500 人 

 东赵村 NW 4450 居住区 约 2500 人 

 山香村 N 4550 居住区 约 1800 人 



 卢台村 N 4750 居住区 约 2000 人 

17 喜盈门小区 SE 1350 居住区 约 900 人 

 陶山嘉园 SE 2100 居住区 约 1200 人 

 山水华庭 NE 1180 居住区 约 800 人 

 天地花园 E 800 居住区 约 600 人 

 迎河碧水湾 E 800 居住区 约 700 人 

 新地潜龙湾 E 1810 居住区 约 750 人 

 西湖观邸 E 2000 居住区 约 600 人 

 车苑小区 SE 2010 居住区 约 500 人 

 阳光城 SE 4050 居住区 约 610 人 

 光彩嘉苑 E 4320 居住区 约 500 人 

 龙门壹品 SE 4450 居住区 约 750 人 

 蚌埠市第二中学 SE 4250 学校 约 800 人 

 百合燕山公馆 SE 4000 居住区 约 650 人 

 蚌埠市二十二中学 SE 2800 学校 约 500 人 

 花语苑 S 1950 居住区 约 400 人 

 燕山国际城 S 2760 居住区 约 500 人 

 苏州府 S 3440 居住区 约 380 人 

 绿地迎宾城 S 3800 居住区 约 430 人 

 秦集镇 SW 4370 居住区 约 5000 人 
厂址周围 500m 范围内人口数小计 5030 
厂址周围 5km 范围内人口数小计 49220 

大气环境敏感程度 E 值为 E1 

地表水 

受纳水体 
序号 受纳水体名称 排放点水域环境功能 24h 内流经范围/km 

1 淮河 GB3838-2002 中 III 类 其他 
地表水环境敏感程度 E 值为 E2 

地下水 
序号 环境敏感区

名称 
环境敏感特

征 水质目标 包气带防污

性能 
与下游厂

界距离/m 
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 E 值为 E3  

 

 

 



 

图 2.3-1   扩建项目环境风险保护目标分布图 

图 例 
 

      风险评价范围 

环境保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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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环境风险潜势初判 

1、环境风险潜势划分 

根据建设项目涉及的物质和工艺系统的危险性及其所在地的环境敏感程度，

结合事故情形下环境影响途径，对建设项目潜在环境危害程度进行概化分析，按

照下表 2.3-1 确定环境风险潜势。 

表 2.3-1   扩建项目环境风险潜势划分 

环境敏感程度（E） 
危险物质及工艺系统危险性（P） 

极高危害（P1） 高度危害（P2） 中度危害（P3） 轻度危害（P4） 
环境高度敏感区（E1） Ⅳ+ Ⅳ Ⅲ Ⅲ 
环境中度敏感区（E2） Ⅳ Ⅲ Ⅲ Ⅱ 
环境低度敏感区（E3） Ⅲ Ⅲ Ⅱ Ⅰ 
注：Ⅳ+为极高环境风险 

2、P 的分级确定 

（1）危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Q） 

本项目涉及的危险物质为电极浆料、电阻浆料、玻璃釉浆料、氨基磺酸、无

水乙醇、丙酮、氯化镍、环己酮、浓硫酸、含重金属污泥及各类危废等。当存在

多种危险物质时，按照下式计算物质总量与临界量比值 Q： 

Q= q1/Q1+q2/Q2+……＋qn/Qn 

式中：q—每种危险物质的最大存在总量，t； 

Q1：每种危险物质的临界量，t。 

当 Q<1 时，该项目环境风险潜势为Ⅰ。 

当 Q≥1 时，将 Q 值划分为：（1）1≤Q<10；（2）10≤Q<100；（3）

Q≥100。 

本项目 P 分级判定如下表 2.3-2。 

表 2.3-2  危险物质临界量、最大存在总量一览表 

危险物质名称 CAS 号 
贮存区最 
大暂存总

量 t 

最大在线

量 t 

厂区最 
大存在量 

qn/t 

临界量 
Qn/t 

Q 值 

电极浆料 / 0.01 0.01 0.02 0.25 0.08 

电阻浆料 / 0.005 0.005 0.01 0.25 0.04 

介质浆料 / 0.1 0.1 0.2 0.25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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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磺酸 5239-14-6 0.5 0.25 0.5 100 0.005 

中和粉 1310-73-2 0.25 0.25 0.5 100 0.005 

镍饼 7440-02-0 0.02 0.03 0.05 0.25 0.2 

氨基磺酸镍 124594-15-6 0.1 0.05 0.15 0.25 0.6 

氯化镍 3931-83-4 0.02 0.01 0.03 0.25 0.12 

浓硫酸 7664-93-9 0.0435 0.0005 0.044 10 0.0045 

硼酸 10043-35-3 0.2 0.2 0.4 100 0.004 

甲基磺酸锡 53408-94-9 0.016 0.01 0.026 100 0.00026 

混合剂 / 0.01 0.01 0.02 0.25 0.08 

甲基磺酸 17696-73-0 0.05 0.05 0.1 100 0.001 

乙醇 64-17-5 1.0 1.0 2.0 500 0.0004 

丙酮 67-64-1 0.1 0.06 0.16 10 0.016 

环己酮 108-94-1 0.3 0.1 0.4 10 0.04 

废滤芯 / 1.0 / 1.0 100 0.01 

废槽渣 / 0.05 / 0.05 0.25 0.2 

废弃网板 / 0.2 / 0.2 100 0.002 

废有机溶剂 / 0.2 / 0.2 10 0.02 

废包装桶 / 1.0 / 1.0 100 0.01 

含镍污泥 / 5.0 / 5.0 0.25 20 

综合污泥 / 15 / 15 100 0.15 

废 RO 膜 / 0.2 / 0.2 100 0.002 

废离子交换树脂 / 0.4 / 0.4 100 0.004 

废活性炭 / 1.0 / 1.0 100 0.01 

废机油 / 0.1 / 0.1 100 0.001 

陪镀钢球 / 2.0 / 2.0 0.25 8 

注：[1]有机废液量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危废库内的有机废液量，另一部分是污水处理站

高浓高盐废水和高浓废水。 

项目 Q 值 Σ 30.409 

Q 值对应等级 10≤Q＜100 

经计算，Q 值为 30.409，10≤Q＜100。 

（2）行业及生产工艺（M） 

分析所属行业及生产工艺特点，将 M 划分为（1）M>20；（2）10<M≤20；

（3）5<M≤10；（4）M=5，分别以 M1、M2、M3 和 M4 表示。根据本项目行业

https://www.chemsrc.com/baike/80916.html
https://www.chemsrc.com/baike/402093.html
https://www.chemsrc.com/baike/881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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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产工艺特点，项目 M=5，属于 M4。 

表 2.3-3  危险物质临界量、最大存在总量一览表 
行业 评估依据 分值 企业情况 企业得分 

 
石化、化工、

医药、轻工、

化纤、有色冶

炼等 

涉及光气及光气化工艺、电解工艺（氯碱）、 
氯化工艺、硝化工艺、合成氨工艺、裂解 

（裂化）工艺、氟化工艺、加氢工艺、重氮化

工艺、氧化工艺、过氧化工艺、胺基化工艺、

磺化工艺、聚合工艺、烷基化工艺、新型煤化

工工艺、电石生产工艺、偶氮化工艺 

10/套 / 0 

无机酸制酸工艺、焦化工艺 5/套 / 0 

其他高温或高压，且涉及危险物质的工艺过 
程 a、危险物质贮存罐区 

5/套（罐 
区） 

/ 0 

管道、港口/
码头等 

涉及危险物质管道运输项目、港口/码头等 10 / 0 

石油天然气 
石油、天然气、页岩气开采（含净化），气库 
（不含加气站的气库），油库（不含加气站的

油库）、油气管线 b（不含城镇燃气管线） 

 
10 

 
/ 

 
0 

其他 设计危险物质使用、贮存的项目 5 
扩建项目涉及

危险化学品使

用及贮存 
5 

合计 5 

a 高温指工艺温度≥300 ℃，高压指压力容器的设计压力（P）≥10.0MPa； 
b 长输管道运输项目应按站场、管线分段进行评价。 

 

 

经计算本项目 M 值为 5 分，属于 M4。 

（3）危险物质及工艺系数危险性（P）分级 

根据危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Q）和行业及生产工艺（M），确定本项

目危险物质及工艺系数危险性等级。 

表 2.3-4  危险物质及工艺系数危险等级判断（P） 
危险物质数量与

临界量比值（Q） 
M1 M2 M3 M4 

Q≥100 P1 P1 P2 P3 

10≤Q＜100 P1 P2 P3 P4 

1≤Q＜10 P2 P3 P4 P4 

根据以上分析，本项目危险物质及工艺系数危险性为 P4。 

（4）环境敏感程度分级（E）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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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2.3-4建设项目环境敏感特征表，本项目环境敏感分级具体见表2.3-5。 

表 2.3-5 建设项目环境敏感特征表 
类别 环境敏感特征 

大气 

本项 5km 范围内居民约 49220 人，人口总数小于 5 万人，周边 500m
范围内人口数为 5030 人，人口总数大于 1000 人；无其他需要特殊

保护区域。 
大气环境敏感程度 E 值 E1 

地表水 

项目废水纳管排放，最终经蚌埠市第一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经席家沟排入淮

河；贝迪斯厂区设有事故应急池，因此项目在正常和非正常情况均不排放危

险物质进入水体，无排放点。因此，地表水功能敏感性分级属于 F2，环境

敏感目标分级属于 S3。 
水环境敏感程度 E 值 E2 

地下水 

地下水功能敏感性分区 G G3 
包气带防污性能分级 D 

Mb＞1m，K=1.26×10-6cm/s，且分布连续稳定 
D2 

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 E 值 E3 

3、本项目环境风险潜势判断 

根据建设项目涉及的物质和工艺系统的危险性及其所在地的环境敏感程度，

结合事故情形下环境影响途径，对建设项目潜在环境危害程度进行概化分析，按

照 确定环境风险潜势。 

表 2.3-6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潜势划分 
环境敏感程度

（E） 
危险物质及工艺系统危险性（P） 

极高危害（P1） 高度危害（P2） 中度危害（P3） 轻度危害（P4） 
环境高度敏感区

（E1） 
IV+ IV III III 

环境中度敏感区

（E2） 
IV III III II 

环境低度敏感区

（E3） 
III III II I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划分依据，扩建项目

大气环境风险潜势为 III、地表水风险潜势为 II、地下水风险潜势为 I。因此，扩

建项目大气环境风险评价等级为二级，需选取最不利气象条件，选择适用的数值

方法进行分析预测，给出风险事故情形下危险物质释放可能造成的大气环境影响

范围与程度，地表水环境风险评价等级为三级，地下水环境风险为简单分析。 

2.4 环境风险识别 

环境风险因素识别对象包括生产设施、所涉及物质、受影响的环境要素和环

境保护目标，其中生产设施风险因素识别包括主要生产装置、贮运系统、公用工

程系统、辅助生产设施及环境保护设施等；物质风险因素识别包括主要原材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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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材料、燃料、产品、“三废”污染物、火灾和爆炸等伴生/次生的危险物质。 

根据本项目生产特点，确定风险识别范围如下： 

生产设施风险识别范围：生产装置、储运设施、环保设施等。 

物质风险识别范围：主要有电极浆料、电阻浆料、介质浆料、氨基磺酸、乙

醇、丙酮、环己酮、浓硫酸、氨基磺酸镍、氯化镍、浓硫酸、硼酸、甲基磺酸锡、

甲基磺酸等。 

风险类型：生产装置容器破损、错误操作，导致泄漏，将会污染区域大气、

水体、土壤、路面，对人体、环境造成危害；贮存系统包装材料腐蚀、破损、误

操作，导致泄漏、腐蚀、中毒；废气处理设施发生故障，造成废气直接排放对周

边环境造成危害；固废暂存库暂存时间长，防渗材料破裂，物料对地下水及土壤

造成污染。 

1）物质危险性识别 
扩建项目主要原辅材料、产品情况见表正文表 2-7~表 2-14 及前文原辅料理化

性质表格。 

2）生产及公辅环保设施环境风险识别 

(1)生产装置 

生产区主要由前处理线、电镀线、电阻器生产线等组成的生产运行系统，当

生产系统运行时，①原料输送管线、阀门、法兰等泄漏或破裂；②撞击或人为破

坏造成电镀槽、原料管线破裂泄漏；③由自然灾害造成的破裂泄漏。导致系统内

物料泄漏且未及时处理或处理不当，遇到明火、静电等诱因引发火灾甚至爆炸事

故，除本身设备外，还可能导致其他设备、管线等的破坏，引发事故重叠，造成

有毒、有害物质泄漏、爆炸等连锁事故的发生。 

(2)储运设施 

扩建项目拟设置化学品仓库、危废暂存间，存放的危险物质多为有毒有害物

质，应在包装时确保所有包装容器应足够安全，并经过周密检验，严防在装载、

搬移或运输途中出现渗漏、溢出、抛洒或挥发等情况，造成污染。在存放过程中

应严格按照危废属性要求并分类存放，防止不同属性物质混合发生反应引发物料

泄漏、火灾爆炸事故次生环境污染等。 

异常情况下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可能途径为以下几种：I 化学品原料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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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由于质量问题或意外破裂发生泄漏，遇明火发生火灾、爆炸事故造成次生

/伴生污染物进入大气或水体；II 由于自然灾害，桶体发生裂缝导致桶内物料的

泄漏，造成储运系统物料泄漏进入水体；Ⅲ由于自然灾害，桶体发生裂缝导致桶

内物料的泄露 ，造成储运系统物料泄露进入水体；Ⅳ由于人员操作失误，造成

储运系统物料的泄漏而引发的环境污染。 

含镍废水和酸洗废水经单独预处理设施处理后，需经泵泵至综合污水站处理，

废水输送过程中若管道、阀门、法兰等处出现污水泄漏，存在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的风险。 

(3)环境保护设施 

环保工程若发生故障，可能会造成污染物质未经处理直接排放。扩建项目废

气未通过废气处理系统排放，有火灾、泄漏中毒的潜在风险。扩建项目污水处理

站，有泄漏中毒、污染地表水体、地下水体的潜在风险。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的潜在风险主要有：火灾、毒性伤害以及腐蚀等。涉及的

各生产过程危险性如表 2.4-1。 

表 2.4-1  各生产单元潜在风险分析 
序

号 
风险类型 危险单元 主要危险物质 

环境风险

类型 
影响途径 

可能受影响的环

境敏感目标 

1 
生产装置有

害物质泄漏 
电镀车间 

电镀液、乙醇、丙

酮、硫酸等各类化

学品原料 
泄漏、腐蚀 

废液进入雨水

管网造成水体

污染及泄露造

成的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 

泄露事故：可能

影响厂内土壤，

废液进入雨水管

网可能造成水体

污染 

2 
贮存、运输

系统有害物

质泄漏 

化学品仓

库、危废暂

存间 

各类浆料、清洗有

机溶剂、硫酸、乙

醇、丙酮、含重金

属污泥及各类危

险废物等 

泄漏、腐

蚀、中毒 

大气污染或废

液进入雨水管

网造成水体污

染及泄露造成

的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 

泄露事故：可能

影响厂内土壤，

废液进入雨水

管网可能造成

水体污染。 
火灾爆炸事故：

事故状态下产生

次生 /污染物质

对环境敏感目标

影响。 

3 
污染控制设

施污染物异

常排放 

废气处理系

统 
颗粒物、硫酸雾、

非甲烷总烃等 

管道、装置

破损，大气

污染 
大气污染 

泄露事故：事故

排放对环境敏感

目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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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风险类型 危险单元 主要危险物质 

环境风险

类型 
影响途径 

可能受影响的环

境敏感目标 

废水处理系

统 
COD、氨氮、重金

属、石油类等 

管道、装置

破损，可能

会造成污

染物质未

经处理直

接排放 

污水水质超标

进入蚌埠市第

一污水处理厂 

蚌埠市第一污水

处理厂及排口下

游 

2.5 风险事故情形分析 

2.5.1 风险事故情形设定 
1）风险事故情形设定内容 

根据对同类项目的类比调查、生产过程中各个工序的分析，针对已识别出的

危险因素和危险物质，确定本公司环境风险事故类型为：火灾爆炸事故、毒物泄

漏事故风险。 

(1)火灾、爆炸 

发生如下故障泄漏后遇明火造成乙醇原料桶发生燃烧、爆炸：①管线、阀门、

法兰等泄漏或破裂；②阀门、管道、流量计、仪表等连接处泄漏；③阀门、管道、

流量计、仪表等因质量不好或安装不当泄漏；④撞击或人为破坏造成钢瓶、管线

等破裂泄漏；⑤由自然灾害造成的破裂泄漏。 

发生如下运行泄漏后遇明火造成管线、钢瓶等发生爆炸：①钢瓶内超温、超

压，造成钢瓶破裂泄漏；②未按操作规程操作；③骤冷造成钢瓶、管线等破裂泄

漏；④报警仪、监测仪失灵。发生火灾爆炸导致有毒有害物质受热蒸发、产生次

生/伴生等燃烧物质造成二次污染。 

(2)毒物泄漏 

①泄漏事故发生后，泄漏的有毒物料直接溢流出车间，厂区内地面未设置防

渗层或者防渗层遭到破坏，泄漏的有毒物料则可能直接通过地面裂缝渗入厂区土

壤，并随着土壤迁移进入地下水，影响事故区域土壤和地下水水质； 

②泄漏事故发生后，泄漏的有毒物料直接溢流出厂区，可能通过厂区内绿化

区域，直接渗入土壤环境，并随着土壤迁移进入地下水，影响事故区域土壤和地

下水水质；③泄漏事故发生后，泄漏的有毒物料可能通过厂区雨水管网和雨水排

口进入淮河，进而渗入淮河底泥，影响淮河、两岸土壤及地下水环境。 

2）最大可信事故设定 

最大可信事故一方面是指对环境危害最严重；另一方面事故设定应科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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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具有可信性，一般不包括极端情况。根据导则要求，本评价以 10-6/a 作为判

定极小事件概率参考值。 

从扩建项目危险物质的种类及工艺过程分析来看，上述风险事故类型往往具

有关联性。生产过程中可燃易燃物质的泄漏往往是发生燃烧爆炸的前提，反之燃

烧与爆炸又可能成为泄漏发生的原因。从对外部环境可能造成风险影响分析，项

目液态物料泄露一般与火灾同时出现，而燃烧过程实际上是毒性消除或消减的过

程，其危害在事故连锁装置、紧急停车程序和抢险措施正常启动条件下，一般均

可控制在工厂自身范围内。对外部环境而言，危险主要来自处置措施不当可能引

发的连锁事故或伴生污染；相反，在危险物质泄漏条件下，由于考虑周边设备、

设施及人员安全，除启动事故连锁装置、紧急停车程序外，抢险措施首要任务是

切断一切火源，启动消防系统，防止火灾爆炸发生。如果泄漏不能及时得到控制

或处置措施不当，危险物质可能大量进入周围环境，造成风险事故。因此，就拟

建项目而言，对外部环境可能造成风险影响的事故类型主要来自各种因素引发危

险物质的大量泄漏。 

危险化学品泄漏产生危险物质逸散，泄漏物质若发生火灾爆炸将产生有毒气

体 CO 等伴生污染物。本次大气环境风险选取丙酮、乙醇进行评价。 

最大可信事故情形一：由于无水乙醇、丙酮、松油醇、环己酮等在化学品库

贮存量达到 2.56t，假设其中一个树脂槽发生泄漏，引发火灾，产生伴生污染物 CO

有毒气体。  

最大可信事故类型二：污水处理站管道破裂，废水中总镍、总锡等重金属废

水泄露造成土壤、地下水污染。 

基于上述分析和对环境造成风险影响的历史事故类型，结合项目危险物质种

类及其生产区、仓储区、污水站的分布情况，本次评价设定关注的风险事故情形

包括： 

表 2.5-1  拟建项目事故情形事故概率统计一览表 
序号 风险事故情形 事故位置 评价因子 泄漏频率 来源 

1 
化学品库中化

学物质泄漏 
化学品仓库 

各类浆料、乙醇、丙酮

等 
1.0×10-4/a 

《建设项

目环境风

险评价技

术导则》

（HJ169-2
018） 

2 
污水站管道破

裂 
污水处理站 总镍、总锡、COD 等 3.00×10-7/（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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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环境风险分析 

2.6.1 大气环境影响 

（一）泄漏计算公式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中相关要求，项目

事故源强计算公式分述如下： 

1、泄漏量计算公式 

(1)泄漏速率计算 

①液体泄漏速率按下列公式计算： 

( )
gh

PP
ACQ dL 2

2 0 +
−

=
ρ

ρ  

式中：QL—泄漏速率，kg/s； 

Cd—排放系数，一般 0.60～0.64； 

A—裂口面积，m2； 

ρ—液体密度，kg/m3； 

P—容器内介质压力，Pa； 

P0—环境压力，Pa； 

g—重力加速度； 

h—裂口之上液面高度，m。 

②气体泄漏速率按下式计算： 

1
1

1
2 −

+









+
=

k
k

G
dG kRT

MkAPYCQ  

式中：QG—气体泄漏速度，kg/s； 

P—容器压力，Pa； 

Cd—气体泄漏系数；当裂口形状位圆形时取 1.00，三角形时取 0.95，长方形

时取 0.90； 

A—裂口面积，m2； 

M—分子量； 

R—气体常数，J/(mol·k)； 

TG—气体温度，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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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气体的绝热指数(热容比)，即定压热容与定容热容之比； 

Y ——流出系数，对于临界流 Y=1.0 对于次临界流按下式计算： 

( ) 2
1

1
12

1
1

0

1

0

2
1

1
21

















 +

×





−
×

















−×



=

−
+−

k
k

k
k

k k
kP

P
P
P

Y  

当
10

1
2 +









+
≤

k
k

kP
P

，则气体流动属临界流； 

当
10

1
2 −









+
>

k
k

kP
P

，则气体流动属次临界流； 

③两相流泄漏  

假定液相和气相是均匀的，且互相平衡，两相流泄漏速率 QLG 按下式计算：  

 

式中：QLG——两相流泄漏速率，kg/s；  

Cd ——两相流泄漏系数，取 0.8；  

PC ——临界压力，Pa，取 0.55 Pa；  

P ——操作压力或容器压力，Pa；  

A ——裂口面积，m2；  

ρm——两相混合物的平均密度，kg/m3；  

ρ1 ——液体蒸发的蒸汽密度，kg/m3；  

ρ2 ——液体密度，kg/m3；  

FV ——蒸发的液体占液体总量的比例；  

Cp ——两相混合物的定压比热容，J/(kg·K)；  

TLG ——两相混合物的温度，K；  

TC ——液体在临界压力下的沸点，K；  

H ——液体的汽化热，J/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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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FV＞1 时，表明液体将全部蒸发成气体，此时应按气体泄漏计算；如果 FV

很小，则可近似地按液体泄漏公式计算。 

(2)泄漏液体蒸发量计算 
通常泄漏后液体的挥发按其机理可有闪蒸蒸发、热量蒸发和质量蒸发三种，

其挥发总量为这三种蒸发之和。 

① 闪蒸蒸发估算 

当液体的沸点低于储存温度，液体流过裂口时会发生闪蒸。其闪蒸系数用下

式计算： 

v
pv

H
TTCF bT ）（ −

=  

过热液体闪蒸蒸发速率按下式计算： 

Q1=QL×FV 

式中：Fv—泄漏液体的闪蒸比例； 

Cp—泄漏液体的定压比热容，J/(kg•K)； 

TT—储存温度，K； 

Tb—泄漏液体的沸点，K； 

HV—泄漏液体的蒸发热，J/kg； 

Q1—过热液体闪蒸蒸发速率，kg/s； 

QL—物质泄漏速率，kg/s。 

② 热量蒸发估算 

当液体闪蒸不完全，有一部分液体在地面形成液池，并吸收地面热量而气化，

其蒸发速度按下式计算，并应考虑对流传热系数。 

atH
TTS

Q bo

π
λ )(

2
−×

=
 

式中：Q2—热量蒸发速度，kg/s； 

      T0—环境温度，K； 

      Tb—泄漏液体沸点温度，K； 

      S—液池面积，m2； 

      H—液体气化热，J/kg； 

      λ—表面热导系数，W/（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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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表面热扩散系数，m2/s； 

      t—蒸发时间，s。 

不同地面热扩散系数见表 2.6-1 所示。 

表 2.6-1 不同地面热扩散系数一览表 

地面情况 λ（W/m·k） α（m2/s） 
水泥 1.1 1.29×10-7 

土地（含水 8%） 0.9 4.3×10-7 
干阔土地 0.3 2.3×10-7 
湿地 0.6 3.3×10-7 
砂砾地 2.5 11.0×10-7 

③ 质量蒸发估算 

当热量蒸发结束后，转由液池表面气流运动使液体蒸发，称之为质量蒸发。

其蒸发速率按下式计算。 

( ) ( )( ) ( ) ( )nnnn ruTRMpaQ +++− ×××××= 2/422
03 /  

式中：Q3—质量蒸发速率，kg/s； 

      P—液体表面蒸气压，Pa； 

      M —物质的摩尔质量，kg/mol； 

      R—气体常数，J/(mol 数，)； 

      T —环境温度，K； 

μ—风速，m/s； 

r s 液池半径，m，以围堰最大等效半径为液池半径； 

a，n—大气稳定系数，取值见表 2.6-2。 

表 2.6-2  液池蒸发模式参数 

大气稳定状况 n a 
不稳定（A，B） 0.2 3.846×10-3 
自然稳定（D） 0.25 4.685×10-3 
稳定（E，F） 0.3 5.285×10-3 

（3）液体蒸发总量计算 

液体蒸发总量按下式计算。 

Wp=Q1t1+Q2t2+Q3t3 

式中：Wp—液体蒸发总量，kg； 

      Q1—闪蒸液体蒸发速率，kg/s； 

Q2—热量蒸发速率，kg/s； 



22  

Q3—质量蒸发速率，kg/s； 

t1—闪蒸蒸发时间，s； 

t2—热量蒸发时间，s； 

t3—从液体泄漏到全部清理完毕的时间，s； 

（4）火灾伴生/次生污染物一氧化碳产生量估算 

火灾伴生/次生一氧化碳产生量按下式计算。 

G 一氧化碳=2330qCQ 

式中：G 一氧化碳—一氧化碳的产生量，kg/s； 

C—物质中碳的含量，取 52%； 

q—化学不完全燃烧值，取 1.5%~6.0%； 

Q—参与燃烧的物质值，t/s。 

（二）事故源强计算 

（1）化品库物质泄漏液体蒸发风险事故  

由于扩建项目厂区化学品库内存储化学位置均为桶装或袋装存储，不涉及储

罐存储，且厂区最大存储量较小，因此，本次评价不对化学品库内化学物质泄漏

产生的液体蒸发量进行计算和风险预测。 

（2）无水乙醇、丙酮等不完全燃烧伴生污染物 CO 

扩建项目设置 1 个化学品库，化学品库内化学物质安装火灾类别分区存放，

本次评价选取存厂区最大存在量 2.56t，装置火灾时间取 3h，发生火灾事故后应采

用喷水冷却贮桶，大多数物料会随消防水进入事故池。假设乙醇、丙酮等有机化

学品全部参与燃烧，物质中碳的质量百分比本次评价取 52%，燃烧的有机化学品

中 5%不完全燃烧生成一氧化碳，火灾持续时间为 3 小时。则乙醇、丙酮等泄漏发

生火灾次生 CO 释放速率为：0.0144kg/s 

2.56/(3× 3600)×0.03×0.52×2330=0.0144kg/s 

则化学品库内无水乙醇、丙酮等有机化学品不完全燃烧伴生 CO 源强见表

2.6-3 所示。 

表 2.6-3 无水乙醇、丙酮等有机化学品不完全燃烧 CO 源强计算结果一览表 

序

号 
风险事故情

形描述 
危险 
单元 

危险 
物质 

影响途

径 

产生 
速率/

（kg/s） 

释放或泄

漏时间

/min 

不完全燃烧伴

生 CO 产生量

/kg 

其他事

故源参

数 
1 无水乙醇、丙 化学品 CO 挥发至 0.0144 180 155.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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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等有机化

学品不完全

燃烧 

库 大气 

（三）预测结果 

（1）预测模型筛选 

根据（HJ169-2018）要求，大气风险预测计算时应区分重质气体与轻质气体

排放选择合适的大气风险预测模型。重质气体和轻质气体的判断依据可采用附录

G 中 G.2 推荐的理查德森数进行判定。根据不同的排放性质，理查德森数的计算

公式不同，依据排放类型，理查德森数的计算分连续排放、瞬时排放两种形式。

Ri 的计算公式具体为： 

连续排放： 

 
瞬时排放： 

 
式中：ρrel—排放物质进入大气的初始密度，kg/m3； 

      ρa—环境空气密度，kg/m3； 

      Q—连续排放烟羽的排放速率，kg/s； 

      Qt—瞬时排放的物质质量，kg； 

      Drel—初始的烟团宽度，即源直径，m； 

      Ur—10m 高处风速，m/s。 

判断连续排放还是瞬时排放，可以通过对比排放时间 Td 和污染物到达最近的

受体点（网格点或敏感点）的时间 T 确定。 

T=2X/Ur 

式中：X—事故发生地与计算点的距离，m； 

      Ur—10m 高处风速，m/s。假设风速和风向在 T 时间段内保持不变。

Ur取 1.5m/s。 

当 Td＞T 时，可被认为是连续排放的；当 Td≤T时，可被认为是瞬时排放。 

判断标准为：对于连续排放，Ri≥1/6为重质气体，Ri＜1/6 为轻质气体；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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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时排放，Ri＞0.04 为重质气体，Ri≤0.04为轻质气体。 

本项目风险事故类型各污染物预测模型选取结果如下： 

A、AFTOX 模型适用于平坦地形下中性气体或轻质气体排放以及液池蒸发气

体的模拟。可模拟连续排放或瞬时排放，液体或气体，地面源或高架源，点源或

面源的指定位置浓度、下风向最大浓度及其位置等。 

B、SLAB 模型适用于平坦地形下重质气体排放的扩散模式。可模拟的排放类

型包括地面水平挥发池、抬升水平喷射、烟囱或抬升垂直喷射以及瞬时体源。可

在一次运行中模拟多组气象条件，但模型不适用于实时气象数据输入。 

本项目大气环境风险预测模型选取依据见下表所示。 

表 2.6-4 本项目风险事故预测模型选取一览表 

事故情形 危险物质 排放类型 气象条件 理查德森数 Ri 重质/轻质气体 预测模型 
无水乙醇、丙

酮等有机化学

品不完全燃烧 

CO 
 

连续排放 
 

最不利 <0.04 轻质气体 AFTOX 模型 

最常见 <0.04 轻质气体 AFTOX 模型 

（2）预测范围与计算点 

① 预测范围 

根据（HJ 169-2018），预测范围应为预测物质浓度达到评价标准时的最大

影响范围，由预测模型计算获取。 

结合风险评价等级及评价范围，确定本次大气环境风险预测范围定为项目周

边 5000m。 

② 计算点 

根据导则，大气环境风险评价预测计算点分为特殊计算点和一般计算点。 

特殊计算点：周边 5km 范围内所有居民点、学校。 

一般计算点：距风险源 500m 范围内一般计算点间距设置为 50m×50m，

500~5000m 范围内间距设置为 100m×100m。共计 5547 个网格点。 

下风向轴向有毒有害物质最大浓度计算步长对应设置为 50m 和 100m。 

计算点高度设置为 2m。 

（3）事故源参数 

事故源参数详见小节“（二）事故源强计算”。 

（4）气象参数 

项目大气风险评价等级为二级，按照导则应选取最不利气象条件及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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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最常见气象条件分别进行后果预测。 

① 选取最不利气象条件，即 F 类稳定度、1.5m/s 风速、温度 25℃、相对湿

度 50%进行后果预测； 

② 选取最常见气象条件，即近 3 年内至少连续 1 年气象观测资料统计分析得

到的频率最高的稳定度、该稳定度下的平均风速（非静风）、日最高平均气温、

年平均湿度。 

根据蚌埠站 2020 年连续 1 年气象数据统计结果，2020 年蚌埠出现频率最高

的稳定度为 D，该稳定度下平均风速为 2.8m/s，日平均气温最大值为 28℃，年平

均相对湿度为 60%。 

（5）大气毒性终点浓度选取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附录 H，需预测的

危险物质环 CO 的大气毒性重点浓度选取结果见下表所示。 

表 2.6-5 预测涉及的危险物质特性毒性终点浓度选取一览表 

序号 物质名称 
大气毒性重点浓度 mg/m3 

1 级 2 级 
1 CO 380 95 

（6）预测结果 

本次评价各项风险事故情景下大气风险预测模型主要参数选取见下表所示。 

表 2.6-6 大气风险预测模型主要参数表 

参数类型 选项参数 

基本 
情况 

事故源经度 117.32681975E 
事故源纬度 32.92027563N 
事故源类型 化学品库内有机化学品不完全燃烧次生 CO 

气象参数 

气象条件类型 最不利气象 最常见气象 
风速/（m/s） 1.5 2.8 

环境温度（℃） 25 28 
相对湿度/% 50 50 

稳定度 F D 

其他参数 
地表粗糙度/m / 
事故考虑地形 不考虑 

地形数据精度/m / 
 

①化学品库内无水乙醇、丙酮等有机化学品燃烧爆炸次生 CO 影响 

根据上述预测模式以及事故源强，估算化学品库内无水乙醇、丙酮等有机化

学品燃烧爆炸事故情况下有机化学品燃烧次生的 CO，对周边大气环境有一定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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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区域 CO 预测浓度达到不同毒性终点浓度的最大影响范围见表 2.6-7 和图

2.6-1~图 2.6-4。 

表 2.6-7  CO 最大影响范围一览表 

气象条件 评价标准 最大距离 m 最大半宽 m 达到时间 min 

最不利气象条件 
 

毒性终点浓度-1
（380mg/m3） 

40 0 0.67 

毒性终点浓度-2
（95mg/m3） 

60 4 0.11 

最常见气象条件 
 

毒性终点浓度-1
（380mg/m3） 

10 0 0.0667 

毒性终点浓度-2
（95mg/m3） 

40 2 0.4 

 

 

图 2.6-1   CO 在不利气象条件下不同距离最大浓度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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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2   CO 在常见气象条件下不同距离最大浓度曲线图 

 

 
图 2.6-3  最不利气象条件下 CO 最大影响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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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4  最常见气象条件下 CO 最大影响范围示意图 

预测表明，最不利气象条件下，达到 CO 毒性终点浓度-1 最大出现距离为化

学品库下风向 60m；达到毒性终点浓度-2 最大出现距离为化学品库下风向 40m。

最常见气象条件下，达到CO毒性终点浓度-1最大出现距离为化学品库下风向40m；

达到毒性终点浓度-2 最大出现距离为化学品库下风向 10m。 

④环境敏感点分析 

根据上述预测结果可知，本次评价最大的事故情形为化学品库内无水乙醇、

丙酮等化学物质燃烧爆炸次生 CO 的扩散，最不利气象条件下，达到 CO 毒性终

点浓度-1 最大出现距离为化学品库下风向 60m；达到毒性终点浓度-2 最大出现距

离为化学品库下风向 40m。最常见气象条件下，达到 CO 毒性终点浓度-1 最大出

现距离为化学品库下风向 40m；达到毒性终点浓度-2 最大出现距离为化学品库下

风向 10m。在最不利和最常见气象条件下，达到 CO 毒性终点浓度-1 最大出现距

离范围内均没有环境敏感点分布。 

③大气事故源项及事故后果基础信息表 

本次大气风险评价事故源项及事故后果基本信息汇总见下表所示。 

表 2.6-8  大气风险评价事故源项及事故后果基础信息表 

代表性风险事

故情形描述 
化学品库内无水乙醇、丙酮等化学物质燃烧爆炸次生 CO 

环境风险类型 火灾爆炸次生 CO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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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设备类型 / 操作温度/℃ / 操作压力 MPa / 

泄漏危险物质 CO 最大存在量 t / 泄漏孔径 mm / 

泄漏速率 kg/s 0.0144 泄漏时间 min 180 泄漏量 kg 155.52 

泄漏高度/m / 泄漏液体蒸发量 kg / 泄漏频率 / 

事故后果预测 

大气 

危险物质 指标 
浓度值/

（mg/m3） 

最远影响距离

/m 
到达时间/min 

CO（最不利气象条

件） 

大气毒性终点浓度-1 380 60 0.67 

大气毒性终点浓度-2 95 40 0.11 

CO（最常见气象条

件） 

大气毒性终点浓度-1 380 40 0.0667 

大气毒性终点浓度-2 95 10 0.4 

根据以上分析及后果计算，在最不利和最常见气象条件下化学品库内无水乙

醇、丙酮等化学物质燃烧爆炸次生 CO 可能会对周边环境产生一定影响。本次评

价要求建设单位根据事故发生时气象条件做好应急疏散救援工作，确保事故状态

下 1h 内能够将事故下风向受影响敏感点居民全部疏散撤离至上风向安全地带。 

2.6.2 消防事故废水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GB 50160-2008（2018 年版）相关规定，

扩建项目厂区占地面积小于 100 公顷，同一时间内火灾处数按一处计；另外本项

目属中型石油化工装置，消防用水量按工艺装置计，按 GB 50160-2008（2018 年

版）表 8.4.3 工艺装置消防用水量表计算消防废水。 

本项目稳高压消防水管网设计供水压力为 0.63MPa，室外消火栓流量为

35L/s，室内消火栓流量为 25L/s。按照同一时间内按火灾次数 1 次，室外、室内

持续灭火时间 3.0h，火灾延续时间以 3h 计，共需消防水 648m3。 

根据中国石化建标[2006]43 号《关于印发<水体污染防控紧急措施设计导则>

的通知》中有关要求，事故储存设施总有效容积计算公式如下： 

事故储存设施总有效容积： 

V 总＝（V1＋V2－V3）max＋V4+V5 

注：（V1＋V2－V3）max 是指对收集系统范围内不同罐组或装置分别计算。 

V1＋V2－V3，取其中最大值。 

V1——收集系统范围内发生事故的一个罐组或一套装置的物料量。 

注：按最大的一个罐组储罐计，装置物料量按存留最大物料量的一台反应器

或中间储罐计，最大泄漏物料量 0m3。 

V2——发生事故的储罐或装置的消防水量，648m3； 



30  

V3——发生事故时可以转输到其他储存或处理设施的物料量，0m3；  

V4——发生事故时仍必须进入该收集系统的生产废水量，(因生产出现事故

时，生产线停产，此时产生的生产污水量为 111.78m3)； 

V5——发生事故时可能进入该收集系统的降雨量，m3； 

V5＝10qF 

q——降雨强度，mm；按平均日降雨量； 

q=qa/n 

qa——年平均降雨量，905.4mm； 

n——年平均降雨日数，105 天。 

F——必须进入事故废水收集系统的雨水汇水面积，ha。 

F——必须进入事故废水收集系统的雨水汇水面积，化学品仓库占地面积

0.01ha。V5=0.86m3。 

根据以上计算 V 总 ＝（ V1 ＋ V2 － V3 ） max ＋ V4+V5= （ 0+648-0 ）

+111.78+0.86=760.64m3。 

以上计算表明，本次扩建项目事故储存设施（事故池）总有效容积应大于

760.64m3，项目位于贝迪斯厂区内，贝迪斯公司在厂区东南角建设一座容积为

800m3 事故池，该容积能够满足事故状况下厂区事故废水收集。 

本项目事故池主要用来收集事故状态下和消防时的污染水，事故池确保所有

事故排放或泄漏的液体能自流至事故池，并在雨水排放口设置切断设施，在总排

口设置切断设施，可确保一般事故状态下事故废水不外排。事故池采用地下式钢

筋混凝土结构，池口周遍设防护拦，以防人员跌落，平时处于空池状态，收集的

事故废水分批次送至项目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处理达标后外排至蚌埠市第一污

水处理厂。 

综上所述，项目事故水采取“单元、厂区、园区”三级联控，可确保一般事故

状态下事故废水不外排，因此基本不会对周围水环境产生影响。 

2.7 环境风险管理 

本项目环境风险主要是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废物收集、运输、贮存或使用时可

能发生的运输事故、火灾事故、工艺废气事故性排放等引起的环境污染。对于环

境风险的防范，除了成立事故应急处理部门，对使用和操作人员进行培训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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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针对各个风险环节，制订相应的应急计划或措施。  

2.7.1 生产区事故的预防  

建设单位将采取所有可行的措施保护员工、居民及环境免受事故导致的环境

危害。这些措施将贯彻到生产装置及其公用工程设施的设计、施工、运行及维护

的全过程。  

常见事故的防范措施：为防范化学品、电镀槽液等泄漏事故的发生，应对其

进行适当地整体试验。  

2.7.2 物料泄漏风险防范措施 

化学品、电镀槽液泄漏事故的防范是生产和储运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发生

泄漏事故可能引起火灾和爆炸等一系列重大事故。因此选用较好的设备、精心设

计和制造、认真的管理和操作人员的责任心是减少泄漏事故的关键。 

（1）装卸时防泄漏措施 

在装卸物料时，要严格按章操作，尽量避免事故的发生；装卸区设围堰以防

止液体化学品物料直接流入路面或水道。 

（2）项目电镀生产车间、化学品库设置有导流槽，车间地面设置有 15cm 高

漫坡。地面设置有防渗材料，当物料泄漏时将通过导流槽自流进土厂区内事故池

暂存。 

2.7.3 火灾和爆炸的防范措施 

（1）设备的安全管理 

定期对设备进行安全检测，检测内容、时间、人员应有记录保存。安全检测

应根据安全性、危险性设定检测频次。 

（2）在危化品库内，设置永久性接地装置；在装物料作业时防止静电产生，

防止操作人员带电作业；在危险操作时，操作人员应使用抗静电工作帽和具有导

电性的作业鞋；要有防雷装置，特别防止雷击。 

（3）对生产装置进行合理布置，进行防火分区，以满足防火间距和安全疏

散的要求。在装置区内的所有运营设备，电气装置都应满足防爆防火的要求。 

（4）预防措施 

工程控制：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化学品库、危废暂存间等仓储区设置

有泡沫喷淋、消防栓、灭火器，可燃气体检测报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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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应该佩戴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撤

离时，佩戴自给式呼吸器。 

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防护服：穿防静电工作服。  

手防护：必要时戴防化学品手套。  

其它：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后，淋浴更衣。单独存放被毒

物污染的衣服，洗后再用。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2.7.4 各种储存仓库的风险防范措施  

本项目将建有专门的化学品仓库、危废暂存间。为了防止各种危险废物产生

渗滤液渗入地下，对电镀车间、化学原料仓库、污水站、危废暂存间地面做防渗

处理（渗透系数≤10-10cm/s）。化学品仓储区并配备灭火器、消防沙等消防器材。

电镀车间、化学品库区等设置导流槽，用以防止在特殊风险事故情况下的事故废

水外溢至车间外，导致废水中的多种有毒有害污染物污染周边的土壤或水体，导

流槽内应有硬化地面并同样设置防渗材料。  

电镀车间、化学品库门口应设置 20cm 高的挡水坡，防止暴雨时有雨水涌进；

堆放货架最底层应距地面至少 20cm，防止水淹；在仓库、车间外部设雨水沟，

下雨时可收集雨水，防止雨水浸入仓库。  

2.7.5 消防废水污染外界水体环境的预防  

当发生火灾爆炸或者泄漏等事故时，消防废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二次污染问

题，由于消防水在灭火时产生，产生时间短，产生量巨大，不易控制和导向，一

般进入厂区雨水管网后直接进入市政雨水管网后进入外界水体环境，从而使带有

化学品的消防废水对外界水体环境造成的严重的污染事故，根据这些事故特征，

本评价提出如下预防措施： 

(1)强化贮存区防火堤的建筑强度，使之在发生小型火灾消防水不多的情况下

可以将消防水控制在防火堤内；  

(2)在厂区雨水管网集中汇入市政雨水管网的节点上安装可靠的隔断措施，可

在灭火时将此隔断措施关闭，防止消防废水直接进入雨水管网；  

(3)在厂区边界预先准备适量的沙包，在厂区灭火时堵住厂界围墙有泄漏的地

方，防止消防废水向场外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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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项目消防措施以干粉、泡沫灭火为主。在厂区内建设有容积为 80m3

容量的事故池作为事故废水收集池，在事故时可收集消防废水，避免消防废水污

染外界的环境。 

2.7.6 工艺废气事故性排放风险的防范措施  

（1）设备的定期维护  

工艺废气事故性排放风险主要来源于废气处理设施故障，在日常运行过程中，

应定期对废气处理设施进行安全检测，对负压收集系统进行检测维护，确保负压

收集稳定性，确保各阀门管道连接气密性，避免废气处理设施故障。  

（2）操作人员的教育培训  

在日常运营过程中，应加强操作人员的教育培训，确保所有生产设施的操作

均合规合理，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的生产设施故障而导致工艺事故性废气排放。  

（3）合理安排生产制度  

应在充分考虑设备实际处理能力的情况下，合理安排生产制度，杜绝超负荷

运行，从而确保生产设备在合理生产负荷条件下稳定运行，避免超载引发的设备

故障等。  

2.7.7 风险事故的应急措施  

（1）因各种原因发生泄露、环保措施故障等事故后，高污染影响地区人员

应迅速撤离至安全区，进行紧急疏散、救护。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

吸器，穿防护工作服。不要直接接触泄漏物，尽可能切断泄漏源。少量泄漏可以

用大量水冲洗，废水进入消防应急水池暂存。消防人员必须佩戴氧气呼吸器，穿

全身防护服。应设置完善的事故收集系统，保证各单元泄漏物能迅速、安全地集

中到事故池，进行集中处理。在发生泄漏时，应严禁明火，人员撤离现场并站在

上风向出。 

各类有机溶剂一旦泄漏将以气体的形式扩散到大气中，有机废气为易燃物，

容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因此若因化学品包装桶发生泄漏并引起火灾，应根据着

火原因选择适当灭火剂灭火。一旦废气等污染处理设施发生故障，相应生产车间

必须立即停止生产，待故障排除、治理设施修复且可以正常运转后方可投入生产。  

（2）一旦发生泄漏，应立采取紧急堵漏措施，紧急切断进、出料阀门，降

温、泄压，防止有毒有害物质继续外泄，启动紧急防火措施。物料泄露时应将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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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物质收集至应急收集池，不得排入雨水和污水收集管网。  

（3）建立处理紧急事故的组织机构，规范事故处理人员的责职、任务，组

织抢险队伍，保障运输、物质、通讯、宣传等使应急措施顺利实施。建立公司、

车间、班组三级通讯联络网，保证信息畅通无阻。按照紧急事故汇报程序报告有

关主管部门，向消防系统报警。  

（4）成立应急救援小组，明确负责人及联系电话。加强平时培训，确保在

事故发生时能快速作出反应。 

（5）事故发生时，应迅速将危险区的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对中毒患者进行

必要的处理和抢救，并迅速送往最近的医院救治。生产员工须了解各类化学物质

的危险性、健康毒害性及所采取的安全和健康防范措施，生产车间应配备急救设

备及药品，有关人员应学会自救互救。医务室要建立初期急救措施，以对中毒人

员能迅速进行初期处理后送医院治疗。建设单位不负责原料和化学原料的收集和

运输。正常情况下发生运输污染事故的机率较小。非正常情况下，如发生交通意

外，容器等破裂致使危险废物散失或泄漏至路面、地上时，将会污染现场的地面

土壤或地下水，应及时采取措施阻止污染事故蔓延，并通知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进行处理。建设单位必须做好风险防范和减缓措施，杜绝风险事故的发生。  

2.8 应急预案的编制要求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环发[2010]113 号）、《企

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4 号）

等文件要求，企业事故应急预案应单独编制、评估、备案和实施。  

本项目运行期建设单位应组织环境风险应急预案编制工作。按照国家、地方

和相关部门要求，提出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的原则要求如下：应急预

案必须包括预案适用范围、环境事件分类与分级、组织机构与职责、监控和预警、

应急响应、应急保障、善后处置、预警管理与演练等内容。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应体现分级响应、区域联动的原则，与地方政府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相

衔接，明确分级响应程序。  
 

 

 

 



35  

3 风险评价结论  

（1）根据风险潜势判断扩建项目大气环境风险潜势等级为Ⅲ，地表水环境

风险潜势等级为Ⅱ，地下水环境风险潜势等级为Ⅰ。项目大气环境环境风险评价

等级为二级，地表水环境风险评价等级为三级，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等级为简单

分析。本项目环境风险评价等级为二级。 

（2）扩建项目涉及的原辅料有对氨基磺酸、氯化镍、氨基磺酸镍、硫酸、

硼酸、无水乙醇、丙酮、环己酮、甲基磺酸、含镍槽液、含锡槽液、乙醇及各类

危险废物等，危险化学品仅为无水乙醇、丙酮、氯化镍， 

（3）结合总平面布置，按照主体工程、贮运工程、管线工程和环保工程，

将项目厂区危险单元划分如下：化学品库、危废暂存间、废水收集管道。 

（4）本次评价风险事故类型：化学品库化学品物质遇明火发生火灾产生次

生的 CO。 
（5）预测结果表明，化学品库内无水乙醇、丙酮等化学物质燃烧爆炸次生

CO 的扩散，最不利气象条件下，达到 CO 毒性终点浓度-1 最大出现距离为化学品

库下风向 60m；达到毒性终点浓度-2 最大出现距离为化学品库下风向 40m。最常

见气象条件下，达到 CO 毒性终点浓度-1 最大出现距离为化学品库下风向 40m；

达到毒性终点浓度-2 最大出现距离为化学品库下风向 10m。在最不利和最常见气

象条件下，达到CO毒性终点浓度-1最大出现距离范围内均没有环境敏感点分布。 

（6）项目对厂区事故废水采取“三级防控”预防管理，贝斯迪公司拟设置有 1

座事故池，总有效容积为 800m3，并在雨水排放口和污水排放口设置切断阀，确

保事故状态下泄漏物料、消防废水进入事故池，事故废水不外排；车间产生的重

金属废水及时暂存，避免事故泄漏。 

（7）建设单位拟对化学品库、污水处理区、危废暂存间、电镀车间等采取

重点防渗，设置围堰和导流沟，避免泄漏物质外泄，可最大程度降低土壤和地下

水环境风险。 

（8）本项目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安全风险防范措施，制定了大气、泄漏

事故、事故废水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建设单位应按照要求修编企业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成立环境风险应急领导小组，配备厂区事故应急物资，事故发生后立即

启动应急预案，可控制、消减风险危害并及时进行应急跟踪监测，确保事故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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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最低。 

（9）由于事故触发因素具有不确定性，本评价设置的事故情形并不能包含

全部可能的环境风险，事故情形设定建立在环境风险识别的基础上，通过对代表

性和危害性较大的事故情形进行分析，为企业环境风险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综上所述，本评价认为，在有效落实风险防范措施和事故应急预案的前提下，

从环境风险评价角度，项目环境风险可以防控。 

 
 

 

 

 

 

 

 

 

 

 

 

 

 

 

 

 

 

 

 

 

 

 



 

  项目环境风险评价自查表 
工作内容 完成情况 

风险

调查 

危险物质 
名称 乙醇 丙酮、环己酮 其他化学品 

存在总量/t 2.0 0.56 27.849 

环境敏感性 

大气 500m 范围内人口数  2030   人 5km 范围内人口数   492209   人 

地表水 
地表水功能敏感性 F1□ F2✔ F3□ 
环境敏感目标分级 S1□ S2□ S3✔ 

地下水 
地下水功能敏感性 G1□ G2□ G3✔ 
包气带防污性能 D1□ D2✔ D3□ 

物质及工艺系统危

险性 

Q 值 Q＜1□ 1≤Q＜10□ 10≤Q＜100✔ Q＞100 
M 值 M1□ M2 M3□ M4✔ 
P 值 P1 P2□ P3□ P4✔ 

环境敏感程度 
大气 E1✔ E2 E3□ 

地表水 E1□ E2✔ E3 
地下水 E1□ E2□ E3✔ 

环境风险潜势 Ⅳ+□ Ⅳ□ Ⅲ✔ Ⅱ□ Ⅰ□ 
评价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简单分析□ 

风险

识别 

物质危险性 有毒有害 易燃易爆✔ 
风险类型 泄漏✔ 火灾、爆炸引发伴生/次生污染物排放✔ 
影响途径 大气✔ 地表水□ 地下水✔ 

事故影响分析 源强设定方法□ 计算法✔ 经验估算法✔ 其他估算法□ 
风险

预 
测与

评价 

大气 

预测模型 SLAB AFTOX✔ 其他 

预测结果 
大气毒性终点浓度-1 最大影响范围 60   m 

大气毒性终点浓度-2 最大影响范围   40   m 

重点风险防范措施 
贝迪斯公司拟建事故应急池 1 座，总有效容积 800m3；新建化学品库围堰及导流槽，配套视频监控系统、火灾报警系统、门禁系统；新建有毒有害、可燃气体自动

检测系统；在罐前阀组附近设置可燃物质火灾检测器，检测报警信号引至 DCS 指示报警等。 
评价结论与建议 项目环境风险可以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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