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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西门子传动有限公司（Siemens Electrical Drives Ltd，简称 SEDL）是西

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与中方合作伙伴天津百利机电控股集团公司及天津电气传

动设计研究所合资建立的生产工程型全数字控制的交流和直流传动产品及电机

的基地。公司组建于 1995 年初，位于天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苑科技园（环

外）海泰创新五路 1号。主要产品工业电机、风力发电机、变频调速器、智能变

频器、电动巴士等。

该公司距上一次（2019 年 6 月 6 日）环境应急预案备案已满三年。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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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需要重新进行环境风险评估，及时修订，固编制本次相关报告。

为查清企业存在的环境风险隐患，科学评估环境风险防控能力，客观界定环

境风险等级，并为环境安全达标建设提供参考，依据环办[2014]34 号《企业突

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

HJ941-2018、《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通过对公司

环境风险源、环境风险受体、环境风险防控及应急措施等情况的调查，对运行期

间可能发生的火灾、泄漏事故及次生污染等突发性事件或事故（一般不包括人为

破坏及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对人身/社会公众安全和环境的影响和损害进行评估，

并编制完成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确定公司的环境风险等级，并分析假定突发环境

事件及后果，提出合理可行的防范、应急与减缓措施，降低公司在突发事件后产

生的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

2.总则

2.1 编制原则

环境风险评估是环境管理的科学基础和重要依据。环境风险评估主要评估人

为环境风险，即预测人类活动引起的危害生态环境事件的发生概率，以及在不同

概率下事件后果的严重性，并决定采取适宜的对策。企业环境风险评估编制原则

是按照资料准备与环境风险识别、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后果分析、现有环

境风险防控和环境应急管理差距分析，制定完善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的实施

计划、划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确定什么样的风险水平是社会和公众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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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何将无法接受的风险水平降至社会可接受的最低限度。本评估报告的编制

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1）全面、细致地进行现状调查；

（2）科学、客观地进行评估，如实反映企业的环境风险水平；

（3）认真排查企业存在的环境风险，严格对照《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

估指南（试行）》和《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制定整改方案；

（4）评估报告的内容和格式必须符合《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

行）》和《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的要求。

2.2 编制依据

2.2.1 法律法规、规章、指导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 年 1 月 1 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6 月 27 日修订，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订，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三十四号，2020 年 9 月 1 月实施）；

（6）《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 年 11 月 1 日）；

2.2.2 相关法规、条例

（1）《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 17 号，2011 年 5 月 1

日）；

（2）《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 32 号，2015 年 3 月 1

日）；

2.2.3 地方性法规及文件

（1）《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20年9月25日修正）；

（2）《天津市水污染防治条例》（2020年9月25日修正）；

（3）《天津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0年1月1日起实施）；

（4）《天津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津政规[202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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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印发《天津市环保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2014年5月31日）；

（6）《市环保局关于做好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

（津环保应[2015]40号）；

（7）《关于印发〈天津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导则〉（工业园区版、企业版）

的通知》（津环保监[2010]229号）；

（8）《天津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2014年6月17日发布并实施）

（9）《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天津市滨海新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

通知》（津滨政发[2014]23号）；

（10）《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通知》（津政规

[2021]1号）

（11）天津市人民政府令2008年第11号《天津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

（12）津环保应[2015]40 号《市环保局关于做好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

（13）《市环保局关于做好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工

作的通知》（津环保应[2015]40 号）。

（14）《关于印发〈天津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导则〉（工业园区版、

企业版）的通知》（津环保监[2010]229 号）

2.2.4 标准、技术规范

（1）《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2019 年 3 月 1 日

起施行；

（2）《危险化学品目录（2018 版）》；

（3）《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 版）》（GB50016-2014）；

（4）《化学品毒性鉴定技术规范》（卫监督发[2005]272 号），200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5）《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程》（GB20576-GB20602）；

（6）《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18）；

（7）《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方法》（HJ941-2018）。

（8）《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环办[2014]34 号，201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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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指南（试行）》（环办应急[2019]17 号，2019

年 3 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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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 9 日）；

（11）《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指南（试行）》；

（12）《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10）；

（13）《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版)；

2.2.5 其他文件

（1）《西门子电气传动有限公司一期工程年产高功率电动机定子和转子产

品 500 套、智能型变频器 2000 台项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批复文件；

（2）《西门子电气传动有限公司二期工程年产变频调速器 10 万台、电机

1300 台项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批复文件；

（3）《西门子电气传动有限公司电动巴士电机引进生产项目》建设项目环

评报告及批复文件；

（4）《西门子电气传动有限公司西门子直流驱动器引进生产项目》建设项

目环评报告及批复文件；

（5）《西门子电气传动有限公司西门子电气传动工厂牵引生产布局优化项

目》建设项目环评报告及批复文件；

（6）《西门子电气传动有限公司西门子电气传动工厂电机生产布局优化项

目》建设项目环评报告及批复文件；

（7）《西门子电气传动有限公司新能源商用车电机产能提升项目》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报告及批复文件；

3.回顾性评估

西门子传动有限公司根据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市环保局关于做好企业

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工作的通知》（津环保应[2015]40 号）中

的规定，同时根据国家、天津市相关的法律要求，编制《西门子传动有限公司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于2019年6月12日完成备案（备案号：tjgx-2019-1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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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西门子电气传动有限公司取得了“西门子电气传动有限公司新

能源商用车电机产能提升项目”的环评批复。2021 年 9 月完成了该项目的第一

阶段环境保护验收。

根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企业划定环境风险等

级已满三年”和“涉及环境风险物质的种类或数量、生产工艺过程与环境风险防

范措施或周边可能受影响的环境风险受体发生变化，导致企业环境风险等级变化

的”需重新划定企业环境风险等级，编制或修订企业的环境风险评估报告。

西门子电气传动有限公司备案时间即将满 3年，在上次备案后“西门子电气

传动有限公司新能源商用车电机产能提升项目第一阶段”建设完毕，原有 B09

车间东半部分外售弗兰德传动系统有限公司海泰分公司。综上，需对现有的应急

预案进行修订（包括风险评估报告、应急资源调查报告、应急预案文本及编制说

明），完成本预案编制后提交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2022 年 2 月，公司环保负责人员对厂区的环境风险情况进行核实统计，主

要包括公司基本情况、风险源、环境受体、风险防范措施、评估方法等方面。

3.1 公司基本情况

与 2019年备案时相比，公司新增了一期项目，项目名称为“西门子电气传

动有限公司新能源商用车电机产能提升项目”风险评估增加上述项目的相关内

容。厂区原有的 B09 车间东半部分，现已外售弗兰德传动系统有限公司海泰分公

司，主要是减少的风险源为 B09 车间的喷漆房以及对应环保设施（活性炭吸附脱

附+催化燃烧）。预案及评估内容不再包括上述内容。

3.2 风险源变化情况

（1）风险源变化情况

表 3.2-1 新增项目原辅材料情况表

序号 名称 年消耗量（个） 最大存储量（个） 存储位置
使用工

序
备注

1 转子总成 1900 190 仓库
转子生

产
新电机

2 定子铁芯 1900 190 仓库
定子生

产
新/原电机

3 圆导线 45600kg 9600kg 仓库
定子生

产
新/原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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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年消耗量（个） 最大存储量（个） 存储位置
使用工

序
备注

4 浸渍树脂 13050kg 180kg 储漆罐
定子生

产
新电机5 槽绝缘 102600 / B03

6 扁平管 102600米 / 仓库

7 铝机壳 1900 180 仓库

总装 新电机

8 端盖 3800 120 仓库

9 联轴器 1900 180 仓库

10 轴承 3800 360 仓库

11 接线盒 1900 190 仓库

12 编码器 1900 190 仓库

13 轴封 3800 380 仓库

14 O型密封圈 7600 160 仓库

15 螺丝防松剂 68400g 1000g 化学品暂存室

16 润滑脂 456g 200g 化学品暂存室

17 密封胶 900600g 43000g 化学品暂存室

18 隔离剂 218500g 20000g 化学品暂存室

19 清洗剂 190000ml 4500ml 化学品暂存室

20 防锈油 19000g 19L 化学品暂存室

21 转子铁芯 1900 200 仓库
转子生

产 原电机
22 磁块 228000 2400 仓库

23 填充树脂 950kg 200kg 储漆罐

24 机壳 1900 200 仓库 总装

表 3.2-2 新增风险源情况表

功能单元
所属事

业部
主要风险物质 可能产生的风险 风险类型

B02车间电

机定子浸渍

生产区域

CV 浸渍液 电机定子浸渍液泄漏 泄露

B02车间浸

渍废气处理

设施（活性炭

吸附脱附+催
化燃烧）

CV VOCs 废气

催化燃烧设施（温度＜300℃）

使用电加热，活性炭吸附脱附+
催化燃烧处理设备故障导致废

气异常排放。

泄露、火灾次

生环境事故

B02车间/CV E-bus电机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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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浸渍设备 浸渍液放置位置

化学品暂存柜
浸渍废气处理设备（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

烧）

（2）周边环境受体变化情况

与 2019 年版本预案对比，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无变化，水环境风险受体无变

化。

（3）防控措施变化情况

与 2019 年版本预案对比，因 B02 车间增加电机定子浸渍生产线和浸渍废气

处理设备，其相应的防控措施也相应增加。公司其他防控措施无变化。

（4）评估方法变化情况

与 2019 年版本预案对比，评估方法无变化，均按照《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

险分级方法》（HJ941-2018）。

（5）风险等级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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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备案评估的风险等级为“一般［一般-大气（Q0）+一般-水（Q0）］”，

本次风险等级不变。

（6）环境事故发生及应对情况

公司近三年未发生突发环境事故。

3.3 应急物资变化情况

经对厂区应急物资进行调查，与上次预案相比，应急发电机减少 1台，医药

急救箱增加 8个，簸箕、扫帚均减少 1把，铁锹减少 2把。

表3.3-1 公司现有应急物资与装备情况

主要作业

方式或资源功能
重点应急资源名称

现有物资及

装备数量
存放地点

负责人及

联系方式

污染源切断

应急沙袋 270袋
厂区西南角应急

沙土存放处

崔朝辉

15122299590

储罐堵漏工具 1套 VPI设备间储罐区
李喆

13132508794
罐区围堰 / VPI设备间储罐区 /

污染物控制、收集

沙土 20箱 各车间
崔朝辉

15122299590

收集桶 8个 固废站
康绍文

13612119895

抽水泵 2个 厂务保存
孙学旺

13752453143
簸箕 11个

现场应急柜

（11个）

崔朝辉

15122299590扫帚 11把
铁锹 22把

浸渍罐废液收集桶 1个 VPI设备间
李喆

13132508794

安全防护

医药急救箱 20个 各车间/医务室 陈欣欣

18522601135担架 3个 医务室

洗眼喷淋器 9个 各车间
赵凤娟

13821365512
防化服 55套

现场应急柜

（11个）

崔朝辉

15122299590

防化手套 55双
防护镜 55个
防火服 66套
安全帽 66个
防护手套 66套

半面式呼吸防护器 66个

应急通信和指挥 对讲机 24套 ERT成员
崔朝辉

15122299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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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业

方式或资源功能
重点应急资源名称

现有物资及

装备数量
存放地点

负责人及

联系方式

应急柴油发电机 2台
B06发电机房

B09发电机房

尹景轩

18512269278

应急灯 103个 各车间
尹景轩

18512269278
隔离警示带 24卷

应急柜
崔朝辉

15122299590手持扩音器 24台

锥形事故标志柱 / 厂务部门
孙学旺

13752453143

消防器材

消防水泵 2台
喷淋泵

消防栓泵

崔朝辉

15122299590
手提式 CO2灭火器 68个

厂务部门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377个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2+2（备用）
B01车间

备用器材库

室内消防栓 135组 各车间

厂区内室外消防栓及

配套水带等
24套 厂区

消防水池 2座 厂区

消防微站应急物质

厂区灭火器箱 22箱 连廊、吸烟区
崔朝辉

15122299590
消防战斗服 6套

微型消防站
崔朝辉

15122299590

消防空气呼吸器 2个
安全绳 6条

消防专用小斧子 6把
消防专用扳手 2把

应急手电 6把
消防头盔 6个
钢筋钳子 2把

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

器
6个

消防战斗靴 6双
战斗服手套 6双

消防空气呼吸器备用

气瓶
2瓶

3.4 应急体系变化情况

环境应急机制与上次备案相比，应急组织机构按事业部重新划分，人员进行

更新，更新后的应急处置组织机构人员如下表

表 3.4-1 应急处置组织机构成员组成及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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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责
所属事

业部
姓名 职务 电话

1
应急

办公室

总指挥 GMO 杜春岭 总经理 18612673715

副总指挥 GMO
Neumann

Joerg
商务经理 18526229525

副总指挥 EHS 贺继峰 EHS 经理 15602165580

副总指挥 LDA Joerg Oeder 事业部负责人 18522190078

副总指挥 CV 孙帅 事业部负责人 18522968823

2
通讯

联络组

组长 EHS 崔朝辉 EHS 工程师 15122299590

组员 GA 王建敏 安保负责人 13512019037

组员 GA 当班保安干事 保安干事 /

3
现场

处置组

组长

B01

车间
LDA

李国庆 机加工生产经理 13820727965

组员 牛兴君 生产主管 13001371392

组员 李戈 TCS 操作工 18630903218

组长

B03

车间
LDA

史玉峰 VPI 生产经理 13652136687

组员 李玮 VPI 生产主管 18502209110

组员 李喆 VPI 设备工程师 13132508794

组员 赵涛 VPI 生产班长 13702186813

组员 刘书德 VPI 生产班长 15900381868

组员 于志源 VPI 生产班长 18920597217

组长

B04

车间
LDA

朱东 装配生产经理 15822785283

组员 张春荣 生产主管 13652010373

组员 王云 喷漆组班长 15002252685

组员 宋天山 喷漆操作工 13821778482

组长

B02

车间
CV

王树涛 生产经理 17695909276

组员 郑康喜 车间主管 17622573279

组员 赵伟强 班长 13702099096

组长
化学

品暂

存室

LDA

贾宝杰 仓库经理 18630936069

组员 董丹 仓库员工 15022098424

组员 高晓东 仓库主管 13820108323

组长

B06

厨房
GA

陈凯 餐厅主管 13821315894

组员 郝罡 餐厅厨师 16622341255

组员 崔鋆 餐厅厨师 18522739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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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责
所属事

业部
姓名 职务 电话

组长
危废

暂存

间

GA

康绍文 固废清运工 13612119895

组员 李勇 叉车司机 13920510898

组员 徐静源 供应商现场负责人 13302197718

组长
柴油

发电

机房

FAC

尹景轩 FAC 工程师 18512269278

组员 王诚 FAC 技术员 18526289975

组员 张屹 FAC 技术员 15620327513

4
后勤

保障组

组长 FAC 孙学旺 设备设施主管 13752453143

组员 FAC 李宽 FAC 工程师 13920097961

组员 FAC 尹景轩 FAC 工程师 18512269278

组员 FAC 王津育 FAC 工程师 18522382562

5
应急

疏散组

组长 EHS 赵凤娟 EHS 工程师 13821365512

组员 LDA 侯晓月 EHS 协调员 15822688653

组员 GMC 邵彬 EHS 协调员 18222998914

组员 CV 张志寅 EHS 协调员 18522137017

6
应急

监测组

组长 EHS 赵凤娟 EHS 工程师 13821365512

组员 LDA 侯晓月 EHS 协调员 15822688653

组员 GMC 邵彬 EHS 协调员 18222998914

组员 CV 张志寅 EHS 协调员 18522137017

注：上表中人员配置为一班所有人员，根据事故发生时间联系相关在岗人员进行应急处置。

4.资料准备与环境风险识别

4.1 企业基本信息

4.1.1 企业情况简介

公司基本情况汇总见表 4.1-1。

表 4.1-1 公司基本情况表

单位名称 西门子电气传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1MA05XCL59F

单位所在地 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创新五路一号

法定代表人 HERMANN KLEINOD

中心经纬度 E117°3'38.51"，N39°4'47.43"

行业分类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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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厂时间 2006 年 1 月

企业规模 中型企业

总占地面积 16.2 万 m2

企业人数 840 人

西门子传动有限公司（Siemens Electrical Drives Ltd，简称 SEDL）是西

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与中方合作伙伴天津百利机电控股集团公司及天津电气传

动设计研究所合资建立的生产工程型全数字控制的交流和直流传动产品及电机

的基地。公司组建于 1995 年初，位于天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苑科技园（环

外）（简称“华苑产业园区（环外）”）海泰创新五路 1号。主要产品为工业电

机、风力发电机、变频调速器、智能变频器、电动巴士电机等。

4.1.2 企业平面布局

厂区所在地四至范围：厂区东侧为创新五路，南侧为创新四路，西侧为海泰

西路，北侧为创新六路。公司工作制度为三班制，每班8小时。

表4.1-2 厂区主要工程内容一览表

类别 编号 工程内容

主体

工程

B01 LDA 电动机转子、定子机加工生产，发电机定子生产，建筑面积 3250m2

B02 CV 电动车电机生产，建筑面积 4700m2

B03 LDA 电机生产/嵌线，建筑面积 4800m2

B04 LDA 电机生产/装配，建筑面积 5250m2

B05 GMC 变频器、变频柜体生产，建筑面积 5940m2

B09

Flender 直驱定子块喷涂、喷砂、焊接和 LDA 产品包装车间，建筑

面积 4577m2(东侧半跨现在属于弗兰德海泰分公司，不在本次风险评

估范围内)

辅助

工程

B08 GMC 原材料库，建筑面积 4700m2

B07 1#门卫室 建筑面积 30m2

B18 2#门卫室 建筑面积 20m2

B20 3#门卫室 建筑面积 20m2

B24 4#门卫室 建筑面积 20m2

B21
清洗站，建筑面积 100 m2

（属于西门子轨道交通有限公司使用和管理）

B17
化学品暂存室，建筑面积 58m2

废弃物库，建筑面积 27m2

公用

工程

B10 35KV 变电站，建筑面积 336m2

B12 消防泵房，建筑面积 96m2

B11 热力间，建筑面积 54m2

B14、B22 燃气调压柜，建筑面积 5m2

行

政、

生活

B06
办公楼，建筑面积 3000m2

餐厅，建筑面积 1200m2

B19 自行车棚，建筑面积 13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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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编号 工程内容

设施

环保

措施
废气

化铝炉：集气罩收集，一根 15m 排气筒 P1排放

车间

B01
TCS 铝焊接/机器人焊接/铜转子焊接/风电动平衡焊接/感

应焊/维修焊接：通过集尘吸附装置吸尘后汇至排气筒 P1

排放

高压嵌线/锡焊：焊接吸尘器

车间

B03

高压嵌线/风电定子焊接/低压焊接/风电转子下线：集尘

吸附装置吸附

浸渍间：生产过程中一部分浸渍和烘干有机废气通过 RTO

燃烧净化设备净化后通过 1 根 15m 高排气筒 P2排放；一部

分通过TNV燃烧净化设备净化后通过1根 15m高排气筒P9

排放。

10 台燃气烘炉：天然气燃烧废气分别通过 8 根 15m 高的排

气筒（P3、P4、P5、P6、P7、P13、P14，Py）排放；1台 0.46MW

热水锅炉天然气燃烧废气通过 1根 15m 排气筒 P15排放

电气焊：焊接集尘吸附装置吸附后车间内排放

车间

B04

调漆间废气通过 1 根 15m 高排气筒 P16排放；喷漆房：漆

雾经板式过滤器及纸框折叠滤网净化装置处理，有机废气

采用活性炭装置处理，最终由各工位净化系统（每个工位

设计风量为 30000m3/h）15m 高排气筒（P8、P10、P11）排放；

3个天然气采暖器燃烧废气分别通过 3根 15.5m 高排气筒

（P17、P18、P19）排放；B04 车间电机产生的烘干废气通过

“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净化装置处理后，通过排

气筒 P29排放， 新增燃气烘干炉的燃烧废气通过 P20 排放

环保

措施

废气

做线/锡焊：锡焊烟尘很少，排风扇排放

车间

B02

QM 实验室：2 台烘箱、1个化学品通风橱以及 1个电阻加

热炉运行时产生的有机废气经收集后，通过 1 套活性炭吸

附装置处理后，通过 1 根 15m 高排气筒 P27排放

树脂填充废气、烘干废气和定子浸渍烘干废气：树脂填充

废气和烘干废气与定子浸渍烘干废气分别收集后合并经

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处理设备，经一根21m排气筒

P24排放。

配线/锡焊：锡焊烟尘很少，排风扇排放
车间

B05

厨房：油烟净化装置（效率≥85%），屋顶排气筒排放
餐厅

B06

废水

餐厅含油废水经隔油池、化粪井净化后排入园区污水管网；生活污

水排入园区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咸阳路污水处理厂。厂区现状设有

6个废水排水口，已进行规范化

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相应的减振、隔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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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编号 工程内容

固废

生活垃圾：厂内垃圾箱收集、城市管理委员会相关部门清运；生产

固废：厂内设置一般固废及危废暂存处，一般固废由城市管理委员

会相关部门或物资部门处理，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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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厂区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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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企业周边自然环境概况及环境风险受体

4.2.1 自然环境概况

（1）地理位置

本企业位于天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苑科技园（环外）。天津滨海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苑科技园位于天津市中心城区西南部，外环线绿化带内侧，周

围的公路及城市道路主要有：外环线、津静公路、京沪高速公路、京福公路，交

通十分便利。华苑产业园区距天津站8公里，距天津国际机场18公里，距天津港

50公里，与京塘高速距离3公里，交通十分便捷，区位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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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企业地理位置

（2）地形地貌

华苑产业园地处天津市西南部。该地区地势低平，属海河冲积平原，地貌类

厂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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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单一。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最高处为 5m 左右，一般为海拔 2m。根据微地

貌起伏，可以分为岗地和洼地两地貌类型。岗地地势在海拔 2m 以上，呈马蹄形

展布，洼地中心地势在海拔 1.5m 左右，被岗地分割成三块，即东淀洼，工农联

盟农场及王稳庄，其中东淀洼为高位洼地，海拔 3m 左右，是本区的滞洪区。

本项目调查区内主要河流为自来水河。自来水河属于人工开凿引水河流，全

长约 13 公里，起于南运河，向东与外环边上人工河相连后流向团泊洼。调查区

周边主要河流有外环河、南运河和丰产河等。外环河是在 1986 年修建外环线时

取土形成的河道，全长 68 公里，是中心城区外围重要的水环境生态圈，是环内

各区排涝通道，也是市区各河水体循环通道，同时具有景观功能。南运河是天津

一条重要河流。

（3）气候、气象

该地区属暖温带季风型海洋性气候。冬季干寒少雪，主导风向为西北风；夏

季高温多雨，主导风向为东南风；春季干燥多风，主导风向为西南风；秋季冷暖

适宜，主导风向为西南风。全年主导风向为西南风，年平均风速为4.5m/s，季平

均风速以春季最大为5.3m/s，秋季最小为4.1m/s。本区的气候的特点：冬季寒冷

干燥、少雪，春季干旱多风，冷暖多变，夏季高温高湿，降雨集中，秋季天高云

淡，风和日丽，常年灾害性天气有暴雨、冰雹、大风、霜冻等，历年平均气温为

11.5℃，最冷月份为1月份，平均气温为零下5.1℃，最热月份为7月份，平均气

温为26.1℃，历年降水量为599.7mm，多集中在7、8 月份，历年平均日照时间为

2744.7小时，平均气压为1016.4hpa。汛期出现在7～8 月，降水量占全的76%。

4.2.2 环境功能区划

（1）大气环境功能区划

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本企业选址处环境空气功能

区划为二类。

（2）声环境功能区划

本公司所在区域属于声环境功能3类区，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3类标准。

4.2.3 企业周边环境风险受体

（1）大气环境风险受体

以企业厂区边界计，调查周边500m及5公里范围内大气环境风险受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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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行政办公、重要基础设施、企业等主要功能

区域内的人群等）情况。本公司所在周边500m范围内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情况如下

图。周边500m范围内居住区、行政办公等机构人口总数大于1000人。周边5km范

围内居住区、行政办公等机构人口总数大于5万人。具体调查结果如下：

图4.2-2 半径500m内大气环境风险受体图

表 4.2-2 企业周边 500m 范围内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情况

序号 名称 距离（m） 人口数 性质 方位

1 天津纵西牵引电机有限公司 100 50 企业 西

2 天津施耐德（万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100 150 企业 东北

3 华鼎高科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200 500 企业 北

4 天津长飞鑫茂光通信有限公司 200 250 企业 东

5 天津市津兆机电开发有限公司 200 500 企业 东

6 歌美飒风电（天津）有限公司 300 1000 企业 东

7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300 1000 企业 南

8 西门子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厂区内 B01

车间东南部
200 企业 厂区内

9 弗兰德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厂区内 B09

车间东部
400 企业 厂区内

合计 40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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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3 半径5km内大气环境风险受体图

表4.2-3 半径5km范围内的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情况

序号 敏感目标 方位 距离（km） 人口数 功能

1 杨伍庄盈水园小区 西南 0.9 1200 居住区

2 海泰居住区 北 1 3000 居住区

3 城建大学组团 东北 2.4 26000 学校

4 张家窝镇居住区 西南 2.9 22000 居住区

5 马家寺村 南 3.2 1100 居住区

6
理工大学、工业大学、师范

大学组团
东南 3.3 55000 学校

7 和平里 西北 3.4 900 居住区

8 中北居住区 北 3.6 8500 居住区

9 小卷子村 南 4 950 居住区

10 华苑居住区 东 4.6 4500 居住区

11 侯台居住区 东北 4.6 3150 居住区

合计 126300 -

综上，企业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为类型 1（E1）。

4.2.4 企业周边水环境风险受体



西门子传动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

21

公司排水系统为雨、污分流制，无生产废水，只有生活污水产生。全厂共有

6个污水排放口，12个雨水总排口。目前雨水和污水总排口均未设置截止阀。雨

水经12个雨水排放口排至西大洼排水河，最终排至独流减河。西门子电气传动有

限公司废水通过废水排放口排至市政管网，最终排至咸阳路污水处理厂进行处

理，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尾水进入大沽排污河。

表4.2-4 全厂各废水排放口废水来源统计表
废水排放口编号 废水来源

1#废水排放口 B02 车间、B08 车间

2#废水排放口 B05 车间、B09 车间

3#废水排放口 热力间、35kV 变电站

4#废水排放口 B03 车间、B04 车间

5#废水排放口 B01 车间

6#废水排放口 办公楼、餐厅（B06）

综上，本企业水环境风险受体为西大洼排水河和独流减河作为水环境风险受

体。独流减河为一级河道，涉及天津市生态保护红线，本公司水环境风险受体敏

感程度为类型2（E2）。废水排入受纳水体后24小时流经范围内不涉及跨国界、

跨省界问题。

表 4.2-5 环境风险受体一览表

序号 风险受体 方位 距离（km） 性质

1 独流减河 南 7.527 一级河道

2 西大洼排水河 北 2.351 V类水体

水环境受体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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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4 水环境风险受体图

4.2.5 土壤环境风险受体

厂区内采取全面的硬化处理，对各生产车间、化学品暂存室、危废暂存间、

柴油应急发电机房等均进行了地面的硬化防腐防渗。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 土壤》环境敏感目标为耕地、园地、牧草地、饮用水水源地或居住区、学校、

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本企业所在位置不涉及以上区域。

环境风险物质泄漏，因防渗损坏等原因污染土壤，及时发现和处理，用铁锹、

消防沙、消防桶等应急物资将污染的土壤收集作为危险废物处理。综上，企业不

涉及土壤环境风险受体。重点设施防渗措施详细如下。

厂区道路地面硬化 生产车间地面防腐防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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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暂存室外周围地面硬化 化学品暂存室内地面防腐防渗

危废暂存间外周围地面硬化 危废暂存间内地面防腐防渗

4.3 涉及环境风险物质情况

4.3.1 产品、原辅材料及生产设备基本情况

（1）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工业电机、变频调节器、智能变频器、电动巴士电机等，

产品方案如下表：

表4.3-1 企业生产产品一览表

序号 名称 设计生产能力（台） 实际生产量（台）

1 工业电机 3000 1813

2 变频调速器 100000 14797

3 智能变频器 3000 2229

4 电动巴士电机 4000 4000

（2）原辅材料

所用原辅材料如下表所示：

表4.3-2 企业所需主要化学品原辅材料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储存位置 贮存方式 包装规格 最大储量t

1 氧气、乙炔
P3&P4/氧气乙炔瓶存

储区
输送管道 20L/瓶 乙炔：0.12

氧气：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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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储存位置 贮存方式 包装规格 最大储量t

2 柴油
应急发电机房（B06、

B09） 储罐
B06：900L
B09：600L

B06：0.432
B09：0.288

3 酒精 化学品暂存室 桶装 20L/桶 0.8
4 苯乙烯 化学品暂存室 桶装 30L/桶 0.027
5 液压油 化学品暂存室 桶装 200L/桶 1.2
6 面漆 化学品暂存室 桶装 30L/桶 0.21
7 中漆 化学品暂存室 桶装 30L/桶 0.21
8 底漆 化学品暂存室 桶装 30L/桶 0.21
9 固化剂 化学品暂存室 桶装 10L/桶 0.05
10 稀释剂 化学品暂存室 桶装 10L/桶 0.1
11 隔离剂 化学品暂存室 桶装 10L/桶 0.2
12 清洗剂 化学品暂存室 桶装 10L/桶 0.2
13 高压树脂 储罐 管道 10m3/罐 15
14 低压树脂 储罐 管道 10m3/罐 8
15 不饱和树脂 储罐 管道 10m3/罐 8

16 切削液
化学品暂存室/热压

钻孔（生产现场）
桶装 200L/桶 0.4

17 冷却液
打水压/VPI设备（生

产设备内）
桶装 200L/桶 无暂存直接

加至设备

18 润滑油

化学品暂存室/CNC
磨床、手动磨床、液

压设备用液压油、

TCS用（生产现场）

桶装 200L/桶 0.4

19 天然气

厂区管道&调压站；

B01车间P4-M/TCS铸
造；

B03车间P3-V/VPI浸
漆车间；

B03车间P3-V/VPI环
保设施RTO；

B03车间P3-V/VPI环
保设施TNV；

B04车间烘干废气环

保设施活性炭吸附脱

附+催化燃烧；

B09车间东侧直驱风

力发电机喷漆房环保

设施（吸附脱附+催化

燃烧）；

B02车间浸渍烘干废

气环保设施（活性炭

吸附脱附+催化燃烧）

B06厨房

输送管道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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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储存位置 贮存方式 包装规格 最大储量t
*注：天然气用量为一天最大用量；酒精、润滑油、液压油和树脂为转运周期的用量

表4.3-3 原料成分性质一览表

名称 主要成分 比例（%） 理化性质

浸渍树脂

不饱和聚酯亚胺树脂 48~49
外观：黄棕色，澄清或轻微浑浊液体；

粘度：1800-2700mPa·s
甲基丙烯酸酯类 40~50

其他助剂 1~2

填充树脂

芳香族-甲基苯乙烯 30~40 外观：棕色液体；沸点：168 ºC；闪

点：47 ºC；爆炸上限和下限%(V/V)：

6.1 和 1.9；蒸气压：0.7hPa；密度：

1.05g/cm3 ；溶解性：与水部分混溶

苯并三唑衍生物 0.1~0.3

不饱和聚酯亚胺 60~70

润滑油

N,N-二(2-乙基己基)-1H-

甲基苯并三唑-1-甲胺
0.1~1

外观：红色固体或半流体；气味：特

有香气；沸点：>316ºC；饱和蒸气压

< 0.013 kPa；闪点：>204ºC；粘性：

100 cSt

苯醯胺,N-苯基-,与

2,4,4-三甲基戊烯的反应

产物

1~5

硬脂酸锂盐 1~5

4,4'-亚甲基双(二丁基二

硫代甲酰胺)
1~5

二烷基二硫代磷酸锌盐 ＜2.5

密封胶

增强填料专有组分 30~50

外观：灰色糊状；相对密度（水=1）：

1.4g/cm3 ；不溶于水；毒性：>40 mg/l

接触时接触时间:4h

二氧化钛 1~10

乙烯基三甲氧基硅烷 1~10

二丁氧基二丁基锡烷 0.1~1

炭黑 0.1~1

隔离剂

异丙醇 80 外观：液体；熔点：-89°C；沸点：

82ºC；相对密度（水=1）：0.84；饱

和蒸气压：4kPa闪点：12 ºC；爆炸

上限和下限%(V/V)：12和2

聚四氟乙稀（透明） 14~60

聚四氟乙稀 4~6

清洗剂

乙醇 10~30
外观：无色气溶胶；沸点：87-104ºC；
闪点：-21ºC；溶解性：不溶于水，

易溶于丙酮

二甲氧基甲烷 10~30

石油加氢轻石脑油 60~100

二氧化碳 1~10

经核实项目使用的浸渍树脂为低VOC树脂，依据GB/T23985-2009标准，检测结果为93g/L，远

低于420g/L技术要求，属于低挥发树脂，详见附件。

（3）生产设备：

表4.3-4 主要生产设备表

车间 设备名称 规格与型号
数量

套/台

B01车间机

加工区域

熔炉铸造设备 TCS 1
铜转子加热炉 THJ 05-64 270KW 1
铜转子压力机 RVC 150/80 1
铜转子冷却台 非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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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 设备名称 规格与型号
数量

套/台
铜转子滚轮机 非标 2

铜转子感应焊接机 250SM 1
铜转子车床 V1180 1

铜转子/风电磨床 UB85CNC 1
铝转子车床 CLOVIS 28 1
手动磨床 MC1363/3000H 1

定子焊接机器人 SRV6 1
小定子翻转机 非标 1
大定子叠片机 非标 1
大定子翻转机 非标 1

定子车床 W205120 24 1
滚轮机 非标 4

双转子压力机 4 6054 1
双转子焊接机 501L 1
X光检测机 / 1

铝转子加热炉 THJ 05-64 270KW 1
端片折弯机 / 1

B02车间

自动绕线机 本格RX5-900 1

绕线机
上海闽行

ZCN08A-1800
1

热铆设备 / 1

定子测试仪 MTC2 1

浸渍设备 Meier 1

动平衡机
上海申克

HM30BU
2

电机测试系统 西门子 1

感应加热设备 欧感GacPH-40 1

废气处理设施 / 1

插磁块设备 / 1

真空压力浸渍VPI设备 MEIER 53-11540 1

机壳电加热烘箱 梦幻三星 1

树脂固化电加热烘箱 北京天恒捷 1

B04车间

大动平衡 HM7V 1

小动平衡 HM5U 1

电加热装置 / 2
喷漆烘干炉 / 1
定子压入机 / 2
定子翻转机 / 3

喷漆房（包含调漆间） / 1
出厂测试系统 / 1

氧气、乙炔焊接设备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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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 设备名称 规格与型号
数量

套/台
移动式焊接烟尘吸附装置 / 2

定子树脂打磨间 / 1
立式铣床 / 1
立式钻床 / 1

EBUS 灌胶排风机 / 1
EBUS烘箱 / 1

B05车间 测试设备 / 3
B08车间 自动货柜 / 2

B09车间

法拉第笼 / 1
法如激光测试仪 / 1

喷漆房 非标 1
喷砂房 非标 1
焊接设备 / 2
烘干炉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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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生产工艺及产排污情况

4.4.1生产工艺

4.4.1.1 工业电机生产工艺

图4.4-1 电动机转子、定子加工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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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2 智能变频器及变频加速器生产工艺

图4.4-2 智能变频器生产工艺流程图

图4.4-3 变频调节器生产工艺流程图

图4.4-4 直流装置生产工艺流程图



西门子传动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

30

图4.4-5 直流励磁柜生产工艺流程图

4.4.1.3 电动巴士电机生产工艺

（1）定子生产工艺

图4.4-6 定子生产工艺流程图

（2）转子生产工艺

图4.4-7 转子生产工艺流程图

（3）总装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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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8 定子、转子总装生产工艺流程图

4.5 污染物排放情况

4.5.1 废气排放情况

表4.5-1 废气污染物产生及治理措施一览表

车间名称 废气产生及排放情况

车间 B01
化铝炉：集气罩收集，一根 15m 排气筒 P1排放

TCS 铝焊接/机器人焊接/铜转子焊接/风电动平衡焊接/感应焊/维修焊接：通

过集尘吸附装置吸尘后汇至排气筒 P1排放

车间 B02

做线/锡焊：锡焊烟尘很少，排风扇排放

QM 实验室：2 台烘箱、1个化学品通风橱以及 1个电阻加热炉运行时产生的

有机废气经收集后，通过 1 套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 1根 15m 高排气

筒 P27排放

树脂填充废气、烘干废气和定子浸渍烘干废气：树脂填充废气和烘干废气与

定子浸渍烘干废气分别收集后合并经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处理设备，

经一根21m排气筒P24排放。

车间 B03

高压嵌线/锡焊：焊接吸尘器

高压嵌线/风电定子焊接/低压焊接/风电转子下线：集尘吸附装置吸附

浸渍间：生产过程中一部分浸渍和烘干有机废气通过 RTO 燃烧净化设备净化

后通过 1 根 15m 高排气筒 P2排放；一部分通过 TNV 燃烧净化设备净化后通过

1根 15m 高排气筒 P9排放。

车间 B04

电气焊：焊接集尘吸附装置吸附后车间内排放

调漆间废气通过 1 根 15m 高排气筒 P16排放；喷漆房：漆雾经板式过滤器及

纸框折叠滤网净化装置处理，有机废气采用活性炭装置处理，最终由各工位

净化系统（每个工位设计风量为 30000m3/h）15m 高排气筒（P8、P10、P11）排

放；3 个天然气采暖器燃烧废气分别通过 3 根 15.5m 高排气筒（P17、P18、P19）

排放；B04 车间电机产生的烘干废气通过“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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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处理后，通过排气筒 P29排放， 新增燃气烘干炉的燃烧废气通过 P20 排

放

车间 B05 配线/锡焊：锡焊烟尘排风扇排放

餐厅 B06 厨房：油烟净化装置（效率≥85%），屋顶排气筒排放

4.5.2 废水排放情况

公司排水系统为雨、污分流制，无生产废水，只有生活污水产生。全厂生活

污水通过废水排放口排至市政管网，最终排至咸阳路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污水

处理厂处理后尾水进入大沽排污河。

生活污水不属于《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中的环

境风险物质。

4.5.3 固体废物情况

全厂产生的固体废物产生、储存及处置情况如下表：

表 4.5-2 危险废物产生、储存及处置情况一览表

序号 废物种类 成分 产生量 最大暂存量 t 处置去向

1
HW13

900-015-13
废树脂 5t/a 0.5

委托有资质的危废

处置公司

2
HW06

900-403-06
油漆清洗废液

（液态）
20t/a 0.4

3
HW06

900-403-06
树脂清洗废液

（液态）
16t/a 0.32

4
HW08

900-201-08
总装清洗废液

（液态）
2.4t/a 0.05

5
HW08

900-201-08
废机油

（液态）
0.8t/a 0.016

6
HW09

900-006-09
废切削液

（液态）
6t/a 0.12

7
HW12

900-299-12
废油漆

（液态）
2t/a 0.04

8
HW49

900-999-49
苯乙烯

（液态）
0.2t/a 0.004

9
HW49

900-999-49
废聚氨酯固化

剂（液态）
0.5t/a 0.01

10
HW06

900-404-06
废冷却液

（液态）
1t/a 0.02

11
HW09

900-007-09
含油废水

（液态）
216t/a 4.32

12
HW13

900-015-13
废树脂

（液态）
3t/a 0.06

13 HW49 废显像剂 0.02t/a 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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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废物种类 成分 产生量 最大暂存量 t 处置去向

900-999-49 （液态）

14
HW49

900-999-49
废渗透剂

（液态）
0.02t/a 0.0004

15
HW13

900-014-13

废密封胶、废粘

合剂、废绝缘材

料

4.15t/a 0.083

16
HW29

900-023-29
废灯管 0.2t/a 0.004

17
HW01

831-001-01
医疗废物

0.015t/
a

0.0003

18
HW49

900-041-49
废铁泥 2t/a 0.04

19
HW49

900-041-49
导磁泥 1.5t/a 0.03

20
HW49

900-041-49
含油沙土 0.12t/a 0.0024

21
HW49

900-041-49
沾染废物 30t/a 0.6

22
HW49

900-999-49
废助焊剂 0.05t/a 0.001

23
HW03

900-002-03
废药物、药品 0.04t/a 0.0008

24
HW49

900-045-49
废电子元器件 0.87t/a 0.0174

25
HW49

900-045-49
废印刷电路板

等
0.87t/a 0.0174

26
HW49

900-044-49
废铅酸蓄电池 5.4t/a 0.108

4.6 环境风险源识别

4.6.1环境风险物质识别

（1）物质危险性识别

根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及《建设项目环境

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对企业原辅料、产品、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

染物、固体废物等进行危险性识别，筛选本项目主要环境风险物质为：化学品原

料中的酒精、苯乙烯、油类物质（柴油、润滑油）、面漆、底漆中的二甲苯成分、

隔离剂中的异丙醇成分、清洗剂中的乙醇成分、树脂中的苯乙烯、二甲苯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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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中的废煤油、油漆清洗废液、树脂清洗废液、总装清洗废液、废机油、

废切削液、废油漆、苯乙烯、含油废水等。具体理化性质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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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 环境风险物质理化性质及毒性数据

序号 名称
闪点

℃
相态

爆炸范围

（%）
危险特性

燃烧

（分解产物）
毒性

1 润滑油 76 液态 —— 遇明火、高热可燃
CO、CO2、H2O、

烟尘

急性吸入，可出现乏力、头晕、头痛、恶心，

严重者可引起油脂性肺炎。慢接触者，暴露部

位可发生油性痤疮和接触性皮炎。可引起神经

衰弱综合征，呼吸道和眼刺激症状及慢性油脂

性肺炎

2 柴油 -18 液态 —— 本品易燃，具刺激性。
CO、CO2、H2O、

烟尘

皮肤接触可为主要吸收途径，可致急性肾脏损

害。柴油可引起接触性皮炎、油性痤疮。吸入

其雾滴或液体呛入可引起吸入性肺炎。能经胎

盘进入胎儿血中。柴油废气可引起眼、鼻刺激

症状，头晕及头痛。

3 乙醇 12 液态 3.3-19.0

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

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

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接触

发生化学反应或引起燃烧。在

火场中，受热的容器有爆炸危

险。其蒸气比空气重，能在较

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

火源会着火回燃。

CO、CO2

急性中毒：急性中毒多发生于口服。一般可分

为兴奋、催眠、麻醉、窒息四阶段。患者进入

第三或第四阶段，出现意识丧失、瞳孔扩大、

呼吸不规律、休克、心力循环衰竭及呼吸停止。

慢性影响：在生产中长期接触高浓度本品可引

起鼻、眼、粘膜刺激症状，以及头痛、头晕、

疲乏、易激动、震颤、恶心等。长期酗洒可引

起多发性神经病、慢性胃炎、脂肪肝、肝硬化、

心肌损害及器质性精神病等。皮肤长期接触可

引起干燥、脱屑、皲裂和皮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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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闪点

℃
相态

爆炸范围

（%）
危险特性

燃烧

（分解产物）
毒性

4 苯乙烯 34.4 液态 1.1-6.1

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

合物，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

剂接触，有引起燃烧爆炸的危

险。遇酸性催化剂如路易斯催

化剂、齐格勒催化剂、硫酸、

氯化铁、氯化铝等都能产生猛

烈聚合，放出大量热量。其蒸

气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

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

火回燃。

CO、CO2、H2O

对眼和上呼吸道粘膜有刺激和麻醉作用。急性

中毒：高浓度时，立即引起眼及上呼吸道粘膜

的刺激，出现眼痛、流泪、流涕、喷嚏、咽痛、

咳嗽等，继之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全身

乏力等；严重者可有眩晕、步态蹒跚。眼部受

苯乙烯液体污染时，可致灼伤。慢性影响：常

见神经衰弱综合征，有头痛、乏力、恶心、食

欲减退、腹胀、忧郁、健忘、指颤等。对呼吸

道有刺激作用，长期接触有时引起阻塞性肺部

病变。皮肤粗糙、皲裂和增厚。

5 乙炔 -17.78 气态 2.5-80

极易燃烧爆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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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氧化

剂接触猛烈反应。与氟、氯等

接触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

能与铜、银、汞等的化合物生

成爆炸性物质。

CO、CO2、H2O

具有弱麻醉作用。高浓度吸入可引起单纯窒

息。急性中毒：暴露于 20％浓度时，出现明显

缺氧症状；吸入高浓度，初期兴奋、多语、哭

笑不安，后出现眩晕、头痛、恶心、呕吐、共

济失调、嗜睡；严重者昏迷、紫绀、瞳孔对光

反应消失、脉弱而不齐。当混有磷化氢、硫化

氢时，毒性增大，应予以注意。

6 天然气 -218 气态 5.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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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触发生剧烈反应。

CO、CO2

窒息性气体，空气中甲烷浓度过高，能使人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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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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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确定本企业涉及

的环境风险物质情况。

表 4.6-2 环境风险物质存放情况表

序号 名称
贮存

位置

贮存

规格

最大暂存

量（t）
临界量（t） 类别

环境风险

物质类别

1
油类

物质

柴油

B06应急发

电机房
900L储罐 0.432

2500
8其他，油

类物质
大气、水

B09应急发

电机房
600L储罐 0.288

液压油
化学品暂存

室

200L/桶 1.2

润滑油 200L/桶 0.4

切削液 200L/桶 0.4

废机油

危废暂存间

200L/桶 0.016

废切削液 200L/桶 0.12

含油废水 200L/桶 4.32

2 乙醇
酒精 化学品暂存

室

20L/桶 0.8
500

4易燃液态

物质
大气、水

清洗剂 10L/桶 0.06

3
苯乙

烯

苯乙烯

树脂罐区

30L/桶 0.027

10
3有毒液态

物质
大气、水低压树脂 10m3/罐 3.6

风电树脂 10m3/罐 3

4
二甲

苯

低压树脂 树脂罐区 10m3/罐 0.16

10
3有毒液态

物质
大气、水

底漆
化学品暂存

室

200L/桶 0.03675

中间漆 200L/桶 0.0105

面漆 200L/桶 0.03675

5 丁醇 底漆
化学品暂存

室
200L/桶 0.0105 10

4易燃液态

物质
大气、水

6 乙苯

底漆
化学品暂存

室

200L/桶 0.0105

10
3有毒液态

物质
大气、水中间漆 200L/桶 0.0105

面漆 200L/桶 0.0105

7
异丙

醇
隔离剂

化学品暂存

室
10L/桶 0.16 10

4易燃液态

物质
大气、水

8 乙炔
焊接保护

气体
焊接区 20L/瓶 0.12 10

2易燃易爆

气态物质
大气

9

高 COD

有机

废液

油漆清洗

废液

危废暂存间

200L/桶 0.4

2500

8其他，高

COD有机废

液

水
树脂清洗

废液
200L/桶 0.32

总装清洗

废液
10L/桶 0.05

10

危害

水生

环境-

高压树脂

（JF-9955

AH 分子蒸

树脂罐区 10m3/罐 15 200

8其他类物

质及污染

物

大气、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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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

毒性

类别 2

馏环氧树

脂）

11
天然气

（以甲烷计）
输送管道 / 0.8 10

2 易燃易

爆气态物

质

大气

根据各类化学品的MSDS的计算环境风险物质含量。

表4.6-3 化学品中环境风险物质量计算
化学品名称 环境风险物质名称 含量占比 最大存放量t 风险物质含量t

低压树脂

（浸渍树脂）

苯乙烯 45%
8

3.6

二甲苯 2% 0.16

风电树脂

（不饱和聚酯）
苯乙烯 37.5% 8 3

高压树脂

（JF-9955AH分子

蒸馏环氧树脂）

危害水生环境-慢性

毒性 类别2
/ 15 15

底漆

二甲苯 17.5%

0.21

0.03675

正丁醇 5% 0.0105

乙苯 5% 0.0105

中间漆

乙酸正丁酯 17.5%

0.21

0.03675

二甲苯 5% 0.0105

轻芳烃溶剂石脑油

（石油）
5% 0.0105

1,2,4-三甲苯 5% 0.0105

乙苯 5% 0.0105

面漆

二甲苯 17.5%

0.21

0.03675

轻芳烃溶剂石脑油

（石油）
5% 0.0105

乙苯 5% 0.0105

1,2,4-三甲苯 5% 0.0105

清洗剂 乙醇 30% 0.2 0.06

隔离剂 异丙醇 80% 0.2 0.16

4.6.2风险单元识别

表 4.6-4 环境风险单元识别

功能单元
所属事

业部
主要风险物质 可能产生的风险 风险类型

B01车间

TCS熔铝区
LDA 天然气

熔化炉（温度＞300℃）使用天

然气，发生天然气泄漏，铝液泄

漏

泄露、火灾次

生环境事故

B03车间浸

渍生产区
LDA

树脂（苯乙烯

等）、天然气

操作不当导致浸渍釜树脂泄漏，

烘炉使用的天然气泄漏

泄露、火灾次

生环境事故

B03车间VPI
设备间（7个

储罐）

LDA
树脂（苯乙烯

等）

罐体破损、操作不当导致树脂泄

漏

泄露、火灾次

生环境事故

B03车间 LDA 天然气、VOCs 天然气泄漏，RTO（温度＞ 泄露、火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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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单元
所属事

业部
主要风险物质 可能产生的风险 风险类型

RTO废气处

理设施

废气 300℃）处理设备故障导致废气

异常排放

生环境事故、

废气异常排放

B03车间

TNV废气处

理设施

LDA
天然气、VOCs

废气

天然气泄漏，TNV（温度＞

300℃）处理设备故障导致废气

异常排放

泄露、火灾次

生环境事故、

废气异常排放

B04车间喷

漆生产线油

漆暂存处、烘

干炉

LDA
天然气、油漆

（甲苯）

冬季喷漆房加热和烘干炉（温度

＜300℃）使用天然气，发生天

然气泄漏，油漆暂存处油漆泄漏

泄露、火灾次

生环境事故

B04车间喷

漆烘干废气

处理设施（活

性炭吸附脱

附+催化燃

烧）

LDA
天然气、VOCs

废气

烘干、催化燃烧（温度＜300℃）

设施使用天然气，发生天然气泄

漏，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

处理设备故障导致废气异常排

放

泄露、火灾次

生环境事故、

废气异常排放

B02车间电

机定子浸渍

生产区域

CV 浸渍液 电机定子浸渍液泄漏 泄露

B02车间浸

渍废气处理

设施（活性炭

吸附脱附+催
化燃烧）

CV VOCs 废气

催化燃烧设施（温度＜300℃）

使用电加热，活性炭吸附脱附+
催化燃烧处理设备故障导致废

气异常排放。

泄露、火灾次

生环境事故

B06厨房 GA 天然气
厨房天然气泄漏，油烟净化装置

故障导致油烟异常排放

泄露、火灾次

生环境事故、

废气异常排放

化学品暂存

室
GMC

润滑油、液压油

乙醇、苯乙烯、

底漆、面漆等

润滑油、液压油等原料泄漏
泄露、火灾次

生环境事故

危废暂存间 GA

危险废物（废

油、树脂清洗废

液、油漆清洗废

液、废油类等）

废油类、清洗废液、油漆清洗废

液等危险废物泄漏

泄露、火灾次

生环境事故

B06柴油储

罐
GA 柴油

柴油罐体破损、操作不当导致柴

油泄漏

泄露、火灾次

生环境事故

B09柴油储

罐
LDA 柴油

柴油罐体破损、操作不当导致柴

油泄漏

泄露、火灾次

生环境事故

各环境风险单元图片如下：

（1）B01/LDA机加工车间--铸造工序（熔铝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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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锭熔化炉 融铝区天然气管道

（2）B03/LDA嵌线车间—真空浸渍工序（VPI）

浸渍区化学品暂存柜 浸渍树脂罐

浸渍树脂储罐区 浸渍树脂储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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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脂加热锅炉 RTO废气处理设施

RTO天然气管道 TNV废气处理设施

（3）B04/LDA总装车间—喷漆工序

油漆暂存柜 危废暂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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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漆房调漆房
有机废气处理设施

（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

（4）B02/CV E-bus电机生产车间—浸渍工序

电机浸渍设备 浸渍液放置位置

化学品暂存柜
浸渍废气处理设备

（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

（5）B06餐厅/GA-餐厅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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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油烟净化器

（6）化学品暂存室/LDA

化学品暂存室外部

化学品暂存室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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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危废暂存间/GA

危废暂存间外部

危废暂存间内部

（8）B09柴油发电机房/F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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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发电机 发电机房内柴油罐

4.7 现有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情况

表4.7-1环境事故风险防范措施

环境风

险单元

所属事

业部

风险物

质
事故类型

现有风险防控

设施及物资
现有防范与应急措施

B01车
间 TCS
熔铝区

LDA
铝液、

天然气

泄露、火

灾次生环

境事故

巡检、防护物

资、消防沙、

收集桶、铁锹、

干粉灭火器、

可燃气体探测

器、连锁电磁

阀、手动阀

在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的情况

下，使用灭火器材进行初期灭

火，切断电源，安排人员隔离

可燃物。发现任何设备铝液泄

漏不能采用水作为灭火介质,

否则会引起水遇高温铝液急聚

气化造成爆炸伤人事故。只能

采用干粉灭火器或干砂进行补

救火灾。可立即倒干砂进行堵

挡和灭火，以避免铝液危害进

一步的扩大。事后收集事故过

程产生的废物。

B03车
间浸渍

生产区

LDA

树脂

（苯乙

烯等）、

天然气

泄露、火

灾次生环

境事故

巡检、监控、

泄漏报警、防

护物资、吸附

材料、干粉灭

火器

车间内地面全部采取硬化防渗

处理，树脂泄漏，用消防沙吸

附处理，收集至消防桶中。

发生火灾，采用干粉灭火器及

时灭火，收集灭火后废物。

B03车
间 VPI
设备间

储罐区

LDA

树脂

（苯乙

烯、二

甲苯

等）

泄露、火

灾次生环

境事故

巡检、监控、

防护物资、泄

漏报警、液位

报警、围堰、

手动阀、铁锨、

消防沙、消防

桶、灭火器

车间内地面全部采取硬化防渗

处理，树脂罐区泄漏，物料能

够控制在围堰中。

发生火灾，采用干粉灭火器及

时灭火，收集灭火后废物。

B03车
间 RTO
废气处

LDA
天然

气、

VOCs废

泄露、火

灾次生环

境事故、

巡检、监控、

天然气泄漏报

警、电磁阀、

检查电磁阀是否处于关闭状

态，如阀门未关闭，手动关闭

阀门，如引发火灾时，迅速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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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

险单元

所属事

业部

风险物

质
事故类型

现有风险防控

设施及物资
现有防范与应急措施

理设施 气 废气异常

排放

手动阀、灭火

器、防护物资、

取适当的灭火措施，并疏导下

风向人员。灭火结束后，收集

灭火后的废物，将产生消防废

水收集后进行监测，根据监测

结果做危废处理或排入污水管

网。

废气处理设施故障，停止废气

产生的相关生产工序，对设备

进行检修，故障解除后恢复生

产。

B03车
间 TNV
废气处

理设施

LDA

天然

气、

VOCs废

气

泄露、火

灾次生环

境事故、

废气异常

排放

巡检、监控、

天然气泄漏报

警、电磁阀、

手动阀、灭火

器、防护物资

检查电磁阀是否处于关闭状

态，如阀门未关闭，手动关闭

阀门，如引发火灾时，迅速采

取适当的灭火措施，并疏导下

风向人员。灭火结束后，收集

灭火后的废物，将产生消防废

水收集后进行监测，根据监测

结果做危废处理或排入污水管

网。

废气处理设施故障，停止废气

产生的相关生产工序，对设备

进行检修，故障解除后恢复生

产。

B04车
间喷漆

生产线

油漆暂

存处、

烘干炉

LDA

天然

气、油

漆（甲

苯）

泄露、火

灾次生环

境事故

巡检、监控、

防护物资、吸

附材料、干粉

灭火器、天然

气泄漏报警、

电磁阀、手动

阀

车间内地面全部采取硬化防渗

处理，油漆泄漏，用吸油毡、

消防沙等吸附处理。

发生火灾，采用干粉灭火器及

时灭火，收集灭火后废物。

B04车
间喷漆

烘干废

气处理

设施

（活性

炭吸附

脱附+
催化燃

烧）

LDA

天然

气、

VOCs废

气

泄露、火

灾次生环

境事故、

废气异常

排放

巡检、监控、

天然气泄漏报

警、电磁阀、

手动阀、灭火

器、防护物资

检查电磁阀是否处于关闭状

态，如阀门未关闭，手动关闭

阀门，如引发火灾时，迅速采

取适当的灭火措施，并疏导下

风向人员。灭火结束后，收集

灭火后的废物，将产生消防废

水收集后进行监测，根据监测

结果做危废处理或排入污水管

网。

废气处理设施故障，停止废气

产生的相关生产工序，对设备

进行检修，故障解除后恢复生



西门子传动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

47

环境风

险单元

所属事

业部

风险物

质
事故类型

现有风险防控

设施及物资
现有防范与应急措施

产。

B02车
间电机

定子浸

渍生产

区域

CV
浸渍液

（浸渍

树脂）

泄露

巡检、监控、

防护物资、吸

附材料、干粉

灭火器

车间内地面全部采取硬化防渗

处理，浸渍液（树脂）泄漏，

用吸油毡、消防沙等吸附处理。

发生火灾，采用干粉灭火器及

时灭火，收集灭火后废物。

B02车
间浸渍

废气处

理设施

（活性

炭吸附

脱附+
催化燃

烧）

CV
VOCs废

气

泄露、火

灾次生环

境事故

巡检、监控、

灭火器、防护

物资

如引发火灾时，迅速采取适当

的灭火措施，并疏导下风向人

员。灭火结束后，收集灭火后

的废物，将产生消防废水收集

后进行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做

危废处理或排入污水管网。

废气处理设施故障，停止废气

产生的相关生产工序，对设备

进行检修，故障解除后恢复生

产。

化学品

暂存室
LDA

油类、

乙醇、

苯乙

烯、底

漆、面

漆等

泄露、火

灾次生环

境事故

巡检、监控、

防护物资、吸

附材料、干粉

灭火器

化学品暂存室油类暂存区地面

全部采取硬化处理，油类容器

破损发生泄漏，少量泄漏能控

制在托盘内，泄漏至地面，用

吸油毡进行吸附，再对地面进

行冲洗。发生火灾，采用干粉

灭火器及时灭火，收集灭火后

废物。

B06厨
房

GA 天然气

泄露、火

灾次生环

境事故

巡检、监控、

天然气泄漏报

警、电磁阀、

手动阀、灭火

器、防护物资

检查电磁阀是否处于关闭状

态，如阀门未关闭，手动关闭

阀门，如引发火灾时，迅速采

取适当的灭火措施，并疏导下

风向人员。灭火结束后，收集

灭火后的废物，将产生消防废

水收集后进行监测，根据监测

结果做危废处理或排入污水管

网。

废气处理设施故障，停止废气

产生的相关生产工序，对设备

进行检修，故障解除后恢复生

产。

危废暂

存间
GA

危险废

物（树

脂清洗

废液、

油漆清

泄露、火

灾次生环

境事故

巡检、监控、

防护物资、吸

附材料、干粉

灭火器

危废暂存间地面全部采取硬化

处理，油类容器破损发生泄漏，

少量泄漏能控制在托盘内，泄

漏至地面，用消防沙进行吸附，

再对地面进行冲洗。发生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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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

险单元

所属事

业部

风险物

质
事故类型

现有风险防控

设施及物资
现有防范与应急措施

洗废

液）

采用干粉灭火器及时灭火，收

集灭火后废物。

柴油储

罐间

B06：
GA

B09：
FAC

柴油

泄露、火

灾次生环

境事故

巡检、监控、

泄漏报警、液

位计、手动阀、

灭火器、防护

物资

柴油储罐间地面全部采取硬化

处理，柴油罐发生泄漏，泄漏

能控制在托盘内，泄漏至地面，

用消防沙进行吸附，再对地面

进行冲洗。发生火灾，采用干

粉灭火器及时灭火，收集灭火

后废物。

雨水系

统防控

措施

厂区共

设置 12
个雨水

排放口

液体化

学品、

废液、

消防废

水等

泄漏 消防沙袋

液体化学品、危废在运输、转

运等过程中发生洒漏，泄漏量

较大，控制不及时导致泄漏物

流入雨水井或消防废水流入雨

水井等情况，迅速将相应的雨

水外排口封堵，防止流出厂外。

厂区内现有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照片如下

（1）B01/LDA机加工车间：

天然气探测器及管道阀门 车间内应急救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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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内工位旁防护服防护面罩 B01车间内消火栓

（2）B03/LDA嵌线车间：

化学品暂存柜及点检记录 急救点和消防栓

化学品柜旁消防沙土 车间内危废暂存区应急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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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气体探测器点位图 可燃气体检测及报警系统

树脂罐区围堰 树脂罐区围堰

罐区手动阀门 浸渍罐清洗废液收集桶（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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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O、TNV、烘箱控制系统 车间内天然气电磁阀及手动阀

（3）B04/LDA总装车间

喷漆房旁危废暂存处防泄漏托盘 调漆间旁危废暂存处防泄漏托盘

（4）B02/CV E-bus电机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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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渍液防泄漏托盘 废气处理设备控制系统

（5）化学品暂存室/LDA

化学品暂存室外沙土、灭火器、消防沙袋等

应急物资
化学品防泄漏托盘

（6）危废暂存间/GA

危废暂存间外灭火器、沙土、灭火器、消防

沙袋等应急物资
危险废物暂存桶防泄漏托盘

（7）柴油发电机房/B06/B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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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罐防泄漏围挡及液位计 柴油罐间换气扇

可燃气体探测器 可燃气体报警器

4.8 现有应急资源

（1）应急队伍保障。建立了相应的应急组织机构，并明确事故状态下各级

人员和专业处置队伍的具体职责和任务，以便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在统一指

挥下，快速、有序、高效的展开应急处置行动，以尽快处理事故，将事故的危害

降到最低。

（2）应急物资及装备保障。明确了应急处置需要使用的应急物资和装备的

类型、数量、存放位置、管理员及其联系方式等内容。

表4.8-1 现有应急物资与装备情况

主要作业

方式或资源功能
重点应急资源名称

现有物资及

装备数量
存放地点

负责人及

联系方式

污染源切断 应急沙袋 270袋
厂区西南角应急

沙土存放处

崔朝辉

15122299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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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业

方式或资源功能
重点应急资源名称

现有物资及

装备数量
存放地点

负责人及

联系方式

储罐堵漏工具 1套 VPI设备间储罐区
李喆

13132508794
罐区围堰 / VPI设备间储罐区 /

污染物控制、收集

沙土 20箱 各车间
崔朝辉

15122299590

收集桶 8个 固废站
康绍文

13612119895

抽水泵 2个 厂务保存
孙学旺

13752453143
簸箕 11个

现场应急柜

（11个）

崔朝辉

15122299590扫帚 11把
铁锹 22把

浸渍罐废液收集桶 1个 VPI设备间
李喆

13132508794

安全防护

医药急救箱 20个 各车间/医务室 陈欣欣

18522601135担架 3个 医务室

洗眼喷淋器 9个 各车间
赵凤娟

13821365512
防化服 55套

现场应急柜

（11个）

崔朝辉

15122299590

防化手套 55双
防护镜 55个
防火服 66套
安全帽 66个
防护手套 66套

半面式呼吸防护器 66个

应急通信和指挥

对讲机 24套 ERT成员
崔朝辉

15122299590

应急柴油发电机 2台
B06发电机房

B09发电机房

尹景轩

18512269278

应急灯 103个 各车间
尹景轩

18512269278
隔离警示带 24卷

应急柜
崔朝辉

15122299590手持扩音器 24台

锥形事故标志柱 / 厂务部门
孙学旺

13752453143

消防器材

消防水泵 2台
喷淋泵

消防栓泵

崔朝辉

15122299590
手提式 CO2灭火器 68个

厂务部门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377个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2+2（备用）
B01车间

备用器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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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业

方式或资源功能
重点应急资源名称

现有物资及

装备数量
存放地点

负责人及

联系方式

室内消防栓 135组 各车间

厂区内室外消防栓及

配套水带等
24套 厂区

消防水池 2座 厂区

消防微站应急物质

厂区灭火器箱 22箱 连廊、吸烟区
崔朝辉

15122299590
消防战斗服 6套

微型消防站
崔朝辉

15122299590

消防空气呼吸器 2个
安全绳 6条

消防专用小斧子 6把
消防专用扳手 2把

应急手电 6把
消防头盔 6个
钢筋钳子 2把

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

器
6个

消防战斗靴 6双
战斗服手套 6双

消防空气呼吸器备用

气瓶
2瓶

5.突发环境事件及后果分析

5.1 突发环境事件情景分析

5.1.1国内企业突发环境事件资料

表 5.1-1 国内有关风险事故统计信息表

时间 事故 事故类型 事故后果及影响 事故原因

2009 年 7

月 3 日

济南泺口马

家庄油墨厂

发生火灾

废油墨起

火

火灾产生的有毒有

害气体影响厂区及

周边人群健康，污

染局部环境空气

电焊的火星引起附近的废油墨

桶中的废油墨着火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广东富华工

程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火

灾、爆炸

稀释剂爆

炸

生产车间严重损

毁，17 人死亡，33

人受伤

工作人员违规操作，在清洁过

程中润滑油流入到生产车间地

面上，与空气混合达到最低爆

炸浓度，在焊接过程中焊接熔

渣掉落到地面引起爆炸

2015 年 7

月 26 日

深圳公明合

水口第四工

业区 11 栋二

油墨烘烤

引燃

火灾导致三名男性

员工面部和四肢被

烧伤，其中两重伤

油墨烘烤时引起火灾，引燃旁

边的白电油、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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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车间起火 一轻伤

2017 年 4

月 4 日

南京江宁滨

江开发区一

公司火灾、爆

炸

油漆库房

起火

油漆库房起火，全

部烧毁

包装桶发生破损，导致油类泄

漏，遇高温发生火灾

5.1.2本企业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情景分析

企业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情景，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 5.1-2 企业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情景

风险单元 事故类型 可能产生的后果 对环境的影响

B01车间

TCS熔铝区

操作不当或其他

原因导致铝液洒

漏，熔炉使用的天

然气管道破损

铝液洒漏、天然

气泄漏

铝液洒漏，高温铝液不会流出车间。大

量泄漏，若处理不当，可能遇明火引发

火灾、爆炸、中毒事故，污染大气，事

故废水若处置不当会污染地表水、地下

水、土壤。

天然气泄漏，污染局部环境空气。大量

泄漏遇火源会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如

事故废水处理不当，进入厂区裸露土壤

或流出厂外，可能会影响地表水、地下

水及土壤。

B03车间浸

渍生产区

操作不当或其他

原因导致浸渍釜

树脂泄漏，烘炉使

用的天然气管道

破损

浸渍树脂泄漏、

天然气泄漏

树脂少量泄漏，在车间内部，污染局部

环境空气，不会流出车间污染地表水、

地下水、土壤。大量泄漏，若处理不当，

可能遇明火引发火灾、爆炸、中毒事故，

污染大气，事故废水若处置不当会污染

地表水、地下水、土壤。

天然气泄漏，污染局部环境空气。大量

泄漏遇火源会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如

事故废水处理不当，进入厂区裸露土壤

或流出厂外，可能会污染地表水、地下

水及土壤。

B03车间

VPI设备间

罐区

罐体或管道破裂 树脂泄漏

浸渍树脂少量泄漏，在储罐区内部，污

染局部环境空气，不会流出罐区污染地

表水、地下水、土壤。大量泄漏，若处

理不当，可能遇明火引发火灾、爆炸、

中毒事故，污染大气，事故废水若处置

不当会污染地表水、地下水、土壤。

B03车间

RTO废气处

理设施

天然气管道破裂，

废气处理设施故

障

天然气泄漏，

VOCs废气超标

排放

天然气泄漏，污染局部环境空气。大量

泄漏遇火源会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如

事故废水处理不当，进入厂区裸露土壤

或流出厂外，可能会影响地表水、地下

水及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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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单元 事故类型 可能产生的后果 对环境的影响

废气排放浓度超标，对局部环境空气产

生影响。

B03车间

TNV废气处

理设施

天然气管道破裂，

废气处理设施故

障

天然气泄漏，

VOCs废气超标

排放

天然气泄漏，污染局部环境空气。大量

泄漏遇火源会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如

事故废水处理不当，进入厂区裸露土壤

或流出厂外，可能会影响地表水、地下

水及土壤。

废气排放浓度超标，对局部环境空气产

生影响。

B04车间喷

漆生产线油

漆暂存处、

烘干炉

油漆包装容器破

损、生产线操作失

误油漆洒漏，烘干

炉天然气输送管

道破损

油漆泄漏

天然气泄漏

油漆少量泄漏，在车间内部，污染局部

环境空气，不会流出车间污染地表水、

地下水、土壤。大量泄漏，若处理不当，

可能遇明火引发火灾、爆炸、中毒事故，

污染大气，事故废水若处置不当会污染

地表水、地下水、土壤。

天然气泄漏，污染局部环境空气。大量

泄漏遇火源会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如

事故废水处理不当，进入厂区裸露土壤

或流出厂外，可能会影响地表水、地下

水及土壤。

B04车间喷

漆烘干废气

处理设施

（活性炭吸

附脱附+催
化燃烧）

天然气管道破裂，

废气处理设施故

障

天然气泄漏，

VOCs废气超标

排放

天然气泄漏，污染局部环境空气。大量

泄漏遇火源会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如

事故废水处理不当，进入厂区裸露土壤

或流出厂外，可能会影响地表水、地下

水及土壤。

废气排放浓度超标，对局部环境空气产

生影响。

B02车间电

机定子浸渍

生产区域

操作不当导致浸

渍液泄漏
浸渍液泄漏

浸渍液少量泄漏，在车间内部，污染局

部环境空气，不会流出车间污染地表水、

地下水、土壤。大量泄漏，若处理不当，

可能遇明火引发火灾、爆炸、中毒事故，

污染大气，事故废水若处置不当会污染

地表水、地下水、土壤。

B02车间浸

渍废气处理

设施（活性

炭吸附脱附

+催化燃烧）

废气处理设施故

障

VOCs废气超标

排放

废气排放浓度超标，对局部环境空气产

生影响。

化学品暂存

室

润滑油、液压油、

乙醇、苯乙烯、底

漆、面漆等包装容

润滑油、液压油、

乙醇、苯乙烯、

底漆、面漆等原

油类、油漆等原料少量泄漏，能够控制

在原料区内部，污染局部环境空气，不

会流出原料区。大量泄漏，流入雨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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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单元 事故类型 可能产生的后果 对环境的影响

器破损 料发生泄漏 网，雨水排放口封堵不及时污染下游地

表水体。若泄漏原料处理不当，可能遇

明火引发火灾、爆炸、中毒事故，污染

大气，事故废水若处置不当会污染地表

水、地下水、土壤。

B06厨房

天然气管道破损，

废气处理设施故

障

天然气泄漏，废

气超标排放

天然气泄漏，污染局部环境空气。大量

泄漏遇火源会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如

事故废水处理不当，进入厂区裸露土壤

或流出厂外，可能会影响地表水、地下

水及土壤。

废气排放浓度超标，对局部环境空气产

生影响。

危废暂存间

危险废物（树脂清

洗废液、油漆清洗

废液、废油类等）

包装容器破损

树脂清洗废液、

油漆清洗废液废

油类等液体危险

废物发生泄漏

液体危废发生少量泄漏，能够控制在危

废暂存间内部，污染局部环境空气，不

会流出原料区。泄漏量较大，流入雨水

管网，雨水排放口封堵不及时污染下游

地表水体。若泄漏原料处理不当，可能

遇明火引发火灾、爆炸、中毒事故，污

染大气，事故废水若处置不当会污染地

表水、地下水、土壤。

B06/B09柴
油储罐

柴油储罐或管道

破损
柴油发生泄漏

柴油发生泄漏，能够控制在柴油储罐托

盘内部，少量洒漏到围堰外，污染局部

环境空气，不会流出储罐间。

非正常工况

（因生产需

要或停电、

断水、停气、

自然灾害等

原因导致的

停车）

停车后反应装置

与管线接口破损、

输送泵或输送管

线破损

油类、油漆、树

脂、天然气等环

境风险物质泄漏

少量泄漏，液体物料挥发，会污染

局部环境空气。

液体物料大量泄漏若处理不当，流

出厂外，会对地表水、土壤及地下水产

生影响。天然气遇火源发生火灾爆炸，

可能会对大气产生影响；灭火产生的事

故废水若处理不当，会对地表水、土壤

及地下水产生影响。

5.2 突发环境事件情景源强分析

针对厂区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的每种情景（情景类型见表 4.1-2）进行

源强分析。

泄漏事件：油漆（30L/桶）、酒精（20L/桶）、苯乙烯（30L/桶）、润滑油

（200L/桶）、树脂（10m3/罐）等液体物料的泄漏；

火灾、爆炸安全事故次生、衍生的环境污染：灭火产生的事故排水，包括：

液态泄漏物、受污染的消防水、受污染的雨水、燃烧产生的废气；

污染治理设施异常：各废气治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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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泄漏事故源强分析

本公司物料泄漏主要为液体桶装物料区、罐区、生产装置区物料泄漏。树脂

罐泄漏后，苯乙烯、二甲苯挥发对人群健康毒性较大。主要对树脂罐泄漏挥发产

生的苯乙烯和二甲苯挥发进行泄漏影响预测；

公司现有完备的视频监控及报警设施，使用原辅料均为外购，定期补货，不

会大量贮存，且按相应要求分类分区存放，贮存地面均采取了防腐防渗措施。油

漆单桶最大泄漏量为 30kg/桶，酒精单桶最大泄漏量为 20L/桶，苯乙烯单桶最大

泄漏量为 30L/桶，油类单桶最大泄漏量为 200kg/桶。本次主要对罐区可能泄漏

量较大的树脂进行分析。

（1）树脂罐泄漏事故源强分析

液体泄露速度 QL 选用《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18）

推荐的伯努利方程计算：

式中：QL ——液体泄露速度，kg/s；

Cd——液体泄露系数，取 0.62；

A——裂口面积，本项目假定为长 30mm，宽 1mm 的长方形裂口，裂口面积

0.00003m2；

P——容器内介质压力，取 117000Pa；

P0 ——环境压力，取 101325Pa；

g——重力加速度，9.81m/s2；

h——裂口之上液位高度，取 0.2m；

ρ——密度，取 1000kg/m3。

表 5.2-1 液体泄漏事故源项估算

风险单元 事故类型 可能产生的后果 风险因子 泄漏速率 kg/s

B03 车间树

脂罐区

储罐（10m3/罐）

破损
树脂泄漏，形成液池

苯乙烯、二甲

苯
0.11

树脂储罐区安装有监控探头，且有巡检人员定时巡检，如发生泄漏，易被发

现，假设从其发生液体泄漏到人员发现进入事故现场进行处理为 10 分钟，则液

体泄漏量为 66kg。树脂罐区设置围堰，能够将泄漏的树脂控制在罐区围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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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影响厂区外部环境。

（2）化学品暂存室泄漏事故源强分析

化学品暂存室存放的液体物料有润滑油、油漆、酒精、清洗剂、苯乙烯等。

最大泄漏量为各种液体物料的单桶泄漏。最大单桶存放量为：润滑油 200L/桶、

油漆 200L/桶、酒精 20L/桶、清洗剂 10L/桶、苯乙烯 30L/桶。化学品暂存室内各

液体物料容器均配有防泄漏托盘，地面进行了防腐防渗处理，并设有防流散收集

槽，可将泄漏物控制在化学品暂存室内。

（3）危废暂存间泄漏事故源强分析

危险废物暂存间内存放的液体危废有废油类、清洗废液、废油漆、废苯乙烯、

废树脂等，最大泄漏量为单桶 200L液体危废全部泄漏，该危废暂存场所地面进

行防腐、防渗处理，设置有防流散收集槽。危废库内各液体危废容器均配有防泄

漏托盘，地面进行了防腐防渗处理，并设有防流散收集槽，可将泄漏物控制在危

废暂存库内。通过对液体危废的泄漏进行消防沙覆盖、收集后，可将泄漏控制在

危废间内。

（4）各生产车间化学品暂存处泄漏事故源强分析

各生产车间均配有化学品暂存柜，具体如下：B03 车间浸漆生产区化学品暂

存柜、B04 车间喷漆生产区化学品暂存柜、B02 车间浸渍生产区化学品暂存柜，

各车间暂存柜化学品均为从化学品暂存室调配，存放量较小，泄漏事故发生概率

最大的地方是柜内液体物料容器破损。各生产车间地面均进行了防腐防渗处理，

能够将泄漏物控制在车间内。

（4）柴油泄漏事故源强分析

柴油暂存在 B06、B09 车间的应急发电机柴油库房内，最大存放量为 0.432t。

该柴油罐设置防渗漏托盘，柴油库地面进行硬化处理，能够将泄漏的柴油控制在

柴油库房内。

4.2.2 火灾、爆炸安全事故次生、衍生的环境污染源强分析

小型火情，采用灭火器灭火。火势较大，采用消防水灭火。企业涉及泄漏的

乙醇、油类、树脂、天然气等作为火灾爆炸事故的风险源。发生火灾爆炸事故会

产生次生环境影响，燃烧产物主要为 CO、CO2、颗粒物及未完全燃烧的物料等，

对环境空气造成短时影响。泡沫灭火或砂土覆盖灭火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作为

危险废物处置。另外火势较大时灭火过程中产生的消防废水，会受到泄漏物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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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事故结束后作为危险废物处理。车间室外单个消火栓供水量为 10-15L/s，

火灾持续时间约 1h，最大消防水量为 54m3/次，消防废水暂存在厂区内雨水管道

内。

柴油储罐贮存的油品泄漏并发生火灾爆炸，柴油罐发生火灾后，油品燃烧产

生的辐射热将影响其周围的邻罐或周围建筑物，甚至引起新的火灾。对周围环境

产生一定的破坏作用。

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火灾爆炸事故中会产生次生或衍生灾害。采用

以下公式计算液体单位面积燃烧速率。

当液体沸点高于环境温度时：

�� �
�Ǥ�����

�� �� � �� � ��

式中： mf——液体单位表面积燃烧速度，kg/（m2·s）；

Hc——液体燃烧热；J/kg；

Cp——液体的比定压热容；J/（kg·K）；

Tb——液体的沸点，K；

Ta——环境温度，K；

HV——液体在常压沸点下的蒸发热（气化热），J/kg。
本次评估，发生依据物料的存储方式、临界量比值大的柴油进行火灾爆炸事

故分析，由于柴油燃烧爆炸后主要次生危害产物 CO。

不完全燃烧产生的 CO按下式进行估算：

Gco=2.33×q×C×Q

式中：Gco—燃烧产生的 CO量，kg/h；

q—不完全燃烧率(%)，本评价假定 q值为 10%；

C—物料中碳的质量百分比含量(%)，本评价 C值为 84%；

Q—参与燃烧的物料量，kg/h。

经计算，稀释剂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时，CO的排放速率为 0.024kg/s。

5.2.3 环保设施异常的源强分析

（1）废气处理设施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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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治理设施运行异常的最坏情景是：废气处理设施故障致使废气未经处理

直接排放。参照环评及验收文件，相关排放源强如下。

表 5.2-2 废气排放源强如下

排放源 污染物 排放浓度（mg/m3）排放速率（kg/h）
治理措施及

排放方式

B03车间

RTO催化氧

化燃烧废气

VOCs（非甲烷

总烃）
＜3.35 0.0234

通过各自的排风系统收集

经 RTO热氧化燃烧处理后

由根 15m高排气筒（P2）排

放，RTO配备有活性炭吸附

装置用于事故应急

苯乙烯 未检出 1.0×10-6

臭气浓度 ＜98
颗粒物 7.12 --
SO2 ＜15 --
NOx ＜12 --

二甲苯 0.27 0.003
VOCs 3.89 0.043

B03车间

TNV催化氧

化燃烧废气

VOCs（非甲烷

总烃）
3.22 0.00638

通过各自的排风系统收集

经 TNV热氧化燃烧处理后

由根 15m高排气筒（P9）排

放，TNV配备有活性炭吸附

装置用于事故应急

苯乙烯 未检出 5.0×10-7

臭气浓度 ＜98
颗粒物 7.34 --
SO2 ＜15 --
NOx ＜56 --

B04车间喷

漆废气

苯乙烯 0.033 1.97×10-3
漆雾经板式过滤器及纸框

折叠滤网净化处理，有机废

气通过活性炭吸附，最终由

3根 17m 高排气筒（P8、P10、
P11）排放

臭气浓度 ＜550
二甲苯 未检出 7.50×10-6

臭气浓度 ＜132
二甲苯 未检出 7.50×10-6

臭气浓度 ＜132

B04车间烘

干废气

VOCs 8.45 0.076 喷漆后的烘干废气经活性

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装置

处理，由一根 15m高排气筒

P20排放
二甲苯 0.78 0.007

B02车间浸

渍废气

苯乙烯 未检出 / 浸渍烘干废气组织排放的

少量有机废气经收集后，经

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

装置处理，由一根 21m高排

气筒 P24排放

二甲苯 0.165 1.14×10-3

VOCs 0.189 1.30×10-3

非甲烷总烃 1.38 9.5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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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环境风险物质释放途径、涉及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应急资

源情况分析

5.3.1 泄漏事故的环境风险情况分析

表 5.3-1 厂区发生泄漏事故的应急措施

事故情景 释放途径 环境风险防控 应急措施与应急资源

B01车间

TCS熔铝

区铝液泄

漏

大气

巡检、绝缘手套等防

护物资、干粉灭火

器、干砂、收集桶、

铁锹、干粉灭火器

在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的情况下，使用灭火器

材进行初期灭火，切断电源，安排人员隔离可

燃物。发现任何设备铝液泄漏不能采用水作为

灭火介质,否则会引起水遇高温铝液急聚气化

造成爆炸伤人事故。只能采用干粉灭火器或干

砂进行补救火灾。可立即倒干砂进行堵挡和灭

火，以避免铝液危害进一步的扩大。时候收集

事故过程产生的废物。

B01车间

TCS熔铝

区天然气

泄漏

大气

巡检、监控、防护物

资、燃气检测、泄漏

报警、截断阀、铁锨、

消防沙、消防桶、灭

火器

天然气泄漏，检查电磁阀是否处于关闭状态，

如阀门未关闭，手动关闭阀门，修复泄漏位置。

B03车间

浸漆生产

区树脂泄

漏

大气

巡检、防护物资、托

盘、消防沙、收集桶、

铁锹

车间地面全部采取硬化防渗处理，生产区树脂

泄漏，用消防沙覆盖处理，收集至消防桶中。

B03车间

浸漆生产

区天然气

泄漏

大气

巡检、监控、防护物

资、可燃气体探测

器、泄漏报警、截断

阀、铁锨、消防沙、

消防桶、灭火器

可燃气体探测器检测到天然气泄漏，检查电磁

阀是否处于关闭状态，如阀门未关闭，手动关

闭阀门，修复泄漏位置。

B03车间

储罐区树

脂泄漏

大气

巡检、监控、防护物

资、消防沙、围堰、

树脂罐管道阀门、收

集桶、铁锹

树脂罐区设置围堰，树脂泄漏可控制在围堰

中。各树脂罐均设置阀门，将泄漏位置上游阀

门关闭。用消防沙、收集桶收集泄漏的树脂。

B03车间

RTO废气

处理设施

天然气泄

漏

大气

巡检、监控、防护物

资、燃气检测、泄漏

报警、截断阀、铁锨、

消防沙、消防桶、灭

火器

天然气泄漏，检查电磁阀是否处于关闭状态，

如阀门未关闭，手动关闭阀门，修复泄漏位置。

B03车间

TNV废

气处理设

施天然气

泄漏

大气

巡检、监控、防护物

资、燃气检测、泄漏

报警、截断阀、铁锨、

消防沙、消防桶、灭

火器

天然气泄漏，检查电磁阀是否处于关闭状态，

如阀门未关闭，手动关闭阀门，修复泄漏位置。

B04车间 大气 巡检、防护物资、托 油漆桶均设置托盘，少量泄漏能控制在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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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泄漏 盘、消防沙、收集桶、

铁锹

中，泄漏至托盘外的油漆用消防沙、收集桶收

集。

B04车间

烘炉天然

气泄漏

大气

巡检、监控、防护物

资、燃气检测、泄漏

报警、截断阀、铁锨、

消防沙、消防桶、灭

火器

天然气泄漏，检查电磁阀是否处于关闭状态，

如阀门未关闭，手动关闭阀门，修复泄漏位置。

B04车间

烘干废气

处理设施

天然气泄

漏

大气

巡检、监控、防护物

资、燃气检测、泄漏

报警、截断阀、铁锨、

消防沙、消防桶、灭

火器

天然气泄漏，检查电磁阀是否处于关闭状态，

如阀门未关闭，手动关闭阀门，修复泄漏位置。

B02车间

浸渍树脂

泄漏

大气

巡检、防护物资、托

盘、消防沙、收集桶、

铁锹

浸渍树脂罐设置托盘，少量泄漏能控制在托盘

中，泄漏至托盘外的树脂用消防沙、收集桶收

集。

B06厨房

天然气泄

漏

大气

巡检、监控、防护物

资、燃气检测、泄漏

报警、截断阀、铁锨、

消防沙、消防桶、灭

火器

天然气泄漏，检查电磁阀是否处于关闭状态，

如阀门未关闭，手动关闭阀门，修复泄漏位置。

化学品暂

存室液体

化学品泄

漏

雨水管

网、大气

巡检、监控、防护物

资、托盘、消防沙、

收集桶、铁锹、消防

沙袋

原材料库液体化学品容器均配备托盘，少量泄

漏能够控制在托盘内，泄漏至托盘外的化学品

用消防沙、收集桶收集，能够将泄漏物控制在

化学品暂存室内。

危废暂存

间液体危

废泄漏

雨水管

网、大气

巡检、监控、防护物

资、托盘、消防沙、

收集桶、铁锹、消防

沙袋

危废暂存间液体危废容器均配备托盘，少量泄

漏能够控制在托盘内，泄漏至托盘外的危废用

消防沙、收集桶收集，能够将泄漏物控制在危

废暂存间内。

B06/B09
柴油储罐

大气

巡检、可燃气体报警

器、托盘、液位计、

防护物资、消防沙、

收集桶、铁锹、消防

沙袋

柴油发生泄漏，能够控制在柴油储罐托盘内

部，少量洒漏到围堰外，污染局部环境空气，

不会流出储罐间。

室外转运

泄漏

雨水管

网、大气

巡检、监控、防护物

资、铁锨、消防沙、

收集桶

液体化学品、危废在室外转运过程发生洒

漏、泄漏。少量泄漏采用消防沙覆盖，进行收

集。泄漏量较大及时用消防沙围堵泄漏物料，

避免物料泄漏范围扩大，流入雨水井。若泄漏

物不能及时控制，导致物料流入附近地面雨水

井，立即用消防沙袋将化学品暂存室旁的雨水

排放口封堵，将物料控制在厂内。风险物质被

控制在厂内后不会污染下游地表水，风险物质

挥发会污染局部环境空气，厂区地面进行了硬

化所以不会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5.3.2 火灾、爆炸事故次生、伴生的环境风险物质扩散途径、环境风险防控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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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措施

火灾爆炸次生事故包括大气影响、水环境影响以及土壤影响。

企业所用原辅料中乙醇、润滑油、柴油、天然气、树脂、油漆等为易燃物质，

泄漏后一旦遇明火可燃烧，其燃烧产物中对大气的主要影响物质为 CO2、CO 及烟

雾等。

①火灾爆炸在大气环境中的扩散途径

厂区主要事故风险类型为火灾爆炸事故，除爆炸引发冲击波伤害、热辐射损

伤之外，火灾和爆炸过程还可能产生烟雾。

烟雾是物质在燃烧反应过程中产生的含有气态、液态和固态物质与空气的混

合物。通常由极小的炭黑粒子完全燃烧或不完全燃烧产物、水分及可燃物的燃烧

分解产物组成。烟雾的成分和数量取决于可燃物的化学组成和燃烧反应条件（如

温度、压力、助燃物数量等）。在低温时，即明燃阶段，烟雾中以液滴粒子为主，

烟气呈青白色。当温度上升至 260℃以上时，因发生脱水反应，产生大量游离的

炭粒子，烟气呈黑色或灰黑色，当火点温度上升至 500℃以上时，炭粒子逐渐减

少，烟雾呈灰色。

本项目火灾爆炸事故时，会产生 CO、CO2等物质，并伴随少量烟雾产生。一

旦发生事故，企业及时按照应急预案安排救援和疏散，及时佩戴呼吸器，以免烟

雾损害健康。在迅速采用灭火措施，并疏导下风向人员后，降低对环境和周边人

员的影响。

②次生水污染物扩散途径

火灾时采用干粉、消防沙灭火，事后收集的固体废物作为危险废物，交有资

质单位处理，不会对周围水环境产生明显不利影响。泄漏物料若流入雨水管网，

因雨水收集池处于关闭状态，不会流出厂外。对雨水收集池中废水及泄漏的废液

等进行抽吸，并作为危险废物有资质单位处理，不会对周围水环境产生明显不利

影响。

若火情较大需要消防水用来冷却灭火，主厂房室内外消防由另一组消火栓给

水泵组提供，并设稳压系统，所有消防泵均设置在清水泵房内。消防水量按室外

消火栓 10-15L/s、火灾持续时间约 1h，最大消防水量为 54m3/次，消防废水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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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厂区内雨水管道内。若产生的消防废水如控制不力，可能流出厂外，污染土

壤及下游水体。

③次生土壤污染分析

火灾爆炸事故引发冲击波伤害、热辐射损伤、有毒烟雾以及爆炸抛洒危险化

学品。抛洒的化学品散落到周围绿化地的裸露土壤造成土壤的污染。事故废水及

泄漏物流入雨水管网，雨水管网防渗破损，对土壤造成污染。

（2）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

对应急救援过后，所产生的液体及其吸附产生的废弃物，交给有资质的公司

处置。若灭火产生的液体废物流入雨水系统，采用抽水泵或吸污车等对雨水管网

中的污染物进行收集，交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

（3）应急资源

消防沙、灭火器、消防栓、收集桶、防护物资、铁锨、抽水泵等。

5.3.3 污染治理设施异常污染物超标排放的事故扩散途径、涉及环境风险防控与

应急措施、应急资源情况

（1）扩散途径

废气治理设施异常的最坏情景是治理设施失效，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企

业设置了巡查制度，每天对各废气治理设施进行检查，并填写点检表，确保废气

治理设施正常运行，降低废气超标排放通过大气扩散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2）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应急资源

污染治理设施异常导致污染物超标排放事故的措施包括定期对治理设施进

行维护管理。一旦治理装置产生事故，立即停止生产。厂内设专人对污染治理设

施进行日常检查和定期维护。一旦发现问题，及时停止产生污染的生产设施的运

行，对污染治理设备进行维修或更换后方可再进行生产。

5.4 突发环境事件产生的直接、次生、衍生危害后果分析

根据前述各类突发环境事件源强后果及影响分析结果，从地表水、地下水、

土壤、大气、人口等方面考虑，并结合本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对环境风险受体的影

响程度和范围。危害分析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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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 厂区突发环境事件各类情景可能产生的后果分析

突发环境

事件类型
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对环境风险受体的影响程度及范围

后果

疏散人

口数量

是否影响到

饮用水水源

地取水

是否造成跨

界影响

是否影响生

态敏感区生

态功能

泄漏事故

B01车间 TCS 熔铝区铝液泄漏：铝液洒漏，高温铝液不会流出车间。大量泄漏，若处理不当，

可能遇明火引发火灾、爆炸、中毒事故，污染大气，事故废水若处置不当会污染地表水。
0 否 否 否

B03车间浸漆生产区树脂泄漏：树脂少量泄漏，在车间内部，污染局部环境空气，不会流出

车间污染地表水。大量泄漏，若处理不当，可能遇明火引发火灾、爆炸、中毒事故，污染大

气，事故废水若处置不当会污染地表水。

0 否 否 否

B03车间储罐区树脂泄漏：浸渍树脂少量泄漏，在储罐区内部，污染局部环境空气，不会流

出罐区污染地表水。大量泄漏，若处理不当，可能遇明火引发火灾、爆炸、中毒事故，污染

大气，事故废水若处置不当会污染地表水。

0 否 否 否

B04车间油漆泄漏：油漆少量泄漏，在车间内部，污染局部环境空气，不会流出车间污染地

表水。大量泄漏，若处理不当，可能遇明火引发火灾、爆炸、中毒事故，污染大气，事故废

水若处置不当会污染地表水。

0 否 否 否

B02车间浸渍树脂泄漏：浸渍液少量泄漏，在车间内部，污染局部环境空气，不会流出车间

污染地表水。大量泄漏，若处理不当，可能遇明火引发火灾、爆炸、中毒事故，污染大气，

事故废水若处置不当会污染地表水。

0 否 否 否

化学品暂存室液体化学品泄漏：油类、油漆等原料少量泄漏，能够控制在原料区内部，污染

局部环境空气，不会流出原料区。大量泄漏，流入雨水管网，雨水排放口封堵不及时污染下

游地表水体。若泄漏原料处理不当，可能遇明火引发火灾、爆炸、中毒事故，污染大气，事

故废水若处置不当会污染地表水。

0 否 否 否

危废暂存间液体危废泄漏：液体危废发生少量泄漏，能够控制在危废暂存间内部，污染局部

环境空气，不会流出原料区。泄漏量较大，流入雨水管网，雨水排放口封堵不及时污染下游

地表水体。若泄漏原料处理不当，可能遇明火引发火灾、爆炸、中毒事故，污染大气，事故

废水若处置不当会污染地表水。

0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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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环境

事件类型
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对环境风险受体的影响程度及范围

后果

疏散人

口数量

是否影响到

饮用水水源

地取水

是否造成跨

界影响

是否影响生

态敏感区生

态功能

B01 车间熔铝区、B03 车间浸漆生产区、B03 车间 RTO 废气处理设施、B03 车间 TNV 废气

处理设施、B04车间烘炉、B04车间烘干废气设施、B06厨房，以上位置天然气泄漏，检查

电磁阀是否处于关闭状态，如阀门未关闭，手动关闭阀门，修复泄漏位置。天然气泄漏，污

染局部环境空气。大量泄漏遇火源会引发火灾、爆炸事故，如事故废水处理不当，进入厂区

裸露土壤或流出厂外，可能会影响地表水。

0 否 否 否

室外转运泄漏：液体化学品、危废在室外转运过程发生洒漏、泄漏。少量泄漏采用消防沙覆

盖，进行收集。泄漏量较大及时用消防沙围堵泄漏物料，避免物料泄漏范围扩大，流入雨水

井。若泄漏物不能及时控制，导致物料流入附近地面雨水井，立即用消防沙袋将化学品暂存

室旁的雨水排放口封堵，将物料控制在厂内。风险物质被控制在厂内后不会污染下游地表水，

风险物质挥发会污染局部环境空气。

0 否 否 否

火灾、爆炸

事故引起次

生、衍生事

故

火灾爆炸事故时，会产生 CO、CO2等物质，并伴随少量烟雾产生。一旦发生事故，企业应及

时按照应急预案安排救援和疏散，及时佩戴呼吸器，以免烟雾损害健康。在迅速采用灭火措

施，并疏导下风向人员后，降低对环境和周边人员的影响。

火情较大，需要用消防水来冷却灭火，产生的消防废水如控制不力，可能流出厂外，污染土

壤及下游水体。

0 否 否 否

污染治理设

施异常
废气治理设施异常，废气直接排入大气造成短时局部空气污染。 0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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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现有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差距分析

根据本报告第3、4部分的分析，从以下五个方面对现有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

措施的完备性、可靠性和有效性进行分析论证，找出差距、问题，提出需要整改

的内容。

表 6.1-1 现有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差距分析表

相关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 落实情况

环境

风险

管理

制度

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制度是否建立
已建立环境风险防控

和应急措施制度

环境风险防控重点岗位的责任人或责任机构是否明确

已明确环境风险防控

重点岗位的责任人与

责任机构

定期巡检和维护责任制度是否落实
已落实定期巡检和维

护责任制度

环评及批复文件的各项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要求是否

落实

已落实环评及批复文

件的各项环境风险防

控和应急措施要求

是否经常对职工开展环境风险和环境应急管理宣传和培训

已落实，定期对职工开

展环境风险和环境应

急管理宣传和培训

是否建立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制度，并有效执行
已建立突发环境事件

信息报告制度

环境

风险

防控

与应

急措

施

是否在废气排放口、废水、雨水和清洁下水排放口对可能

排出的环境风险物质，按照物质特性、危害，设置监视、

控制措施，分析每项措施的管理规定、岗位职责落实情况

和措施的有效性
具体见 6.1

是否采取防止事故排水、污染物等扩散、排出厂界的措施，

包括截流措施、事故排水收集措施、雨水系统防控措施等，

分析每项措施的管理规定、岗位职责落实情况和措施的有

效性

环境

应急

资源

是否配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和应急装备
已配备，详见应急资源

调查报告

是否已设置专职或兼职人员组成的应急救援队伍
已设置，详见应急资源

调查报告

历史

经验

教训

总结

分析、总结历史上同类型企业或涉及相同环境风险物质的

企业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经验教训，对照检查本单位是否

有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的措施

具体见 6.2

需要

整改

的短

期、中

针对上述排查的每一项差距和隐患，根据其危害性、紧迫

性和治理时间的长短，提出需要完成整改的期限，分别按

短期（3个月以内）、中期（3-6 个月）和长期（6 个月以

上）列表说明需要整改的项目内容，包括：整改涉及的环

具体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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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和

长期

项目

内容

境风险单元、环境风险物质、目前存在的问题（环境风险

管理制度、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应急资源）、可能

影响的环境风险受体。

6.1 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落实情况

表 6.1-2 现有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落实情况及差距

序号 项目 落实情况
待弥补

的差距

1

是否在废气排放口、废水、雨水和清洁下

水排放口对可能排出的环境风险物质，按

照物质特性、危害，设置监视、控制措施，

分析每项措施的管理规定、岗位职责落实

情况和措施的有效性；

厂内雨污分流，厂区

排放的废水为生活

污水，由厂区废水总

排放口排放；厂区收

集的雨水进入雨水

管网，通过各雨水排

放口排放

各风险单元按事

业部进行进行应

急小组划分，明确

岗位职责，增强应

急措施的有效性

2

是否采取防止事故排水、污染物等扩散、

排出厂界的措施，包括截流措施、事故排

水收集措施、清净下水系统防控措施、雨

水系统防控措施、生产废水处理系统防控

措施等，分析每项措施的管理规定、岗位

职责落实情况和措施的有效性；

厂区产生大量消防

废水的情况，可通过

厂区路面雨水井收

集，进入地下雨水管

网，各雨水排放口设

有应急沙袋，能将物

料控制在厂内。

厂区雨水排放口

数量较多，切断方

式均为沙袋封堵，

均为设置截止阀。

增加吸附材料、收

集桶等应急物资

3

涉及毒性气体的，是否设置毒性气体泄漏

紧急处置装置，是否已布置生产区域或厂

界毒性气体泄漏监控预警系统，是否有提

醒周边公众紧急疏散的措施和手段等，分

析每项措施的管理规定、岗位责任落实情

况和措施的有效性。

企业生产过程中不

涉及产生有毒气体

的物料。

补充周边企业与

临近企业的联系

方式，确保事故状

态下提醒周边公

众与企业的措施

和手段有效

6.2 历史经验教训总结

本评估报告列举了突发环境事件案例，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吸取经验教

训，以便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表6.2-1 同类企业突发环境事件经验教训及拟增加的措施

事故
事故

类型
事故后果及影响 事故原因

根据经验教训本公

司拟增加的措施

济南泺口马

家庄油墨厂

发生火灾

废油

墨起

火

火灾产生的有毒有

害气体影响厂区及

周边人群健康，污染

局部环境空气

电焊的火星引起附近

的废油墨桶中的废油

墨着火

（1）加强人员管理，

提升人员安全环保

意识，涉及到产生热

源明火的工序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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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类等易燃物料。

（2）定期对企业环

境风险源包括储罐、

包装等其进行检查

及检修。

广东富华工

程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火

灾、爆炸

稀释

剂爆

炸

生产车间严重损毁，

17 人死亡，33 人受

伤

工作人员违规操作，

在清洁过程中润滑油

流入到生产车间地面

上，与空气混合达到

最低爆炸浓度，在焊

接过程中焊接熔渣掉

落到地面引起爆炸

深圳公明合

水口第四工

业区11栋二

楼车间起火

油墨

烘烤

引燃

火灾导致三名男性

员工面部和四肢被

烧伤，其中两重伤一

轻伤

油墨烘烤时引起火

灾，引燃旁边的白电

油、油墨。

6.3 需要整改的短期、中期和长期项目内容

根据此次排查出的差距和隐患，根据危害性、紧迫性和治理时间提出需要整

改的短期（3个月以内）、中期（3~6个月）和长期（6个月以上）项目内容，详

见下表。

表6.3-1本公司需要整改的短期、中期和长期项目内容

序号 存在问题及需要整改的内容 整改期限

一 环境风险管理制度 -

1

企业环境风险及应急管理体系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应覆盖环境风

险管理全过程；现有环境风险及应急管理文件需要根据企业的实际

情况进一步修订，并采用规范化文本。环境监测职责及监测计划需

进一步落实完善。

短期

2

为加强对污染治理设施的维护、保养和管理工作，杜绝设施故障，

企业应建立健全环境管理体系，制定环保管理规章制度，如：环境

风险防控设施安全巡查、安全检查、维护责任制度，特征污染物监

测报告制度，突发环境事件报告与应急处理制度等，重点部位日常

检查、巡查、维护应有记录。

短期

二 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 -

1
公司应开展应急法律法规宣传工作，并对职工进行环境风险和环境

应急管理方面的培训。
中期

三 环境应急资源 -

1

应急队伍的培训与演练急需加强：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指挥及救援

人员应具备各类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处置、环境监测、各类应急装

备使用及个人防护的知识及技能。各应急队伍应按照各自的应急职

责和任务，进行专门的培训及演练。

长期

注：短期为3个月内，中期为3-6个月内，长期为6个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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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完善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的实施计划

针对需要整改的短期、中期和长期企业，企业分别制定完善环境风险防控和

应急措施的实施计划。制定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的整改目标及实施计划。

表7.1-1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整改计划及实施计划

序号 整改内容 整改目标
整改完成日

期

1

短期

计划

企业环境风险及应急管理体系需要

进一步建立健全，应覆盖环境风险管

理全过程；现有环境风险及应急管理

文件需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进一

步修订，并采用规范化文本。环境监

测职责及监测计划需进一步落实完

善。

完善更新环境风险应急

管理（制度、预案）体系建

设，覆盖环境风险管理全过

程。对现有应急管理文件进

行规范化更新整理。

2022 年 4

月 8 日

2

为加强对污染治理设施的维护、保养

和管理工作，杜绝设施故障，企业应

建立健全环境管理体系，制定环保管

理规章制度，如：环境风险防控设施

安全巡查、安全检查、维护责任制度，

特征污染物监测报告制度，突发环境

事件报告与应急处理制度等，重点部

位日常检查、巡查、维护应有记录。

1、落实环境管理岗位职

责。

2、明确环境风险防控重点

岗位（各生产车间、罐区、

化学品暂存间、危废暂存

间等）职责及责任人。

3、细化环境应急人员职

责，每岗设置双人。

2022 年 4

月 8 日

3
中期

计划

公司应开展应急法律法规宣传工作，

并对职工进行环境风险和环境应急管

理方面的培训。

根据环境风险和应急的新

要求，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

宣传及培训工作。并对宣传

及培训效果进行评估。

半年一次

4
长期

计划

应急队伍的培训与演练急需加强：突

发环境事件的应急指挥及救援人员

应具备各类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处

置、环境监测、各类应急装备使用及

个人防护的知识及技能。各应急队伍

应按照各自的应急职责和任务，进行

专门的培训及演练。

按照指挥机构、应急小组

的职责与任务进行有针对

性的训练与演练。培训内

容按预案要求执行。

半年一次

注：根据环办[2014]34 号《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整改期限分别按

短期（3 个月以内）、中期（3-6 个月）和长期（6 个月以上）来进行。

8.企业环境事件风险等级

8.1 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程序

依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 941-2018），通过定量分析

厂区环境风险物质最大存在量与临界量的对比，确定本公司涉气（或水）（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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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生产工艺过程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M）以及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E）的

评估分析结果，分别评估企业突发大气环境事件风险和突发水环境事件风险，将

企业突发大气或水环境事件风险等级划分为一般环境风险、较大环境风险和重大

环境风险三级。同时涉及突发大气和水环境事件风险的企业，以等级高者确定企

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程序见图 7.1-1。

图 8.1-1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流程示意图

8.2 突发大气环境事件风险分级

8.2.1 环境风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Q）

涉气风险物质包括 HJ 941-2018 附录 A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

部分全部风险物质以及第八部分中除 NH3-N 浓度≥2000mg/L 的废液、CODcr 浓度

≥10000mg/L 的有机废液之外的气体和可挥发造成突发大气环境事件的固态、液

态风险物质；判断企业生产原料、产品、中间产品、副产品、催化剂、辅助生产

物料、燃料、“三废”污染物等是否涉及大气环境风险物质，计算大气风险物质

企业基本情况调查与分析

计算涉气（或水）风险物质数量与其

临界量比值（Q）

涉气（或水）风险物

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

（Q）

生产工艺过程与大气

（或水）环境风险控

制水平（M）

大气（或水）环境风

险受体敏感程度（E）

突发大气（或水）环境事件风险等级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

较大环境风险一般环境风险 重大环境风险

Q≥1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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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厂界内的存在量（如存在动态变化，则按年度最大存在量计算）与其在附录 A

中临界量的比值 Q：

（1）当企业只涉及一种风险物质时，该物质的数量与其临界量比值，即为 Q。

（2）当企业存在多种风险物质时，则按式（1）计算：

Q=
Wn
wn

W
w

W
w

 ...
1
1

1
1

式中：w1,w2,...,wn——每种风险物质的存在量，t；W1,W2,...,Wn——每种风

险物质的临界量，t。按照数值大小，将 Q划分为 4个水平：

（1）Q＜1，以 Q0 表示，企业直接评为一般环境风险等级；

（2）1≤Q＜10，以 Q1 表示；

（3）10≤Q＜100，以 Q2 表示；

（4）Q≥100，以 Q3 表示。

对照《企业突发环境事件等级分级方法》（HJ941-2018）附录 A，企业所涉

及到的油类物质、乙醇、二甲苯、丁醇、乙苯、异丙醇、含油废水、天然气、高

压树脂（危害水生环境-慢性毒性物质）均属于突发环境事件涉气风险物质。

表 8.2-1 涉气环境风险物质最大存在量及临界量比值

环境风险物质 最大存在量 t 临界量 t w/W Q 值

油类物质 7.176 2500 0.0028704

0.8788904

乙醇 0.86 500 0.00172

苯乙烯 6.627 10 0.6627

二甲苯 0.244 10 0.0244

丁醇 0.0105 10 0.00105

乙苯 0.0315 10 0.00315

异丙醇 0.16 10 0.016

乙炔 0.12 10 0.012

高压树脂（危害

水生环境-慢性

毒性）

15 200 0.075

天然气

（以甲烷计）
0.8 10 0.08

由上表可知，Q值为 0.8788904，Q＜1，涉气环境风险等级用 Q0 表示。

8.2.2 生产工艺过程与大气环境风险控制水平（M）

将企业生产工艺过程、大气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及突发大气环境事件发生情

况、水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及突发水环境事件发生情况各项指标评估分值累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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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产工艺过程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值（大气环境或水环境），按下表划分为 4

个类型。

表 8.2-2 企业生产工艺过程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类型划分

评估依据 分值 本公司情况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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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套 不涉及 0

其他高温或高压、涉及易燃易爆等物质的工艺过程 a 5/每套

B01 车间熔化

炉、B03车间

RTO、TNV
15

具有国家规定限期淘汰的工艺名录和设备 b 5/每套 不涉及 0

不涉及以上危险工艺过程或国家规定的禁用工艺/设备 0 -- 0

注：a高温指工艺温度≥300℃，高压指压力容器的设计压力（p）≥10.0MPa，易燃易爆等物

质是指按照 GB30000.2 至 GB30000.13 所确定的化学物质；b 指《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最

新年本）中有淘汰期限的淘汰类落后生产工艺装备。

总得分 15

表 8.2-3 大气环境风险防控措施与突发大气环境事件发生情况评估

评估指标 评估依据 分值 本公司情况 评分

毒性气体泄漏

监控预警措施

（1）不涉及附录 A 中有毒有害气体的；或

（2）根据实际情况，具备有毒有害气体（如

硫化氢、氰化氢、氯化氢、光气、氯气、

氨气、苯等）厂界泄漏监控预警系统的

0

不涉及 0

不具备厂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监控预警系

统的
25

符合防护

距离情况

符合环评及批复文件防护距离要求的 0 符合
0

不符合环评及批复文件防护距离要求的 25 --

近 3 年内突发

大气环境事件

发生情况

发生过特别重大或重大等级突发大气环境

事件的
20 --

0发生过较大等级突发大气环境事件的 15 --

发生过一般等级突发大气环境事件的 10 --

未发生突发大气环境事件的 0 未发生

企业总得分 0

表 8.2-4 企业生产工艺过程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类型划分

生产工艺过程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值 生产工艺过程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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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5 M1

25≤M＜45 M2

45≤M＜65 M3

M≥65 M4

通过上表统计，企业大气环境风险控制水平评分为 15 分，为 M1；

8.2.3 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E）

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类型按照企业周边人口数进行划分。按照企业周

边 5公里或 500 米范围内人口数将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划分为类型 1、类

型 2和类型 3三种类型，分别以 E1、E2 和 E3 表示，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

按类型 1、类型 2和类型 3顺序依次降低。若企业周边存在多种敏感程度类型的

大气环境风险受体，则按敏感程度高者确定企业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类

型。

表 8.2-5 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类型划分

敏感程度类型 大气环境风险受体

类型 1（E1）

企业周边 5 公里范围内居住区、医疗卫生机构、文化教育机构、科研单位、

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商场、公园等人口总数 5万人以上，或企业周边

500 米范围内人口总数 1000 人以上，或企业周边 5 公里涉及军事禁区、军

事管理区、国家相关保密区域

类型 2（E2）

企业周边 5 公里范围内居住区、医疗卫生机构、文化教育机构、科研单位、

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商场、公园等人口总数 1 万人以上、5 万人以下，

或企业周边 500 米范围内人口总数 500 人以上、1000 人以下

类型 3（E3）

企业周边 5 公里范围内居住区、医疗卫生机构、文化教育机构、科研单位、

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商场、公园等人口总数 1万人以下，且企业周边

500 米范围内人口总数 500 人以下

以企业厂区边界计，调查周边 500 米和 5公里范围内大气环境风险受体（包

括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行政办公、重要基础设施、企业等主要功

能区域内的人群、保护单位、植被等）和土壤环境风险受体（包括基本农田保护

区、居住商用地）情况。大气环境风险受体调查结果，企业周边 500 米范围内人

口总数大于 1000 人，企业周边 5 公里范围内环境敏感点人口数大于 5 万人，故

本企业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为 E1。

8.2.4 突发大气环境事件风险等级确定

根据企业边界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E）、涉气风险物质数量与临界

量比值（Q）和生产工艺过程与大气环境风险控制水平（M），按照表 7.2-6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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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突发大气环境事件风险等级。

表 8.2-6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矩阵表

环境风险受

体敏感程度

（E）

风险物质数量与

临界量比值（Q）

生产工艺过程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M）

M1 类水平 M2 类水平 M3 类水平 M4 类水平

类型 1（E1）

1≤Q＜10（Q1） 较大 较大 重大 重大

10≤Q＜100（Q2） 较大 重大 重大 重大

Q≥100（Q3） 重大 重大 重大 重大

类型 2（E2）

1≤Q＜10（Q1） 一般 较大 较大 重大

10≤Q＜100（Q2） 较大 较大 重大 重大

Q≥100（Q3） 较大 重大 重大 重大

类型 3（E3）

1≤Q＜10（Q1） 一般 一般 较大 较大

10≤Q＜100（Q2） 一般 较大 较大 重大

Q≥100（Q3） 较大 较大 重大 重大

企业的大气环境风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为 Q0，生产工艺过程与环境风

险控制水平为 M1，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为 E1，则本企业突发大气环境事

件风险等级表示为“一般-大气（Q0）”

8.3 突发水环境事件风险分级

8.3.1 环境风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Q）

涉水风险物质包括 HJ 941-2018 附录 A中的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

和第八部分全部风险物质，以及第一、第二部分中溶于水和遇水发生反应的风险

物质。判断企业生产原料、产品、中间产品、副产品、催化剂、辅助生产物料、

“三废”污染物等是否涉及水环境风险物质，计算涉水风险物质预期临界量的比

值，方法同 8.2.1 部分。

对照《企业突发环境事件等级分级方法》（HJ941-2018）附录 A，企业所涉

及到的油类物质、乙醇、二甲苯、丁醇、乙苯、异丙醇、含油废水、高压树脂（危

害水生环境-慢性毒性物质）、高 COD 有机废液均属于突发环境事件涉水风险物

质。

表 8.2-1 涉水环境风险物质最大存在量及临界量比值

环境风险物质 最大存在量 t 临界量 t w/W Q 值

油类物质 7.176 2500 0.0028704

0.8638904
乙醇 0.86 500 0.00172

苯乙烯 6.627 10 0.6627

二甲苯 0.244 10 0.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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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醇 0.0105 10 0.00105

乙苯 0.0315 10 0.00315

异丙醇 0.16 10 0.016

高压树脂（危害

水生环境-慢性

毒性）

15 200 0.075

高 COD 有机废液 0.77 10 0.077

由上表可知，Q值为 0.8638904，Q＜1，涉气环境风险等级用 Q0 表示。

8.3.2 生产工艺过程与水环境风险控制水平（M）

表 8.3-2 企业生产工艺过程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类型划分

评估依据 分值 本公司情况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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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套 不涉及 0

其他高温或高压、涉及易燃易爆等物质的工艺过程 a 5/每套

B01 车间熔化

炉、B03车间

RTO、TNV
15

具有国家规定限期淘汰的工艺名录和设备 b 5/每套 不涉及 0

不涉及以上危险工艺过程或国家规定的禁用工艺/设备 0 -- 0

注：a高温指工艺温度≥300℃，高压指压力容器的设计压力（p）≥10.0MPa，易燃易爆等物

质是指按照 GB30000.2 至 GB30000.13 所确定的化学物质；b 指《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最

新年本）中有淘汰期限的淘汰类落后生产工艺装备。

总得分 15

表 8.3-3 水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及突发水环境事件发生情况评估

评估

指标
评估依据 分值 本公司情况 评分

截流

措施

（1）环境风险单元设防渗漏、防腐蚀、

防淋溶、防流失措施；且

（2）装置围堰与罐区防火堤（围堰）外

设排水切换阀，正常情况下通向雨水系

统的阀门关闭，通向事故存液池、应急

事故水池、清净废水排放缓冲池或污水

处理系统的阀门打开；且

（3）前述措施日常管理及维护良好，有

专人负责阀门切换或设置自动切换设

施，保证初期雨水、泄漏物和受污染的

消防水排入污水系统

0
树脂储罐区防渗漏、防腐蚀、

防流失措施，且建有围堰用以

收容泄漏物，该围堰与外部并

无联通；化学品放置于化学品

室，且有防泄漏托盘

8

有任意一个环境风险单元（包括可能发

生液体泄漏或产生液体泄漏物的危险废

物贮存场所）的截流措施不符合上述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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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指标
评估依据 分值 本公司情况 评分

意一条要求的

事故

废水

收集

措施

（1）按相关设计规范设置应急事故水

池、事故存液池或清净废水排放缓冲池

等事故排水收集设施，并根据相关设计

规范、下游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和易

发生极端天气情况，设计事故排水收集

设施的容量；且

（2）确保事故排水收集设施在事故状态

下能顺利收集泄漏物和消防水，日常保

持足够的事故排水缓冲容量；且

（3）通过协议单位或自建管线，能将所

收集废水送至厂区内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0

企业未设置应急事故水池 8

有任意一个环境风险单元（包括可能发

生液体泄漏或产生液体泄漏物的危险废

物贮存场所）的事故排水收集措施不符

合上述任意一条要求的

8

清净

废水

系统

风险

防控

措施

（1）不涉及清净废水；或

（2）厂区内清净废水均可排入废水处理

系统；或清污分流，且清净废水系统具

有下述所有措施：

①具有收集受污染的清净废水的缓冲池

（或收集池），池内日常保持足够的事

故排水缓冲容量；池内设有提升设施或

通过自流，能将所收集物送至厂区内污

水处理设施处理；且

②具有清净废水系统的总排口监视及关

闭设施，有专人负责在紧急情况下关闭

清净废水总排口，防止受污染的清净废

水和泄漏物进入外环境

0 不涉及清净废水

0

涉及清净废水，有任意一个环境风险单

元的清净废水系统风险防控措施不符合

上述（2）要求的

8 --

雨水

排水

系统

风险

防控

措施

1）厂区内雨水均进入废水处理系统；或

雨污分流，且雨水排水系统具有下述所

有措施：

①具有收集初期雨水的收集池或雨水监

控池；池出水管上设置切断阀，正常情

况下阀门关闭，防止受污染的雨水外排；

池内设有提升设施或通过自流，能将所

收集物送至厂区内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②具有雨水系统总排口（含泄洪渠）监

0
厂区雨污分流，雨水排放口未

设置截止阀。
8



西门子传动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

80

评估

指标
评估依据 分值 本公司情况 评分

视及关闭设施，在紧急情况下有专人负

责关闭雨水系统总排口（含与清净废水

共用一套排水系统情况），防止雨水、

消防水和泄漏物进入外环境；

（2）如果有排洪沟，排洪沟不得通过生

产区和罐区，或具有防止泄漏物和受污

染的消防水等流入区域排洪沟的措施。

不符合上述要求的 8

生产

废水

处理

系统

风险

防控

措施

（1）无生产废水产生或外排；或

（2）有废水外排时：

①受污染的循环冷却水、雨水、消防水

等排入生产废水系统或独立处理系统；

②生产废水排放前设监控池，能够将不

合格废水送废水处理设施处理；

③如企业受污染的清净废水或雨水进入

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则废水处理系统应

设置事故水缓冲设施；

④具有生产废水总排口监视及关闭设

施，有专人负责启闭，确保泄漏物、受

污染的消防水、不合格废水不排出厂外

0

厂区无生产废水产生 0

涉及废水外排，且不符合上述（2）中任

意一条要求的
8

废水

排放

去向

无生产废水产生或外排 0 厂区无生产废水产生

0

（1）依法获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进入城镇污水处理厂；或

（2）进入工业废水集中处理厂；或

（3）进入其他单位

6 --

（1）直接进入海域或进入江、河、湖、

库等水环境；或

（2）进入城市下水道再入江、河、湖、

库或再进入海域；或

（3）未依法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

可，进入城镇污水处理厂；或

（4）直接进入污灌农田或蒸发地

12 --

厂内

危险

废物

环境

管理

（1）不涉及危险废物的；或

（2）针对危险废物分区贮存、运输、利

用、处置具有完善的专业设施和风险防

控措施

0

危废分区分类存放，危废暂存

场所地面均进行硬化防渗漏

处理，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

理。
0

不具备完善的危险废物贮存、运输、利

用、处置设施和风险防控措施
10 --



西门子传动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

81

评估

指标
评估依据 分值 本公司情况 评分

近 3年

内突

发水

环境

事件

发生

情况

发生过特别重大及重大等级突发水环境

事件的
8 --

0
发生过较大等级突发水环境事件的 6 --

发生过一般等级突发水环境事件的 4 --

未发生突发水环境事件的 0 未发生

注：本表中相关规范具体指 GB50483、GB50160、GB50351、GB50747、SH3015

总得分 24

通过上表统计，企业生产工艺过程与水环境风险控制水平评分为 39 分，为

M2。

8.3.3 水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E）

水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按照水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同时考虑河流跨界

的情况和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况，将水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类型划分为类型

1、类型 2和类型 3，分别以 E1、E2 和 E3 表示，水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按类

型 1、类型 2和类型 3顺序依次降低。若企业周边存在多种敏感程度类型的水环

境风险受体，则按敏感程度高者确定企业水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类型。

表 8.3-4 水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类型划分
敏感程度类型 水环境风险受体

类型 1（E1）

（1）企业雨水排口、清净废水排口、污水排口下游 10 公里流经范围内有

如下一类或多类环境风险受体：集中式地表水、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包括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农村及分散式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

（2）废水排入受纳水体后 24 小时流经范围（按受纳河流最大日均流速计

算）内涉及跨国界的

类型 2（E2）

（1）企业雨水排口、清净废水排口、污水排口下游 10 公里流经范围内有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或具有水生态服务功能的其他水生态环境敏感区和

脆弱区，如国家公园，国家级和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水产养殖区，

天然渔场，海水浴场，盐场保护区，国家重要湿地，国家级和地方级海洋

特别保护区，国家级和地方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地，国家级和省级森林公园，世界、国家和省级地质公园，基本农田

保护区，基本草原；

（2）企业雨水排口、清净废水排口、污水排口下游 10 公里流经范围内涉

及跨省界的；

（3）企业位于溶岩地貌、泄洪区、泥石流多发等地区

类型 3（E3） 不涉及类型 1和类型 2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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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中规定的距离范围以到各类水环境保护目标或保护区域的边界为准

公司排水系统为雨、污分流制，无生产废水，只有生活污水产生。全厂共有

6个污水排放口，12个雨水总排口。目前雨水和污水总排口均未设置截止阀。雨

水经12个雨水排放口排至西大洼排水河，最终排至独流减河。西门子电气传动有

限公司废水通过废水总排口排至市政管网，最终排至咸阳路污水处理厂进行处

理，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尾水进入大沽排污河。

综上，本企业水环境风险受体为西大洼排水河和独流减河作为水环境风险受

体。独流减河为一级河道，涉及天津市生态保护红线，本公司水环境风险受体敏

感程度为类型2（E2）。废水排入受纳水体后24小时流经范围内不涉及跨国界、

跨省界问题。

8.3.4 突发水环境事件风险等级确定

企业的水环境风险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为 Q0，生产工艺过程与环境风险

控制水平为 M2，水环境风险受体敏感程度为 E2，则本企业突发水环境事件风险

等级表示为“一般-水（Q0）”。

8.4 级别表征

根据以上结果，且本企业近三年内未受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处罚，无需调高

风险等级，企业同时涉及突发大气和水环境事件风险，风险等级标识为“一般［一

般-大气（Q0）+一般-水（Q0）］”。

9.附图附件

见《西门子传动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附图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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