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化工高等教育译丛

化工过程的安全评价
SafetyAssessmentforChemicalProcesses

[德]JörgSteinbach 著

郭旭虹 等译

译委会成员

郭旭虹 徐益升 王 杰

许 军 张 锐 李 莉

陈凯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化工过程的安全评价/(德)斯坦巴克(Steinbach,J.)著;郭旭虹等译.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5
 ISBN978 7 5628 4128 9

 Ⅰ. ①化… Ⅱ.①斯… ②郭… Ⅲ.①化工过程—安全评价 
Ⅳ. ①TQ02②TQ0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8396号

SafetyAssessmentforChemicalProcesses/JörgSteinbach
原著ISBN:3 527 28852 X。

Copyright WILEY VCHVerlagGmbH,1999
AllRightsReserved.Thistranslationpublishedunderlicen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9 2014 190号。

CopiesofthisbooksoldwithoutaWileyStickeronthecover
areunauthorizedandillegal.

经典化工高等教育译丛

化工过程的安全评价
………………………………………………………………………………………………………………
著  者/[德]JörgSteinbach
译  者/郭旭虹 等

责任编辑/周 颖

责任校对/张 波

出版发行/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梅陇路130号,200237
电 话:(021)64250306(营销部)

(021)64251837(编辑室)
传 真:(021)64252707
网 址:press.ecust.edu.cn

印  刷/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4.75
字  数/247千字

版  次/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5月第1次

书  号/ISBN978 7 5628 4128 9
定  价/58.00元

联系我们:电 子 邮 箱press@ecust.edu.cn
官 方 微 博e.weibo.com/ecustpress
天猫旗舰店http://hdlgdxcbs.tmall.com



译 者 的 话

还清楚地记得那是在2013年7月22日,作为化工学院国际交流的负责

人,我参加了学校接待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校长约尔格·斯坦巴克教授(Prof.

Dr.JörgSteinbach)一行的访问。在这次访问中,钱旭红校长代表华东理工大

学授予斯坦巴克教授名誉教授。在欢迎晚宴上,斯坦巴克教授表示,为了成为

名副其实的教授,他愿意在2014年适当的时候为我校本科生用英语开设16学

时的“化工安全”选修课。至于教材或参考书,他建议采用他自己的专著《Safety

AssessmentforChemicalProcesses》(《化工过程的安全评价》)。他的提议得到

在座的各位领导和教师代表的一致赞赏。考虑到我校本科生的英语水平和接

受能力,钱旭红校长建议将他的专著尽快翻译成中文,并且认为该书对我国化

工行业安全认识水平的提高一定会大有裨益。于是,我很荣幸地被钱校长点名

承担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翻译任务。

这是我第一次完整地翻译一本三百多页的英文专著,没有经验,还有些盲

目乐观。当时我承担着我校化学工程专业接受美国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会(简

称ABET)的认证准备工作,我认为翻译本书正好能使我借机深入学习化工安

全的相关知识,有利于准备ABET认证中的实验室安全建设。事实证明我低估

了翻译本书的难度。虽然我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但因从事的研究方向

不在化工安全领域,也没有相关领域的教学经历,一些专业词汇的翻译经过了

多方查找或多方请教,有的至今都没有找到最满意的答案。惭愧的是,原本我

想赶在斯坦巴克教授今年3月12—13日为我校本科生上课前翻译出来,但直

到最近才勉强交稿。虽然在我的助手和研究生的帮助下,初稿完成较早,但我

花了半年的时间才完成对初稿的两次修改,许多地方因某个概念的理解有误,

不得不整段地重新翻译。即便如此,还有一些地方的翻译至今不甚满意。由于

译者水平和精力都有限,可能会在翻译过程中引入不少错误,恳请读者在阅读

过程中发现问题后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斯坦巴克教授是欧洲化工安全领域的专家,在该领域卓有学术贡献。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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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998年他还没当校长时编著的一本专著,主要阐述了化工过程的安全基础

知识,除介绍必要的术语外,还介绍了物质和混合物的安全参数的测量方法,实

验室和工厂反应装置的安全风险评估和预防策略等。联系到我国最近频发的

安全事故,如工厂车间的尘爆和实验室起火爆炸等,本书值得推荐给相关行业

的工作人员,掌握这些知识能帮助我们提前认识风险,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事

故,或将事故的危害降低到最小。本书当然也非常适合用作高等院校化工类相

关课程的教材。

鸣谢:本书的翻译,得到了研究组许多老师和学生的帮助,其中第三章和第

四章的一部分由徐益升副教授负责翻译,第四章的大部分由许军副教授和王杰

老师负责翻译,第五章和第四章的最后一部分由张锐副教授负责翻译,第六、

七、八章由李莉教授负责翻译。我的博士生厉涛同学对全文的图表和公式的翻

译、编辑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陈凯敏老师对全文初稿进行了一次全面阅读

和修改。在此谨向上述诸位致谢。

最后尤其要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的支持和宽容。本书的翻译占用了许多本

该陪伴家人的时间。我的父亲在本书翻译最紧张的时候突发心肌梗塞去世,联

想到他生前对我工作的鼓励和支持,谨以此翻译稿献给我的父亲。

郭旭虹

2014年10月26日于上海

 译者的话



前 言

“预防损失”代表着教学和科研中的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它是个综合性的

概念,包含了与工业安全相关的过程和装备。预防损失的综合解决方案发展成

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学习这一学科相关的基础知识对所有的化工专业学生来

说应该都是必须的。今天,化工企业已经把过程安全放在与质量保障、环境友

好及经济可行同等重要的位置。

本书阐释了过程安全的主要基础内容,适合于化学工程师和从事研发、生

产及监管部门的化学工作者。同时,它也可用作大学课程的教材。

上述的预防损失解决方案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内容:

● 与安全相关的物质数据的定义和分析,因为它们能体现潜在的危害;

● 管理和工程上的安全概念,因为它们影响出现事故的可能性;

● 危害分析方法,因为它们能保证安全评价过程的系统性;

● 包括模拟计算的可靠性分析和风险定量方法;

● 人/机界面的讨论;

● 法律要求和自愿项目的相关性,如责任关怀。

本书将包含前三个话题的内容,重点放在工程安全的概念上。

首先介绍预防损失的术语,再概述对化学工艺和单元操作进行危害评价的

系统方法。接着描述安全研究化学物质和混合物的实验方法,讨论实验结果的

解释。本书的主要部分都致力于研究和评价在正常和非正常操作条件下的化

学反应。

书中有单独的一章用于阐述与粉尘可爆物质相关的问题,然后是对主要危

害判定方法的描述。

书中还选用了两个例子展现与工厂相关的安全概念和多样性。其中,包括

捕集器在内的紧急救援系统设计,是因为与随后的讨论和研究相关而选用。

个人声明:本书中的大部分理论知识都是从我的导师彼得·雨果(Peter

Hugo)教授处学习而来。至于本书中体现出的工业经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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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和前同事特奥多尔·格鲁尔(TheodorGrewer)。十二多年前,我走向工作的

第一步得益于他的帮助。我还要感谢芭芭拉·伯克(BarbaraBöck)博士、琳

达·蒙特(LindaMundt)和科妮莉亚·克劳斯(CorneliaClauβ)从出版社的角度

给我提供的帮助。

最后,没有我的妻子芭芭拉(Barbara)和儿子们安德烈亚斯(Andreas)、马

蒂尔斯(Matthias)和迈克尔(Michael)在三年内的第二次支持和宽容,本书不可

能写成。此时,我想对所有提及的人致谢。

柏林,1998年

JörgSteinbach

 前 言



符号及常用缩写

A 传质面积,传热面积

B 热反应数

BR 间歇式反应器

c 浓度

cp 比热容

CSTR 连续搅拌反应釜

d 搅拌器直径

dp 粒径

D 直径

D* 量纲为1反应器直径

Deff 有效扩散系数

Da 达姆科勒数

E 活化能

f 自由基产量因子,摩擦系数

g 引力常数

G 单位面积上的质量流量

h 蒂勒模数

h(t) 等效等温反应时间

H 高度

He 亨利系数

HR 加热速率

j 单位面积上的物质流

j1,2 安托万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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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速率常数

k*(T) 零级速率常数

k∞ 指前因子

L 长度

m 质量

MG 分子量

n 物质的量,反应级数,搅拌转速

Ne 牛顿数

Nu 努塞尔数

o→ 表面元素的向量

p 压力

P 稳定参数

PFTR 活塞流管式反应器

Pr 普朗特数

q
· 比热输出率

Q
· 热输出率

r 半径

r,r(T) 反应速率

R 通用气体常数

Re 雷诺数

S 敏感度

SBR 半间歇式反应器

St 斯坦顿数

t 时间

T 温度

TMR 最大反应速率时间

u 速度

u* 量纲为1速度

U 总传热系数

 符号及常用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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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比容

V 体积

V
· 体积流量

x 蒸气质量分数

X 转化率

Y 积累物质的相对量

z 轴向坐标

Z 真实气体系数

α 传热系数,稳定参数,相对填充程度,流出系数

β 传质系数,稳定参数

γ 质量分数

Δh 比焓

ΔH 焓

ΔTad 绝热温升

ε 体积膨胀系数,容积式蒸气馏分

η 多孔颗粒利用程度,黏度

θ 量纲为1温差

Θ 量纲为1加料时间

κ 稀释因子,等熵系数

λ 化学计量输入比,导热系数

ν 化学计量系数

ξ 摩擦因子

ρ 密度

σ 表面张力

τ 停留时间

τC 冷却时间常数

τD 进料时间

φ 体积参数

符号及常用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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Ф 热惯性

Ф(X) 量纲为1反应速率

ψ 对传质速率的反应率,量纲为1过热温度

ω 熵参数

A 限制成分

App 装置

c 冷却

D 加入量

eff 有效的

end 终止时间

g 气态的

l 液态的

lg 液态气态两相

max,Max 最大,最大值

R 反应

S 稳定状态

BP 沸点

W 壁

Z 分解

∞ 参照指前因子

0 初始或参比状态

 符号及常用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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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预防损失中的基本术语

从法律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必须对使用的基本术语如“危险”或“安全”等

的定义形成共识。这对安全措施的评价非常必要。须强调的是,大多数术语

表达的是可能性,一般难以量化。然而,为了确保生产过程的安全,实践中往

往要求一些有关安全的定义都有具体的应对措施。

1.1 一般安全术语

安全术语的一个来源是德国工业标准DIN3100第一部分[1],它提到:①

● 损害

● 风险

● 有限风险

● 危险

● 安全

● 安全标准

● 保护措施

它给出的定义往往十分抽象,并且有些还会使用法律语言。定义除了必须

正确并满足法律标准的要求之外,还要具有普遍性,不仅适用于化学工业,而且

适用于所有的工业界。因此,这些定义必须转换成一种特殊的术语,使得它们

尽量与化学工业相关以及容易被化学工业理解。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可以

从如下文件中得到帮助:德国排放保护联邦法律、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过程

安全管理(OSHA-PSM)指南、有关化学反应危害健康安全和环境(HSE)指南

或化工过程安全中心(CCPS)指南、化学反应评估和过程设计应用及化学过程

定量风险评价指南[2~6]。

① 边栏数字为原版图书页码,与索引中的页码对应。

1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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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提到的安全术语中,“损害”和“保护”也许是两个最熟悉的概念。它

们的关系体现在:保护是防止利益遭受损害而选择应对措施的效果。根据今天

的理解,人类、环境和财物都同样值得保护。让我们采用一种不同的术语开始

逻辑链分析吧。

1.1.1　潜在危险和可预见损害

为了实现安全评价的目标,所有考虑的出发点就是所谓的潜在危险。它由

所涉及物质的量及其危险性质所决定(图1 1)。

危险性质的一个例子就是溶剂的可燃性,其大小可用闪点高低来衡量。

为了从潜在危险中推断可预见的损害,如图1 2所示,就要考虑操作方

式。因为事件是预期的,这里可预见的损害指的是加权潜在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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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 潜在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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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 加权潜在危险

利用拟数学公式,这些描述可以表示如下:

危险性质×物质的量=潜在危险

潜在危险×操作方式=加权潜在危险

=可预见损害

以上可以用储存一种通常条件下为气态的极易燃物质为例来讨论。如上

所述,潜在危险由库存量和易燃的危险性共同决定。很显然,储存会有这些物

质意外泄漏或着火的危险,由此所带来的损失主要取决于泄漏的形式。在加压

储存的情况下,高内压能导致液化的物料大量泄漏,而内外压差会造成物料的

瞬间汽化。在低温储存的情况下,液化物料的泄漏速度较慢并随即能形成积蓄

池;汽化的速度也将明显降低,因为潜热能从地面耗散。随着表面温度的降低,

这个过程将会进一步地减慢。因此,从风险评估的角度来看,不同的操作方式

导致的加权潜在危险不同,如加压储存的加权潜在危险比低温设计要大。

 第1章 预防损失中的基本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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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风险

一个事件的损害预期值和损害发生的概率或频率合在一起称为风险。

事故发生的概率本身主要取决于实施的保护和预防措施。这代表着安全

过程的基础。因此,采用类似的公式,风险由安全基础和加权潜在危险共同决

定,如图1 3所示。

��-

��$��K

M
K

图1 3 风险

如上所述,安全基础是由致力于阻止可预见的潜在危险发生而采取的部分

组织措施和部分技术措施决定的。系统的危险鉴别程序将在第6章进行详细

讨论。安全基础的每一个要素都有一个确定的量,这个量取决于其操作类型、

效率高低和可获得性。一些要素的简单分类如表1 1所示。

表1 1 一些安全基础要素的简单分类

要素的属性 种类

效率(DoE)=1 事故预防要素

可获得性=1 高可获得性或自安全要素

效率× 可获得性=1 事故预防保护要素

效率<1+可获得性=1 事故缓解保护要素

为了防止事故发生而采取的单纯组织措施与简单的技术设备的质量评价

方法是不同的,也不同于评价配备多重保险的高可行性系统。

在此“安全技术规程”一词限定为与实际相关的形式。这一规程旨在防止

由于特殊的潜在危险而发生事故。严格遵守这一规程可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降低到可以忽视的水平。在实践中往往通过安装和实施特定的高完整性保护

系统来实现。它可以用前面提到的拟数学公式来表达:

保护系统的质量 →+∞
因此,事件发生概率=1/保护系统的质量 →0

1.1 一般安全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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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风险=加权潜在危险×事件发生概率 →0

这些考虑引出了对于这个术语的定义和解释中最困难的部分:可接受的风

险,有时又称为有限风险。一个完全无风险的事件,也称为零风险,只有在该事

件没有发生时才存在! 如果要量化风险,就需要一个标准来评估。该标准的确

定提出了对风险接受程度的主观认定,即划分为“危险”和“安全”。有限风险的

值必须在确定时考虑承受方对损害的可接受程度,同时考虑从第三方角度来看

的可容忍性。在这种背景下,很明显,有限风险的定义就相当于社会影响下政

治领域里的一个哲学任务。

这也可以通过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之间的差异来体现。在个人风险中,风

险只针对一个人来评价。这个人要么直接参与过程,要么受到误操作过程损害

的影响。与此相反,社会风险指的是与事件发生概率相关的可能的死亡人数。

这两个风险值之间的差异将用一个简短的例子加以说明。

一个大的储罐被安装在距离学校不到200米的地方。储罐服务于学校的

燃料加热系统。一个学生因储罐中的燃料意外泄漏而爆炸导致死亡的个人风

险应低至10-7/年或1000万年发生一次。这里指安装了最先进的储罐并采用

了高集成安全系统。这样的风险值通常被视为微不足道或小到可以忽略。尽

管对大多数出现在现场的学生和老师来说这是一个低概率事件,而社会风险告

诉我们的则是会导致死亡的学生和老师总数。这也许能够说明其与个体风险

之间的差异。对于一个特定的过程,个人风险可能微不足道,但社会风险却可

能会高得令人无法接受。

只有少数国家对于个人风险极限值在法律上加以定义。一个著名的定义

是英国的致命事故率(FAR)。事故率小于0.4的操作被认为是安全的。FAR

定义为每1000名雇员在平均25年工作时间内的死亡人数。读者会很容易发

现,在有1000名雇员的公司中一个工人死于操作过程的概率大约是30000年

一次,这个答案也许能让失去挚爱亲人的亲属们得到安慰。

不容小觑的第二个问题是定量风险或等概率值的实际测定。原则上,必要

的数学工具如具有“与”和“或”逻辑门的树状分析法已经建立并且众所周知[6]。

难度在于基础数据的获得,如设备的故障率或人为失误的定量。对生产单一产

品的工厂和过程,这样的数据能在合理的范围内确定。这种装置用于重复生产

一种产品,每一单元的任务和负荷的变化有限,有利于数据的获得。而对于像

精细化工行业常见的那种多用途间歇生产工厂,要获得必要的数据几乎是不可

 第1章 预防损失中的基本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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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它们的特点是频繁改变化学工艺过程,并伴随着大量的任务和单位负荷

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估算来最终得到有点武断的结果。

如果考虑到以下不足,对最终结果的有效性将会产生相当大的怀疑:

● 与某一过程相关的个人风险绝对值不能对事件发生的实际日期提供任

何信息;

● 对于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的不同值难以合理确定;

● 输入数据或基础数据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

这导致某些国家的化工行业,如德国,或多或少拒绝采用有绝对风险的技

术,只有利用相同数据库开展比较性研究是个例外。

在德国,鼓励采用确定性的方法评价风险。定量的技术用来表征可能的事

故后果和预期损失。一个为1的概率归因于所有相关的事件。最终的风险评

级是定性的。为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和谐,有必要共同探讨定量风险技术的优点

和缺点。

1.2 工厂或过程操作中的基本术语

术语“严重事故”极易被媒体和大众在各种场合使用,而企业界往往想快点

抛弃这样的术语。因此,产生了这么一种偏见,即工业界普遍质疑事故的严重

性,而这反过来又导致了情绪化的争论,这种争论既不容忍又不公正,也没有必

要。为了改善目前的情况,这里提出一些术语作为对前文的补充,也作为后续

讨论的依据。

在工厂和过程操作中通常有以下模式。

● 正常操作

● 在预设范围内的操作

● 不正常操作条件

● 事故

一些补充的安全概念如下。

● 本质更安全的设计过程

● 事故预防措施

● 减轻后果措施

它们的相互作用如图1 4所示。

1.2 工厂或过程操作中的基本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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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4 过程状态和基本安全概念的对应关系

只要生产过程运行在确定的参数许可范围内,就可认为是在正常操作条件

下工作。往往确定正常操作条件的参数范围与满足质量标准的要求是相同的。

用于保证正常操作条件的所有测量和控制装置都称为操作装置。

如果操作过程发生了偏差,导致:

● 超过正常操作条件范围;

● 但还能通过测量和控制装置发现;

● 通过自动或手动的纠正措施使该过程返回到正常操作范围;

● 而且该过程可继续进行,没有任何进一步危险。

这种情况称为不正常操作条件。这里使用的所有测量和控制装置都是具

有纠错能力的监督系统。在以下情况下:

● 纠正不成功,

● 以及(或)预期有对人类、环境或其他财物产生危害的物质排出,能够以

最高安全 技术可靠性来防止事故发生的设备称作事故预防的保护系统。

其中监督以及事故预防设备操作的区间称为可容忍故障区间。如果这些

设备的工作成功,工厂设计的极限将不会被突破,至少在足够长的时间里不会。

这可以防止任何失控。由于这个原因,正常操作区间和可容忍故障区间之和定

义为设计范围内的操作区间。

如果即使没有采取纠正措施,某一不稳定的操作条件也不会使过程偏离设

计的区间,则这个过程被认为是本质安全的。

在失控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物质被释放,破坏程度的大小决定了事件和事

故之间的差别。

从这一点上来说,引入危害这个术语是有帮助的。这种危害可通过综合考

虑加权的潜在危险和受事件影响的人员数来确定(如图1 5所示)。

 第1章 预防损失中的基本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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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5 危害

比起有雇员在并且可能影响邻近区域的开放环境,在远离雇员的封闭区域

造成的危害程度更小。

使用这个定义有助于在以下情况下将事件升级为严重事故:

● 大量的物质已泄漏;

● 伴随有对人类、环境以及财物的直接危害。

在任何时候,如果有人死亡或遭受不可逆的健康损害的情况,都必须被视

为严重的事故。在物质泄漏后而加装的运行装置都称作减轻事故防护系统。

1.2 工厂或过程操作中的基本术语 



第2章 过程安全研究的程序

第1章已经说明,负责工厂操作的人员必须要对操作过程有着透彻的理解。只

有有了这种理解,才能完成安全评价。这是基于个人责任的强制性要求,也是证明

对公众安全足够负责的前提。因此,负责工厂操作的人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工艺过程必须有实验验证;
(2)当将实验结果应用到工厂实际情况时,必须采用一定的标准来评价正

常操作条件;
(3)系统地确定、验证以及评估与过程安全有关的可能的过程偏离;
(4)基于以上考虑提出针对安全装置和(或)过程改进的要求和建议,并加

以执行。

这个安全研究的程序通常被称为PHASE[7],它的全称为过程危险评估和安

全评价(ProcessHazardAssessmentandSafetyEvaluation),如图2 1所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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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 过程安全研究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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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过程以及包含的步骤都需要按照这个程序执行。在对相关过程和工厂进

行改造后,重复这个程序变得更加重要。

这种要求,即无论这个过程的规模多大或者处于何种发展阶段都要同

样彻底地评价每个过程,对研究型公司来说几乎是不可行的。因此,有必

要确定不同的细节程度以及研究范围,以免承受已知的安全风险。这种

可靠的一步一步的过程可以通过下面方法完成。第一步是讨论一个过程

的存在周期。在周期的不同状态下,过程中的误操作所导致的可能损害

将会改变。

2.1 根据对过程发展阶段的依赖程度确定的研究范围

根据一般工业实践,一个过程周期将会经历图2 2中所示的步骤。完成

包括几个合成步骤和物理单元操作的研究过程只需要很少量的物质,通常最终

得到的产品只有几百毫克。如果在这些实验中出现意外,可能造成的后果只会

限于通风橱区域。当然,只有在严格遵守所有的职业卫生标准时,以上的说法

才会成立。上面所说的系统性安全评价在这个阶段是不必要的。

-/
D/

*�
3�

��
D/

�A
D/

*�
D/

图2 2 一个化学品生产过程的周期

实践中可以使用基于全面文献调研的估算方法,而不是上述的这样一个全

面的评估来检测这些物质的爆炸性质,应当尽可能地避免处理爆炸物。已经公

布的健康和安全数据还可以为实验室层面上的安全操作提供帮助。

此外,需要设置一定的管理程序来确保记录与安全有关的观察,以备将来

放大实验时继续使用。这里有几个例子。

2.1 根据对过程发展阶段的依赖程度确定的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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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中的一个典型程序就是确定固体物质的熔点。如果一个本来是无

色晶体的物质加热后变成了黑色,这就是表明这种物质热稳定性有限的强烈而

可靠的信号。其他的例子还包括蒸馏中的发泡以及在长时间搅拌或者干燥后

产生副产物和多级产物。所有的这些观察结果都要准备好,以备在生产周期中

使用。

开发的目的是从环境的可持续性、经济性以及保证质量方面来优化制

备路线。如果过程达到了一定的成熟度,那就表明放大的第一步已经完成

了。针对在这个显著增大的规模下误操作可能导致的损害,应该采用不同

的评价方式。然而,这种损害依然是可控的,原因在于化工过程中的传热

面积与反应体积的比值依然适合于0.5~2kg的规模。在这个阶段,最好

进行一次基础评价,以便初步评估正常的操作条件并证实是否存在二级过

程,例如分解反应。第2章的2.3节将会详细讨论这种基础评价中所使用

的检测方法。

在首次中试操作过程之前,必须完成一次正常操作条件下的全面评价。

在开发周期的同一阶段,有必要系统地确认可能出现的过程偏离。这个确

认过程对于过程的整体安全至关重要,原因在于它的结果决定了安全技术要

求,这些要求可能会应用于设计工厂生产的过程,也可能会与现有工厂的装置

作比较以作为兼容性检查的一部分。

1994年,德国环境保护和反应器安全协会的秘书长,要求他的工厂安全顾

问委员会(TAA)提供一份指导准则,为正常操作条件下的全面评价提出流程图

式的帮助[8],如图2 3所示。

图2 3中的程序具体解释了PHASE中的一个步骤。和PHASE本身一

样,这个步骤的特点也是反复进行。确定所有数据的方法及其评价标准将在第

4章中描述。

当中试过程被转移到生产工厂后,需要重新评价正常的操作条件,以适应

规模变大后的参数变化。此外,必须完成对偏离操作条件下的过程结果的定量

评价。

进而,如上所述,只要有重大的工厂或工艺过程的改造,就必须重新进行正

常条件下和非正常条件下的操作风险评估。

 第2章 过程安全研究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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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3 正常操作条件下的反复评价程序

2.2 工厂或过程重大改造的定义

由于上面所说的重复评价的需求,当工厂或工艺过程进行显著的改造时,

就需要对改造规模的小或大进行评定。化工过程安全中心(CCPS)在他们一系

列的过程安全管理指南中,提出了一种评价工厂改造等级的谨慎方法。他们推

荐,较小的改造仅限于同样类型的100%的替换或者等同的代替。对于任何其

他超过这种程度的改造,都必须进行安全评价。

想要对小或大的过程改造找到一个负责任的定义非常困难。一种方法是

考虑涉及物质的量的多少。这种方法实际上和2.1节概述的阶梯式地增大实

验研究规模的方法类似。研发阶段的大部分实验仅消耗0.5~1g物质,并且在

密闭的通风橱中进行。大多数由实验室技术员观察发现的变化对化学机理的

2.2 工厂或过程重大改造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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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很显著,但对过程安全来说可以忽略不计,危险仅限于通风橱的内部。同

样的改变,如溶剂量加倍、过程温度提高5K或者加快加料速度,在工厂规模上

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即使有经验的操作人员可能也无法准确地提前预测到

这些改变的后果。根据以上所说,小的过程改造应该仅限于实验室规模。在工

厂规模上,无论是试验还是生产,都应该建立管理程序来确保对任何制造程序

的改造进行安全研究。

2.3 产品生产周期各进程的研究方法

检测及其评价必须非常有效并具有很好的性价比。我们可以通过关注与

化学品生产有关的危害行为来讨论这个问题。

● 爆炸

● 火灾

● 泄露

爆炸是一系列的事件引发的结果。爆炸的前提条件是未预料到的可燃性

物质的泄露,同时周围还要有氧化剂和着火源。爆炸可能源于一个单独过程的

偏离或者整条事件链的偏离。

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在可燃性溶剂中进行化学反应时,可能

出现冷却损失。反应物料温度升高,使平行或连续的副反应成为主要放热源。

增加的热量释放又引起了温度的进一步升高,直到达到溶剂的沸点。如果回流

冷凝器的通路突然关闭,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持续的热量释放使温度进

一步升高,并伴随着压力的不断增加。假如其中的一个化学反应产生了额外的

气体,压力增大的速度就会加快。如果紧急救援系统设计不当,容器就会破裂

并且放出可燃溶剂,并与含有氧气的空气接触。这种情景离爆炸就差火源了。

着火源可以有不同的性质,可以来自热表面、静电放电或焊接火花。

与上面讨论的爆炸类似,火灾也是一系列事件的结果。无论是火灾还是爆

炸,都可能导致造成额外损害的其他事故。比如火灾中释放的热辐射可能会对

周围的装置或储存的材料产生热压力。

在释放的物质有毒的情况下,泄露本身就已经是危害事件,假如材料还可

燃,它就又构成了火灾或者爆炸的先决条件。

这些小例子以及它们展示的与主要风险(火灾、爆炸以及泄露)相关的描述

 第2章 过程安全研究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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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应该研究的物质和过程的性质:

● 过程条件下物质和混合物的热稳定性,

● 与过程有关的随时间变化的放热和压力变化速率,

● 过程温度、浓度和压力条件下物质和混合物的易燃性和可燃性,

● 毒性。

对有毒物质属性的定义和评价已经形成了一门单独的科学,这里不再

涉及。

影响所考虑问题的主要因素是:

● 在过程周期的不同阶段所需要评价的过程数量,例如研究、开发以及

生产,

● 在这些过程周期的步骤中用于安全研究的样品可用性的变化,

● 基于不同的生产规模可能产生的不同损害。

显然,适用于表征不同的危险领域的检测方法必须反映以上列举因素的不

同要求。

如2.1节所述,评估实验室过程的安全性主要不是依赖实验研究,而是基

于理论工具和文献数据或数据库。

对开发放大过程需要在上文所说的基础评价的框架下进行筛选,可以用少

量材料作为测试样品来进行如下检测:

● 过程包含的所有物质的热稳定性,

● 每个过程步骤所释放的总热量,

● 易燃性和可燃性。

基于筛选的过程评价次数一般不要超过基础评价,这一点值得反复强调。

一个原因在于筛选时样品的量很少,会令人怀疑实验结果的代表性和重现性。

同时,不幸的是,样品量过少还会引起热惯性Φ 的增加,热惯性会显著影响热力

学检测的灵敏性。热惯性的大小定义为总体系统的比热容和样品比热容的

比值。

Φ=1+
mapp·cP,app

msample·cP,sample
(2 1)

如果因数Φ 过大,就相当于检测方法的灵敏性低或者显著降低。当把实验

室获得的结果运用到现实的工厂条件时,必须要考虑到这种情况。

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来自于筛选检测得到的信息有限。这个观点可以用描

2.3 产品生产周期各进程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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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放热不连续过程的图2 4来帮助解释。它描述了一个所希望的化学反应过

程在时间1发生冷却失效后的表现。根据发生故障时累积的未反应物的数量,

温度将会升高并达到一个称为合成反应可达到的最高温度(MTSR)的水平。

如果把反应物加到一起以后就产生了冷却失效,温度升高(MTSR-T0)就

等于合成反应的绝热温升,它的值与这个过程的放热量成正比。如果 MTSR
很高,可以使连续或者分解反应的反应速率达到很高,那么第二次温度升高将

会紧随第一次,直到达到Tend。

b

3

6

5

2

a

Tend

TP

4
1

�K

#�

	���
�P#�

图2 4 吉盖克斯冷却失效情景图解[10]

  后果:a—期望的反应;b—副反应

1—到达冷却失效的时间;
2—由于冷却失效导致的温升;
3—由于副反应导致的温升;
4—正常操作条件下的温升;
5—到达合成反应的最高温度(MTSR)的时间;
6—副反应过程的绝热诱导时间

筛选检测只能得到等环境温度操作条件下的最高过程温度和合成反应的

最高温度的近似值。此外,还可以显示放热副作用的可能性。根据图2 4的5
和6,只有在可以同时确定动力学参数的情况下才能预测温度对时间的依赖性。

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外,这些检测已不再称为筛选方法。表2 1列出了通过热

 第2章 过程安全研究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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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或动力学检测方法获得的不同信息。

表2 1 通过热力学和动力学检测方法可得到的信息一览表

热信息 动力学信息

所希望的反应

反应热

比热容

合成反应的最高温度(MTSR)
最高压力(Pmax)

积累程度

温度=f(时间)
压力=f(时间)

不希望的反应

反应热

最终反应温度(Tend)
最高压力(Pmax)

触发副反应的条件:温度、时间和浓度

温度=f(时间)
压力=f(时间)

根据已有的基本原理,必须使用更加复杂的检测方法来获得正常操作条件

下的全面评价,以及对非正常条件下产生的可能损害做更接近的估计,以便优

化过程。作为复杂的检测必须满足一些要求:

● 检测条件应该尽可能地与真实的工厂条件相接近;

● 检测结果在应用于工厂条件时,应该不需要或者尽可能少地对所得数据

进行模型修正。

第一个要求对化学反应的评估最重要。绝大多数的化学过程并不仅仅转

化生成单一的预期产品。而是伴随着这个反应同时还有无数的平行和连续反

应发生。在优化的操作条件下,通过对操作方式(连续、间歇或半间歇)以及过

程参数(如压力、温度、浓度、pH值、流量等)的控制,可使这些同时发生的反应

对产率和选择性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在偏离工厂生产过程的条件下,安全测试

会不自觉地以不同方式有利于那些副反应。用这种方法得到的热产出和反应

速率不适合于任何过程安全评价。那些可以买到的先进反应量热器,可以使实

验条件尽可能地和真实的工厂条件一样。

第二个要求对所有的过程步骤都很重要,无论是化学过程还是物理过程。

化学反应过程会变得危险,尤其是当化学反应产生的热量无法从系统中移走

时。那些所谓的绝热操作条件可以用绝热或等温的条件下的运行来表征。这

些方法十分巧妙,能精确地知道或确定系统的热量损失。

根据热补偿原理工作的等温量热器,可以检测到低至微瓦每克的热流,这

是直接确定临界的存储或干燥体积所必需的。绝热式量热器经过对低热惯性

Φ 因数的优化,得到接近1的Φ 因数。由于反应物料的热容量远大于装置的热

容量,工厂规模过程的Φ 因数小于1。这种绝热的测试方法尤其适用于不正常

2.3 产品生产周期各进程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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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条件下的研究。这样的测试结果可用于设计一些保护系统,如安全阀、防

爆膜和油气分离罐。而筛选检测的Φ 因数为2或者更大,因此检测的结果不能

直接应用于上述的设计。

表2 2总结了安全评价的推荐程序。

表2 2 安全评价的推荐程序一览表

周期进程状态 测试范围 测试方法

实验室过程

公斤级

中试

生产级及工艺改造

文献搜索

理论上的考虑

物质及混合物的安全表征

1.完成正常操作条件的评价

2.确定可能的过程偏离

完成对所有步骤和偏离的评价

化学结构

氧平衡

筛选检测

反应:反应量热

物理单元操作:
绝热或其他巧妙的方法

绝热量热法及其他巧妙的方法

 第2章 过程安全研究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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