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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是在各类化工企业考虑到安全因素而不愿意接受化工类专业学生进行化工类生产实

习、全国各大高校化工类生产实习基地难于按计划开展的大背景下,结合现代仿真技术在现代化

教学中的运用,对化工类专业学生的认识实习和生产实习进行的改革与探索。本书是根据学生

进行生产现场化工认识实习的需要,结合全国化工实习基地的具体生产实际编写的,具有很强的

针对性、实用性。根据化工生产的特点和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以及学生毕业后在化工企业从事生

产和管理的需要,本书对化工安全生产知识、化工生产的普遍特点、典型化工产品采用的工艺流

程等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为使学生在实习过程中能够更好地理论联系实际,本书主要针

对化工生产中典型的合成氨、甲醇生产、石油化工等综合性工艺的实际情况,对各工序的作用、原
理、工艺流程的选用和操作注意事项等做了具体的阐述。通过虚拟仿真实习,克服学生不能在工厂

实习操作的难题,再加上化工厂的设计,使生产实习教学趋向深度化,以提升学生培养质量,这是本

书的创新点,并以此促进化工实践教学的改革与探索,为教育部提出的“金课”建设提供建设性思路。
教育的现代化和信息化促使知识获取方式和传授方式、教和学的关系等发生革命性变化。

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坚持立德树人,强化以能力为先的人才培养理念,坚持“学生

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原则,突出应用驱动、资源共享,将实验教学信息化作为高等教育

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变量,以高质量实验教学助推高等教育“变轨超车”,助力高等教育强国建

设。本书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策划编写的,书中包含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传热

3D&VR虚拟仿真综合实验”)相关资料,以期助力建设国家级“金课”。
本书由葛振红(绪论和第1章)、陈俊毅(第2、6、18章)、穆金城(第3、7、15、16、17章)、李

仲(第4、5、12、15、19章,附件,图表修订)、陈明鸽和孙丹(第8章)、侯进鹏和张克伟(第9章)、
田维亮(第10至14章)、吕喜风(第20至25章)编写,李仲、张克伟、侯进鹏、孙丹、聂喜梅负责

全书审稿。非常感谢北京欧倍尔软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莱帕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

东方仿真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技术资料。感谢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塔里木大学“化
工原理实验”一流课程(TDYLKC202014)和创新群体项目(TD2KCK201901)给予的资助。其

他兄弟院校的老师也参与了编写讨论,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对本书在编写过程中给

予热心帮助和支持的老师和同行一并表示感谢。
在编写过程中,编者参阅了有关书籍、杂志、兄弟院校的教材和讲义等大量资料,由于篇幅

所限,未能一一列举,谨此说明。
由于编者水平和经验有限,疏漏在所难免,恳请同行和其他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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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1 化学化工专业实习

  1.1 实习概述

生产实习是化学化工专业学生的一门主要实践性课程,是学生将理论知识同生产实践相

结合的有效途径,是增强学生的劳动观念、工程观念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心和

使命感的过程。生产实习是与课堂教学完全不同的教学方法,在教学计划中,生产实习是课堂

教学的补充,生产实习区别于课堂教学。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讲授,学生领会,而生产实习则是

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自己向生产实际学习。通过现场的讲授、参观、座谈、讨论、分析、作业、考
核等多种形式,学生一方面可以巩固在书本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可获得在书本上不易

了解和不易学到的生产现场实际知识,在实践中得到提高和锻炼。
通过生产实习,学生可以了解机器从原材料到成品批量生产的全过程及生产组织管理等

知识,了解化工厂的必备生产环境和化工生产概况,获得化学工程、化学工艺的实际感性知识;
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并在生产现场将科学的理论知识加以验证、深化、巩固和充实。
生产实习把学生所学知识条理化、系统化,使学生学到从书本学不到的专业知识,获得本专业

国内外科技发展现状的最新信息,激发学生向实践学习和探索的积极性,并培养学生进行调

查、研究、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后继专业课的学习、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打下坚实的

基础,也为今后的学习和将从事的技术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学生能运用所学知识观察和分

析实际问题,培养勇于探索、积极进取的创新精神;学习企业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优秀

品质和团队精神,树立劳动观念、集体观念,弘扬创业精神,提高基本素质和今后工作的竞争

能力。

  1.2 实习意义

生产实习不单指生产,还包括经营、服务等各行各业的职业行为。高等院校的生产实习从

广义来说包括实践实习、课程实习、顶岗生产实习等几个部分。这里主要是指毕业前狭义的顶

岗生产实习,具体地说,就是学生学完在校规定的课程后到企事业单位去顶岗作业,在学校看

来是实习,对用人单位来说相当于既是实习又是工作。
生产实习是学校教学的重要补充部分,是区别于普通学校教育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教育教

学体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和不可替代的环节。它与今后的职业生活联系最直接,
学生在生产实习过程中将完成从学习到就业的过渡,因此生产实习是实现培养创新型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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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人才目标的主要途径。它不仅是校内教学的延续,而且是校内教学的总结。可以说,没有生

产实习,就没有完整的教育。学校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注重理论知识学习的前提下,首先

要提高生产实习管理的质量。生产实习教育教学的成功与否,关系到学生的就业前途及学校

的未来发展,甚至间接地影响到现代化建设。

  1.3 实习目的与任务

(1)获得对化工生产的初步感性认识,熟悉化工类企业的生产环境。
(2)获得初步的生产技能,向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学习相关的实践知识,培养分析和

初步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3)掌握化工生产工段的主要工艺流程、生产原理、工艺组织原则及控制方法。
(4)掌握主要化工设备的工艺原理、结构特点和操作条件。
(5)了解化工生产中的检测知识和质量保证体系。
(6)了解化工生产的组织方式及技术管理方法。
(7)培养应用基础课的知识和技术去解决生产问题的能力,初步形成工程技术观念。

2 化工实习的课程特点

本课程内容强调实践性和工程技术观念,并将能力和素质培养贯穿于实习的全过程。围

绕化工专业中最基本的理论,结合化工工程能力训练教学特点,以化工入门教育、化工安全知

识、化工设备认识与装配技能实训、化工操作技能实训、化工测绘、工艺查定、化工过程开发、化
工综合技能实训为主线,加强学生工程能力的训练,培养拥有独立思考、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能力的现代化化工工程技术人才。

3 化工实习的内容

(1)听取报告

① 参加全厂及生产车间的安全教育报告。

② 了解工厂建厂、规划、布置的一般原则。

③ 了解工厂生产经营发展情况、远景规划及技术进步重大措施步骤,以及对技术人才的

需求情况。

④ 学习和掌握实习岗位的岗位操作法,了解工厂的企业管理情况。

⑤ 参加生产车间的生产工艺技术报告。
(2)跟班实习

① 在了解生产方法的基础上摸透流程,熟悉各设备及其作用、工艺管线的走向、各生产控

制点、操作条件和控制范围。

② 了解主要设备的类型、结构特点、尺寸、材料及保温防腐措施。

③ 了解生产过程的主要工艺指标及控制方法,测试仪表。

④ 了解开工、停工原则和步骤,非正常生产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检查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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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熟悉生产报表填写项目意义,熟悉正常运转时的生产调节和控制方法,学会分析操作

数据。了解生产中间原料消耗及产物量的简易估算方法,收集生产现场的数据,做必要的物

料、能量衡算,对生产状况做一定探讨,对所发现的生产薄弱环节及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意见。
(3)收集资料和数据,记好实习笔记

① 了解全厂的总平面布置,生产装置名称及套数、处理能力,原料及主要产品。

② 了解生产车间原料和产品控制指标。

③ 了解工厂水、电、气的供应及能量利用情况、各项消耗系数与技术经济指标。

④ 了解生产车间节能、技改、环保措施。

⑤ 了解全厂、生产车间的“三废”处理及利用情况。

⑥ 了解生产车间的岗位分配、人员编制及实习生在生产车间中的任务与作用。
(4)对指定设备进行工艺核算

① 收集完整的现场数据。

② 根据所学理论知识,确定计算方法进行核算。
(5)撰写实习报告

实习报告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 全厂及生产车间简介;

② 主要设备一览表、生产工程方案、工艺流程、操作条件;

③ 工艺流程图;

④ 各项消耗系数与技术经济指标,并加以分析讨论;

⑤ 实习总结及实习心得体会,包括收获、合理化建议及其他内容。

4 化工实习的课程要求

为了加强实习指导工作,参加实习的班级组成实习班或组,由具有工程实践经验的教师任

实习带队组长,由教师和班干部组成班委会,全面负责实习学生的管理工作。实习在老师的指

导、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讲解、工人师傅的言传身教下,由学生积极学习来完成。实习

期间,学生应严格遵守工厂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虚心向工人师傅、工程技术人员学习,
做好实习记录,积极提出问题,勇于分析,回答问题;实习结束时,写出实习报告,绘制工艺流

程图。

思考题

1.化工实习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2.化工实习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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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生产与设计基础知识





第1章 安 全 知 识

1.1 化工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化工安全生产是确保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和促进生产迅速发展的基本保证。如果一个化工

企业经常发生事故,特别是发生灾害事故,就无法提高经济效益,更谈不上生产的发展。保护

员工人身安全和健康是企业的重要职责,是国家对企业的基本要求,因此,做好安全生产是每

位员工的重要职责,也是企业对员工的基本要求。
为确保企业安全生产,国家于2002年6月29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

下简称《安全生产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颁布的首部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安
全生产法》提出了国家安全生产的方针,即“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安全生产,重在

预防和综合治理,预防和治理都做好了,安全生产也就有了保障。
为确保企业安全生产,根据《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对每一位新入厂的员工(包括下

厂实习的学生和到厂培训的人员),首先要对其进行公司(厂)级、车间级、班组级等三级安全教育

后,方能上岗。现在很多化工企业对新入厂的员工实行安全第一课和安全第一考的制度。若安

全知识考核成绩不合格,则不能上岗,必须再进行安全教育和考试,直至成绩合格,才准予上岗。
安全生产对国家、企业、个人都是十分重要的,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一定要认真学习安全知

识,增强安全意识。

1.2 化工生产的特点

化工生产为什么特别强调安全场地的重要性? 这是因为化工生产本身客观地存在很多潜

在的不安全因素。如果能够预防和及时处理这些不安全因素,生产就会顺利地进行;如果不讲

科学,不严格按照制度和规程从事化工生产,就必然会发生不幸事故。
化工生产具有以下特点。
(1)化学品多为易燃易爆和有毒有害物质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化学品的生产迅猛发展。大多数化学品具有易燃易

爆、有毒有害的性质,如合成氨生产中的CO、NH3、H2和氯碱生产中的Cl2。尽管这些化学品

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如果管理不当,或在生产过程中发生失误,就会发生火灾、爆炸、
中毒、窒息或烧伤等事故。

(2)生产设备多为高温高压设备和管道

许多化工生产工艺都有高温高压的设备和与之相连的管道、阀门等,尤其是合成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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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天然气、空气进入至合成氨进入氨碳分离装置的整个工艺流程都是处于高温、高压的状

态。在天然气与水蒸气进行加压升温的过程中,一段和二段转化炉的运行温度在800℃
和1000℃左右,氨合成系统的工作压力在15MPa左右。化工生产工艺中采用高温、高压等高

参数,大大提高了设备的单机生产效率和产品收率,降低了能耗和生产成本。但是高温高压设

备的布置比较集中,且互相连接,如果设计或制造不符合规定要求,未按规定的期限进行检测

或更新,或在生产过程中操作不当,均会导致灾害性事故发生。
(3)工艺流程表、系统图、操作要求严格

一种化工产品往往由几个生产车间(或工序)共同完成,而每个生产车间(或工序)又由许

多化工单元和设备、电器、仪表组成,各生产车间、化工单元和设备之间又由纵横交错的管道、
星罗棋布的各种阀门构成。在这种工艺复杂和设备繁多的生产车间,操作要求必须十分严格,
必须严格控制工艺指标,任何人不得擅自改动,操作时也不允许有微小的失误,否则,将会影响

生产或导致事故的发生。
(4)生产过程具有连续性并采用高度自动化控制

为提高生产效率,很多化工产品都采用连续性的生产工艺流程。在氮肥生产过程中,合成

氨和氨加工产品(如碳酸氢铵、尿素硝酸铵等)的生产均具有典型的高度连续性,生产装置和辅

助工序布置紧凑、连续紧密并采用自动化控制。生产原料包括天然气、水蒸气、空气,中间品包

括氢气、氮气、氨基甲酸铵等,在生产系统过程中,在高温、高压和采用自动化控制的情况下,经
过多道工序的化学反应和处理加工,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在这种具有高度连续性的工艺流程中,精心操作以保持每一台设备和每一道工序的正常

运行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其中任何一台设备或工序发生故障,或者是操作失误,都会造成局部

或者全部停车,甚至会发生意想不到的重大恶性事故。所以,在实际的生产运行中,一定要加

强现场管理,加强对设备的巡回检查,这就是很多工厂实行的巡检制度,用以确保整条生产线

的安全稳定和长周期运行。

1.3 化工安全操作禁令

  1.3.1 生产厂区的“十四个不准”

(1)加强明火管理,厂区内不准吸烟。
(2)生产区内不准未成年人进入。
(3)上班时间,不准睡觉、干私活、离岗和做与生产无关的事。
(4)在班前、班上不准喝酒。
(5)不准使用汽油等易燃液体擦洗设备、用具和衣物。
(6)不按规定穿戴劳动保护用品,不准进入生产岗位。
(7)安全装置不齐全的设备不准使用。
(8)不是自己分管的设备、工具不准动用。
(9)检修设备时安全措施不落实,不准开始检修。
(10)停机检修后的设备,未经彻底检查,不准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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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未办高处作业证,不系安全带,脚手架、跳板不牢,不准登高作业。
(12)不准违规使用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
(13)未安装触电保安器的移动式电动工具,不准使用。
(14)未取得安全作业证的职工,不准独立作业;特殊工种职工,未经取证,不准作业。

  1.3.2 操作工的“六严格”

(1)严格执行交接班制。
(2)严格进行巡回检查。
(3)严格控制工艺指标。
(4)严格执行操作法。
(5)严格遵守劳动纪律。
(6)严格执行安全规定。

  1.3.3 动火作业的“六大禁令”

(1)动火证未经批准,禁止动火。
(2)不与生产系统可靠隔绝,禁止动火。
(3)不清洗,置换不合格,禁止动火。
(4)不消除周围易燃物,禁止动火。
(5)不按时做动火分析,禁止动火。
(6)没有消防措施,禁止动火。

  1.3.4 进入容器、设备的“八个必须”

(1)必须申请、办证,并取得批准。
(2)必须进行安全隔绝。
(3)必须切断动力电,并使用安全灯具。
(4)必须进行置换、通风。
(5)必须按时间要求进行安全分析。
(6)必须佩戴规定的防护用具。
(7)必须有人在器外监护,并坚守岗位。
(8)必须有抢救后备措施。

  1.3.5 机动车辆的“七大禁令”

(1)严禁无证、无令开车。
(2)严禁酒后开车。
(3)严禁超速行车和空挡溜车。
(4)严禁带病行车。
(5)严禁人货混载行车。
(6)严禁超标装载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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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严禁无阻火器车辆进入禁火区。

  1.3.6 事故“四不放过”原则

(1)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
(2)事故责任人未受到处分不放过。
(3)事故责任人和周围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
(4)事故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不放过。

  1.3.7 “三个对待”

(1)外单位发生的事故当作本单位对待。
(2)小事故当作大事故对待。
(3)未遂事故当作已遂事故对待。

1.4 化工生产的主要有害物质

下面介绍化工生产过程中主要有毒有害物质的理化性质及其危害。

  1.4.1 一氧化碳

通常状态下,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无臭、无刺激性的气体,标准状况下的相对密度

为0.967(空气密度为1)。一氧化碳燃烧时火焰呈淡蓝色,是一种易燃易爆气体,其爆炸极限

为12.5%~75%,是合成氨生产中所有有毒气体中最危险的一种。人吸入一氧化碳能引起中

毒,亦称煤气中毒。一氧化碳通过呼吸进入肺部,在肺中经气体交换进入血液循环,与血红蛋

白结合成难解离的碳氧血红蛋白,由于碳氧血红蛋白难以解离,使血液流动减慢,正常的生理

功能受损而使人中毒。中毒症状:轻则晕倒,重则休克,严重者死亡。

  1.4.2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又称碳酸气,常温常压下无色、无臭、略带有酸味,标准状况下的相对密度

为1.529(空气密度为1),沸点为-78.5℃,溶于水。二氧化碳比空气重,所以易沉积于设

备、容器的底部,以及窨井、地沟、地窖等低洼、不通风的场所。二氧化碳能被液化,液体二

氧化碳再经蒸发吸热而凝固,亦称干冰。皮肤接触干冰,可发生局部冻伤。大气中含有

约0.04%的二氧化碳。一般情况下,二氧化碳是无毒的,但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对人体有毒

性作用,导致呼吸中枢系统麻痹。其毒性作用有两方面,一是高浓度二氧化碳使空气中氧

含量降低而导致抗体缺氧窒息,甚至死亡,二是高浓度二氧化碳本身有刺激和麻痹作用。
通常两种作用同时发生。

  1.4.3 硫化氢

标准状况下,硫化氢是一种无色、低浓度时具有臭鸡蛋气味的气体,相对密度为1.189(空
气密度为1),能溶于水,0℃时在水中的溶解度为0.06g。硫化氢是一种易燃易爆气体,燃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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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呈淡蓝色,与空气混合的爆炸极限为4.3%~44.5%。物质腐烂时能产生硫化氢,常积聚

在阴沟、低洼处。硫化氢是一种神经性毒物,经呼吸道吸入人体引起中毒。在以天然气为原料

的合成氨厂里,硫化氢存在于天然气中,生产车间并无高浓度的硫化氢。在以煤为原料的合成

氨厂里,硫化氢存在于工业煤气中。硫化氢不仅对人体有毒害作用,在合成氨生产流程中,还
会使后工序的催化剂中毒,所以,天然气或工业煤气都要进行脱硫后才能进入工序生产。

  1.4.4 氨气

氨气是一种具有强烈刺激性和特殊臭味的无色气体,标准状况下的相对密度为0.597(空
气密度为1);沸点为-33.4℃,熔点为-77.7℃;极易溶于水,20℃时,1体积水可溶解800体积

的氨气。氨气的水溶液可称为氨水,呈碱性。氨气是一种可燃烧的气体,燃烧时火焰呈黄绿

色。氨气在空气中混合后的爆炸极限为15.5%~27%,在此范围内,若遇到火花或明火立即

爆炸。
氨气在大气下冷却至-33.4℃,则液化成液氨。在工业生产中因系统压力提高,故液化温

度也相应提高。液氨在减压的情况下汽化,并吸收大量的热,因此,常作为制冷剂。利用这一

性质,在合成氨系统设置氨冷器,用自产的液氨去冷却分离循环气中的氨气,同时将氨气用水

泥回收成液氨,循环使用。
氨气对人体有毒,同时能灼伤皮肤和眼睛。氨气通过呼吸道进入体内,刺激和灼伤呼吸系

统引起中毒,严重时,可引起心脏和中枢神经痉挛。长期接触低浓度的氨气,能引起慢性咽炎、
鼻炎、支气管炎、结膜炎等症状。

  1.4.5 氮气

氮气是空气的主要成分之一,含量为78.93%,也是合成氨的主要原料之一。氮气是一种

无色、无味、化学性质稳定的气体,沸点为-195.6℃。氮气本身没有毒性,但当环境中氮气含

量增高时,会使氧气含量降低,从而引起呼吸困难而窒息,严重时会因缺氧而死亡,所以高浓度

的氮气是一种危害性很大的气体。由于氮气的化学稳定性好,故在进行容器管道检修时,常用

作其中易燃易爆气体的置换气体。
空气中氧含量约为21%,其余大部分是氮气。当氧含量下降至18%时,人就会感觉不适,

下降至16%,会发生窒息症状。

  1.4.6 煤气

煤气是以煤、焦、液态氢和气体氢为原料,经汽化或转化而制得合成气的总称,这种合

成气主要用于合成氨和甲醇。无论采用哪种路线,都得到以含氢和一氧化碳为主的半水煤

气或水煤气(统称合成气)。半水煤气为合成氨的原料气,一般气体成分按(CO+H2)/N2
为3.0~3.2控制,故半水煤气的大体成分为 H2(50%~55%)、CO(18%~20%)、CH4
(0.3%)、CO2(6.6%)、N2(22%~23%)、O2(0.2%)。因其中 H2和CO含量均较高,故半水

煤气是一种易燃易爆气体,也是一种对人体有毒的气体。半水煤气在空气中的爆炸极限

为6.9%~69.5%。前面所讲的一氧化碳中毒,实际上就是煤气中毒,其中毒症状和急救方

法与一氧化碳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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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天然气

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和少量的其他烃类物质及硫化物。因会有少量的硫化物,故天

然气往往有一定的气味。标准状况下,天然气的相对密度为0.555(空气密度为1),熔点

为-182.5℃,沸点为-161.5℃,是一种易燃易爆的气体,与空气混合的爆炸极限为5%~
15%。天然气中的硫化物对人体有一定的毒害作用。纯的甲烷对人体是没有毒性的,但甲烷

在空气中含量增高时会使氧含量降低,从而导致缺氧窒息。若发生天然气窒息症状,其急救方

法与氮气的相同。

  1.4.8 甲醇

甲醇是结构最为简单的饱和一元醇,相对分子质量为32.04,沸点为64.7℃。因在干馏木

材中首次被发现,故甲醇又称“木醇”或“木精”。人经口中毒最低剂量按体重约为100mg/kg,
经口摄入(0.3~1)g/kg可致死。甲醇用于制造甲醛和农药等,并用作有机物的萃取剂和酒精

的变性剂等。其成品通常由一氧化碳与氢气反应制得。甲醇的毒性对人体的神经系统和血液

系统影响最大,它经消化道、呼吸道或皮肤摄入都会产生毒性反应,甲醇蒸气能损害人的呼吸

道黏膜和视力。工业酒精中大约含有4%的甲醇,饮用后会产生甲醇中毒,甲醇的致命剂量大

约是70mL。在甲醇生产工厂,中国有关部门规定,空气中甲醇的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

(PermissibleConcentration-ShortTermExposureLimit,PC STEL)为50mg/m3、时间加

权平 均 容 许 浓 度 (PermissibleConcentration-Time Weighted Average,PC TWA)为

25mg/m3,在有甲醇气体的现场工作必须戴防毒面具,工厂废水要处理后才能排放,允许含量

小于200mg/L。

  1.4.9 防护措施

车间允许毒物浓度和作业禁忌法表如表1 1所示。

表1 1 车间允许毒物浓度和作业禁忌法表

毒 物 名 称 允许浓度/(mg/m3) 作业禁忌法表

一氧化碳 30 高血压、动脉硬化、肺气肿、冠心病、重症贫血

硫化氢 10 重症贫血

氨   30 慢性喉炎、支气管炎、肺气肿、肺结核、皮肤病

甲醇  50 内分泌疾病、神经系统疾病、视神经疾病

  虽然有很多化工生产的原料和半成品是有毒有害的气体或液体,但都是在密闭的流程中

进行生产的。在生产和维修的过程中,只要我们加强管理,增强防护,预防工作到位,是完全可

以避免的。在这方面,我们应做好以下工作。
(1)消除恐惧心理,提高防范意识,在实际工作中,认真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

理”的安全生产方针。工厂各级管理机构的各类员工都要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杜绝违章指挥和作业。在生产车间和维修现场,要加强排查,防微杜渐,消除事故隐患和“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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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滴、漏”现象。
(2)加强生产场所的管理和对有毒有害气体的监测,使其在允许的浓度范围内。
(3)现场检修时必须对检修的设备、管道进行冲洗、置换等处理,应切断与毒源相连的通

道(一般都要在相连的阀门后加盲板隔断)。
(4)安全生产系统进行停产大修时,首先要由安全和技术管理部门制定大修方案,进行全

系统的降温、降压、冲洗、置换等处理,检测合格后方能进行检修工作。
(5)严格执行《化工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及相关禁令。
(6)为确保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各相关的岗位和场所应配备相应的防护用具。

① 氧气呼吸器。凡具有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场所都应配备。氧气呼吸器是用于有毒有

害气体浓度较高、作业时间相对较长的场所。使用氧气呼吸器时,首先要检查氧气压力表,其
压力必须在10MPa以上方能使用,降到3MPa时应停止使用;再则要检查口罩是否完好,若
有漏气现象就不能使用。

② 长管式防毒面具。主要用于罐内作业时间较长的场所,使用时要注意检查口罩和长管

是否完好,要均不漏气时才能使用。长管的管口应放置在新鲜空气处。

③ 过滤式防毒面具。用于有毒有害气体浓度较低、作业时间较短的场所,如抽、加盲板,
抢开、关阀门等。使用时首先要检查口罩是否完好、滤毒罐和软管的连接是否完好,要在不漏

气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另外,还要查看滤毒罐是否有效,若失效,应更换滤毒罐。因滤毒罐里

装的是吸附剂,若长时间未用,会吸附空气中的水分等而导致失效,一般规定滤毒罐自然增

20g就失效了,不能再用。氮肥生产车间常备两种滤毒罐:4型罐体为灰色,用于防护氨、硫化

氢;5型罐体为白色,用于防护一氧化碳。

④ 防护服。若发生液氨泄漏急须到现场处理时,必须穿好专用的防护服,戴上防护手套,
背上氧气呼吸器,才能前往处理。否则,会发生灼伤和中毒事故。

常用防毒面具的选择使用表如表1 2所示。需要说明的是,当使用大型滤毒管防御氢氰

酸、氯化氢、磷化氢、砷化氢、氨气等时,毒气体积分数应小于1%;当使用各型滤毒罐防御汞

时,毒气体积分数应小于0.001%。

表1 2 常用防毒面具的选择使用表

名  称 连接方式 使  用  范  围

长管式防毒面具 导管式
毒物体积分数:
大型罐小于2%(NH3,<3%),小型罐小于1%(NH3,<2%)

过滤式防毒面具 直接式 毒物体积浓度小于0.5%

氧气呼吸器  背负式 毒气浓度过高,毒性不明或缺氧的可移动性作业

1.5 中毒、灼伤事故的现场抢救

化工生产过程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特点,虽然加强了预防,但中毒事故的

发生也难以避免。在生产和设备检修过程中,发生急性中毒多半是因设备损坏或泄漏未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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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导致毒物大量逸出。中毒事故发生后,要做到及时、正确地抢救,这对于抢救严重中毒者

的生命、减轻毒害程度、防止并发症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生产或检修现场,对中毒、灼伤患者进行抢救,应注意并遵循下列原则。
(1)救护者应做好个人防护

救护者在进入毒区抢救前,首先要冷静沉着,并按规定做好个人呼吸系统和皮肤的防护,
戴好氧气呼吸器(切记打开氧气阀门,检查氧气压力)或长管式防毒面具,穿好专门的防护服,
如要攀登救护,还需要系上安全带,有专人监护。否则,由于救人心切而没有采取必要的自身

防护措施,非但中毒者不能获救,救护者也会中毒甚至死亡,使事态扩大。
(2)切断毒物来源

救护者进入事故现场后,应迅速将中毒者撤离毒区,在对中毒者进行迅速有效的救护时,
应判明毒物来源,采取果断措施切断,防止毒物继续外逸(如关闭泄漏的管道、阀门,堵、加盲

板,停止加料,必要时应停车处理)。对于已经扩散出来的毒气应立即开动通风机和排风机,打
开窗户,进行排毒换气,以及采取中和处理等措施,以降低毒物在空气中的浓度,为抢救工作创

造安全条件。
(3)防止毒物继续侵入人体

救护人员在抢救、搬动中毒者的过程中要注意人身安全,保护外伤部位,不得强拉硬拖,以防

造成二次伤害。中毒者被移至空气新鲜处后,要松解颈、胸部纽扣和腰带,鼻子朝上,头后仰,使
其呼吸道畅通,同时要注意保暖和保持安静,密切关注中毒者的神智、呼吸状态和循环系统的功

能。若皮肤受到灼伤,不论是否吸收,均应迅速脱去被污染的衣物、鞋袜、手套等,并立即彻底清

洗被污染的皮肤;如遇水溶性的毒物,可用大量的水冲洗,用水冲洗时,要注意防止感冒。
(4)促进生理器官功能的恢复

中毒者若停止呼吸,要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同时针刺人中、涌泉、太冲等穴位。对于氨、氧
化氮等中毒者,不能使用压迫式人工呼吸法,因为氨和氧化氮对皮肤有灼伤作用,若使用压迫

式人工呼吸法,会使患者的呼吸系统出血,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5)及时解毒,促使毒物排出,让中毒者尽快康复

在现场及时处理中毒、灼伤者后,应立即将其送往医院治疗,及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解毒

和促使毒物排出,消除毒物对机体的危害,让中毒者尽快康复。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虽然化工生产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在生产和检修过程中,作业人员有时

也会接触有毒有害物质,但是总体来说,所有化工装置都是安全的,在设计安装时就考虑了安

全因素,如压力容器和管道设置安全阀,防止超压;温度、液位设有连锁和报警装置,确保正常

运行;生产车间安装有毒气体检测仪表,使其浓度控制在卫生标准容许范围内等。只要我们严

格遵守安全生产制度,严格按安全规程操作,严格执行工艺指令,安全生产就有了保证。

思考题

1.化工生产的特点有哪些?

2.化工生产的禁令有哪些?

3.化工生产中如何做好个人或安全防护? 应注意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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