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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全国各地加强了化工厂废气排放监测工作。为了消除废气焚烧炉燃
烧造成的空气污染,大多数化工公司都在必要时引进了特殊的废气燃烧装置。然而,由于缺乏对环保系统
安全运行的重视,近年来在废气燃烧中发生了许多火灾爆炸事故。因此,分析废气燃烧运行的风险并提出
有效的改进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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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factors and safety measures during the operation of exhaust gas incinerators
Wanyou Chen
Guangdong Gangju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 Ltd
[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requirements, the monitoring of exhaust emissions
from chemical plants has been strengthen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n order to eliminate air pollution caused
by the combustion of exhaust gas incinerators, most chemical companies have introduced special exhaust gas
combustion devices when necessary.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attention to the safe oper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ystems, many fire and explosion accidents have occurred in the combustion of
exhaust gases in recent year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the risk of exhaust gas combustion
operation and propose effective improvement measures.
[Key words] exhaust gas incinerator; exhaust gas; risk analysis; safety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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