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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如今,化工行业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进行改扩建化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目的是减少化工
项目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及破坏,约束化工企业的生产及建设行为,推动化工项目向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方向转变。可见只有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掌握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评估要点,才能够引导改扩建
化工项目充分发挥建设价值和意义,在确保化工企业合法合理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推动化工行业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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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chemical industry is developing very rapidly in China. The purpose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renovation and expansion of chemical projects is to reduce the adverse
impact and damage of chemical projects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strict the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behavior of chemical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emical projects to a resource-sav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direc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only by doing a good job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mastering the technical assessment point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can we guide the
reconstruction and expansion of chemical project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construction value and significance,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emical industry while ensuring that chemical enterprises can
legally and reasonably obtain economic benefit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technology; reconstruction and expansion of chemical projects;
assessment points
引言

可行性,围绕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展开技术评估,这也是生态环境

化工行业在我国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是国民经济的

部门行政审批的依据。为此,下文围绕改扩建化工项目环境影响

支柱产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进程中,更需要关注到生态环境,

评价技术评估工作展开讨论。

这也是目前化工行业转型与升级需要克服的问题。化工企业按

1 概述

照国家产业以及环境管理要求,在行业发展期间进行了升级改

1.1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内涵

造与扩建,这一类改扩建化工项目对周围环境存在显著的影响。

环境影响评价英文指的是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

为了避免环境遭到破坏,非常有必要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化

ment,也即EIA,主要是指在相应的规划项目建设施工之后,结合

工项目在环境影响审批中,是开展审批工作的重要前提,可见环

实际情况全面深入的分析预测和评估整体项目对于生态环境可

境影响评价的重要性。评价内容包括改扩建化工项目所有环境

能造成的相关影响。并以此为基础,从实际出发提出切实有效的

影响评价文件、专业技术整合,深入实地展开调查研究与评判,

预防环境危害的措施和对策。同时,它也包括对其进行进一步的

立足于公正角度评定数据信息,最终得出的评定结果保证权威

监督和检测的具体制度和方法。换句话说,环境影响评价就是针

性、客观性和精准性。明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评估的关键性,

对项目施工完成之后,对于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科学合理

应该以改扩建项目建设之后潜在的环境威胁为对象,判断项目

的评估,然后提出相对应的防治策略。在针对环境质量变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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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预测时,工作人员必须要意识到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项目存在问题一最终给出“三废”污染物产生量一改扩建项目

的重要性。此外,从具体的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来看,我国是最早

还需要综合核算企业“三本账”一进行产业政策及规划符合性

实施和应用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在2003

分析、选址合理性分析、清洁生产分析一计算各总量控制指标。

年就制定和推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为环境
影响评价提供了法律保障。

2.3工程要素分析评估要点
改扩建化工项目可以按照施工内容划分为不同工程要素,

1.2化工项目的基本特点

主要包括施工资源准备工程、环保工程、主体工程等,不同工程

1.2.1环境因素

要素的环境影响评估要点有所差别。例如,在施工资源准备工程

化工产品品类繁多,用途各异,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多个方

中,环境影响评估要点包括辅料、原材料、水资源、燃料等施工

面。根据相关的统计显示,化学品存在着数万种类,每年都会有

资源的种类、数量是否符合改扩建化工项目施工要求。在环保

近一千多种的新化学品诞生。无论是何种化学品,都具有相同的

工程中,环境影响评估要点包括污染物质种类划分是否合理、污

属性,那就是较强的毒性和腐蚀性,还有部分化学品有着致癌性,

染物质产出环节划分是否明确、生产工艺流程是否清晰、生产

严重的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在化工项目建设运营的阶段,

工艺流程和污染物质产出分析图是否规范等；同时需要分析燃

若是出现了事故问题,会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威胁到周边环

料平衡、蒸汽平衡、水平衡、物料平衡水平是否符合化工项目

境,甚至会给国家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的内在逻辑关系,污染物质和有害物质分析结果是否合理和可

1.2.2生产工艺

信,相关统计表格和平衡图是否规范等。为了提高改扩建化工项

化工行业的生产工艺流程体现出较为复杂的基本特征,其

目工程要素分析质量,可以综合核发技术规范、排污许可证申

对于各个环节的把控要求较为严格,所以化工企业应该重视细

请、污染源强核算技术指南等相关资料,以此来强化类比数据分

节问题。若是在任意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后续流程,直接

析、污染源强计算。针对改扩建化工项目,还需要完成对既往生

威胁到产品的质量,甚至会出现较为严重的安全问题,使得环境

产工艺、生产装置、污染物质排放情况的评估,确保经过改造和

风险加剧。生产操作中的失误能够导致设备损坏,从而引起泄露

扩建后的化工项目能够有效解决以往的环境污染问题。

问题,甚至引发爆炸等安全事故,极大的影响到工作人员的人身

2.4化工项目分析的评估

安全,化工原料的泄露也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改扩建化工工程项目分析的技术评估,应该全面掌握工程

2 改扩建化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评估要点探讨

内容,包括化工项目的主体与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储运工程等

2.1减少无组织排放

的完整性,不能有发生漏项问题；验证消耗原材料、燃料和水资

伴随着化工行业发展规模的逐步扩大,国家对化工项目的

源等的合理性,关键生产工艺流程物料与水资源走向的清晰性；

废水废气排放的管理规定越来越严格,要求通过更为合理的方

产污节点和污染物描述合理性；工艺流程与产污节点绘制分析

式,妥善地解决无组织排放的问题。罐区的无组织废气应该经过

图的规范性；化工项目特征、平衡分析与内在逻辑关系的契合

科学地收集处理达标之后有组织排放,污水站废气也应尽量密

度,其中平衡分析包括物料平衡、水平衡和燃料平衡等；检查化

闭收集,废气需要经过处理达标后排放至环境中,生产车间也要

工项目潜在关键有害物质与元素平衡的清晰性,编制统计表格、

尽可能地收集无组织废气。与此同时,出台了较多的惩罚措施,

绘制平衡图则应保证规范性；审核化工项目污染源在强计算与

主张科学地约束好化工企业的相关行为。此外,为做好环评工作,

类比分析时得到结果的可信度,按照现行污染源强核算技术规

技术人员还应该重视无组织排放源源强核算工作,根据源强核

范、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等诸多要求实施审核；改

算的结果,计算并设置卫生防护距离。在具体操作的时候,还应

扩建化工项目必须了解之前采取的工艺与装置参数,掌握污染

该依照项目的整体工艺水平加以判断,了解设备运行的具体情

物排放状况、面临主要环境问题,各项工程的利用与处理情况,

况和操作方式等,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借助于物料平衡、类比

在改扩建之后上述内容的改变。工程分析过程中,需要科学划分

分析等方式,准确核算项目无组织排放源强,采取必要的污染治

化工生产单元,按照化工单元反应、工艺种类、原辅材料、每个

理措施,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

单元资源与能耗情况等,判断物料流向以及发生的变化,作为明

2.2精细化工类项目工程分析的总体编制思路

确污染产生点、污染物内容的依据,再采用类比和物料衡算的方

环评报告的工程分析包括工程概况、项目组成、设备清单、

式,便可对三废来源强度展开验算。通过工程分析绘制工艺流程

工艺技术路线和工艺流程、原辅材料消耗情况、产排污环节、

图,其中清晰标注排污节点。化学反应装置则要详细列出化学反

污染要素及因子的判断及分析,污染物达标分析与判定、环保措

应公式与各项工艺参数,如：操作/反应温度、压力、催化剂等。

施的可行性初步分析,必要时可增加厂址的选择、总平面布置的

化工项目如果处于异常工况,那么此时的污染物排放应该采集

建议等内容,并给出工程分析的小结。工程分析流程为：详细分

装置源强度信息,如启停、检修和泄压排放等参数。改扩建化工

析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工艺设计说明一核算物料平衡和水平衡一

项目详细阐述工程概况、关键工艺流程和污染源等,总结强有力

研究分析产污环节一与厂方技术人员进行交流沟通一计算产污

的污染防治对策,结合目前面临的环保问题、项目建设内容等,

量一根据排放标准和清洁生产指标进行核算排污量一提出建设

保证不产生新污染的基础上增产。针对化工项目可行性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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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从化工项目的选址着手,如果产业园区中有非常完善

次临界流两种情况选取不同的计算方法；两相流泄漏时假定液

的基础设施,那么公用环保设施则可依托,改扩建项目原本公用

相和气相是均匀的,且互相平衡,然后选取相应计算公式进行计

环保设施中也有一些依托的部分。依托可行性评估需要展开全

算；液体泄漏后蒸发又分为闪蒸蒸发、热量蒸发和质量蒸发,

面论证,如依托项目设计的处理、实际处理规模和剩余处理等的

需分别计算三种蒸发量后加和计算蒸发总量。环境风险管理主

能力水平。依托项目处理采用的工艺与边界条件方面,需要保证

要包含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其中

清晰性,依托项目可稳定达标排放需要有相应的监测数据作为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包含泄漏应急截止阀、泄漏报警装置、事故

依据。要想明确改扩建化工项目的无组织排放源强,例如无组织

泄漏物收集设施、应急储存设施(存储物料、污染消防水、污染

排放相关装置区、罐区等。其中储罐区无组织排放源强,建议参

雨水等)、应急物资等内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主要为

考《石油库节能设计导则》中对不同类型、尺寸的罐型呼吸损

按照国家、地方和相关部门要求,结合事故环境风险及相应应急

耗估算公式进行计算；装卸站的无组织损耗计算,建议按照《散

措施,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告,并报管理部门备案。

装液态石油产品损耗》规范进行,并需要结合装卸产品物性估算

3 结语

得出实际蒸发损耗量；如果是装置区的无组织损耗量估算,一般

改扩建化工项目环境影响具有环境危害风险较高、生产工

没有比较成熟的计算方法,通常会以原料年用量、产品年产量为

艺不够稳定、生产工艺容错性较低等特点,为了做好改扩建化工

依据,选取其中的0.1‰～0.4‰展开粗略估算,如果设计资料内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要求合理运用评价技术,评价部门需要

容比较丰富且细致,此时可以按照静动态密封点的具体数量、泄

掌握规划政策符合性、平面布置合理性、工程要素分析、环境

漏率标准,套用泄漏经验公式,对无组织损耗进行估算。

质量现状、环境预测影响、环境保护策略评估要点。可见改扩

2.5环境风险评价

建化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体系需要逐渐完善,评价技术应用水

环境风险评价基本内容包括风险调查、环境风险潜势初判、

平也需要不断提高。

风险识别、风险事故情形分析、风险预测与评价、环境风险管
理等。化工项目由于使用原料多具有易燃、易爆、易挥发等特
性,生产工艺中可能存在负压、高压、高温、化学反应等工艺条
件,因此在物料的存储、输送及生产过程均存在事故风险,风险
情景主要分为泄漏、火灾、爆炸等。化工项目环境风险评价重
点为环境风险识别、风险事故情形分析及环境风险管理。环境
风险识别过程首先根据物料理化性质进行风险物质识别,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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