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整车间汽油加氢换热器泄漏着火专项
应急预案演练(总部应急平台联动)方案
时间: 2017 年 4 月 11 日 15: 30分

地点:重整车间汽汕加氢装置 E-10l/A 附近

人员:重整车间员工及公司相关应急部门和成员

场景:正常生产作业

考核:安全环保处

l、车间主任:报告总指挥，我是锦西石化重提车间主

任杨振巍，我车间汽油加氢装置换热器 E-101/A jflt漏应急救

援演练已准备就绪，是在 771akfiiFi练，请扣示!

2、总指挥:开始出约;!

3、车间主任:是!

解说词:

汽油加氢装置隶属于锦西石化重整车间，始建 2008 年 6

月， 2015 年 11 月进行国 V标准质量升级改造，主要产品是

国 V 汽油，同时还存在氢气等易燃易爆危险物料。

汽油加氢装置操作室在重整车间联合操作室之中，每班

岗位成员由 8名人组成，班长 1人，内操 3人，外操 4人。

油加氢装置 E-40l/A 是国 V进料和反应产物进料两介质

的热交换器， 2015 年 11 月投用，目前处于正常生产状态。

本次演练为该换热器泄漏着火应急，请将演练实时音频、视



频信号接入并与总部对接。

(场景一)重整车间操作室

4、1#操作员:报告班长，我是 l 号操作员，现场可燃

气体报警仪发出警报，报警显示位置 E-40l/A 附近:

5、班长:班长收到， 2 号操作员:

6、班长:2 号收到，我是班辰，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发现

E-40l/A 管程入口法兰位置可能发生泄漏着火，你带领 3 号

操作员，戴好装备，马上去现场察看，迅速汇报:

7、2t操作员: 2 号收到:

8、3=操作员: :3 号收到。

(场景二〉重整车间汽汕加氢装置 E-40l/A 围堪外

9、2t操作员:报告班 l夭，我是 2 号操作员，现场察看

可以确认是 E-401/A 管程入口法兰泄漏着火，火势较大己经

无法扑灭，请指示:

10、班长:班长收到， 2 号和 3 号操作员，马上组织现

场人员撤离和周围封闭，你们与泄漏点要保持安全距离，我

马上汇报:

11、2#操作员: 2 号收到， 3 号收到。

(场景三〉重整车间操作室

12、班长:各岗位注意，目前已经确认 E-401/A 管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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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法兰泄漏着火，我命令，立即启动汽油加氢装置换热器

E-40l/A 泄漏着火应急程序!

13、各操作员:收到:

14、班长:报告消防队，我是重整车间班长燕兆刚，我

单位汽油加氢装置匡 IV 部分北侧 E-40l/A 换热器管程入口法

兰发生泄漏并己经着火，介质为汽油、氢气，初期火灾己经

无法扑灭，请求支援:

15、消防队:消防队马上出警，请到路口接车:

16、班长: 2 号操作员请到装置北侧进行警戒，并引导

消防车边装置扑灭火灾; 3 号操作员请到装置南侧警戒，严

禁无关人员进入装置[;:.<，;

17、2::操作员: 2 号收到， :3 号收到:

18、班长:报告杨振巍主任，我是当班班 l夫 ;14兆刚，经
我班组 2 号、3 号操作员现场确认，汽前 I1加氢装置 E-401/A

管程入口法兰发生泄漏着火，己通知消防队，现在我班组已

经启动汽汕加氢装置泄漏着火应急操作. l青指示:

19、车间主任:杨振巍收到，你继续指挥各岗位人员按

照应急操作卡程序进行处置和防护，注意进入现场的个人防

护，我马上到:

20、班长:班长燕兆刚收到，马上执行:

21、班长:报告公司调度中心，我是重整车间汽油加氢

装置当班班民燕兆刚，经我班组 2 号、3 号操作员现场确认，

汽油加氢装置 E-401/A 换热器管程入口法兰发生泄漏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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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通知消防队，现在我班组己经启动汽油加氢装置泄漏着火

应急操作， l青指示:

22、调度中心:调度中心收到，先组织无关人员撤离，

并请马上对装置进行紧急停工，切断着火部位的工艺流程，

避免事故进一步扩大:

23、班段:收到，马上执行:

24、班长:汽油副班长，按照公司调度中心指示，立即

对装置进行紧急停工，切断着火部位的工艺流程，避免事故

地一步扩大..

25、汽前!l币IJ班长:收到。 l 号操作员立即启动 lIDS 反应

部分泄压{某护联fJ}l (rS-402).装 jzriz紧急(于T;
26、 1::操作出 :l L7收到L

解说词:

针对换热器法兰泄漏着火的应急处置，首先是判断火灾

严重性，如果初期火灾无法扑灭，则立即执行装置泄漏着火

应急处置预案。岗位操作人员会在控制室内，通过装置自保

联锁系统，启动 HDS 反应部分泄压保护联锁 OS-402) ，对
装置着火部位整个系统进行紧急泄压，避免超压发生爆炸事

故。同时相关联锁会关联启动，装置进料泵停、加热炉熄火、

循环氢压缩机停，装置紧急停工。

(场景四)重整车间操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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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操作员:报告班长，我是 2 号操作员，现场人员

已经进行清理和撤离，消防车已接到现场，请指示:

28、班长:班 L~收到。 4 号操作员，你马上关闭装置北
侧相关环保三级防控启闭器，并立即返回操作室执行应急操

作:

29、4#操作员: 4 号收到:

30、 l#操作员:报告班长，我是 l 号操作员，按照应急

程序，我己启动 HDS 反应部分泄压保护联锁，装置紧急停工。

31、班民:班民收到，注意观察各塔，容器的温度、压

力，避免超远 il超压:

:32、 1::操作员: 1号收到。

解说词:

重整车间应急总指挥，车间主任杨振巍赶到现场，当班

班长向车间主任汇报应急情况，移交指挥权。

(场景五)车间主任到现场察看后，赶到操作室

33、班长:报告杨振巍主任，我是班长燕兆刚，今天下
午 15:00 分操作室内可燃气报警器报警，经我班组 2 号和 3
号操作员现场确认，发现是汽汕力 ~l氢装置 E-401/A 管程入口
法兰发生泄漏着火。现在我班己启动汽汕加氢装置泄漏着火

应急操作卡，己向公司调度中心、消防支队报告。现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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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员己疏散和撤离，环保三级启闭器关闭，装置紧急童

工。汇报完毕，请指示:

34、主任:杨振巍收到，现在由我指挥，你继续按照应
急操作程序进行下一步操作。

35、班长:是。

36、车间主任:车间值班室，我是车间主任杨振巍，刚

刚汽汕加氢装置 E-40l/A 管程入口法兰发生泄漏着火，我命
令:立即启动车间级泄漏着火应急程序。

37、值班人员:值班室收到，我马上通知车间各应急小

组，立即启动重整车间 1m市j着火应急预案。

解说词:

车间值班室按照车间主任指令，立即启动应急程序，分

别通知车间安全应急组、工艺应急组、设各应急组、综合应

急组，按照车间级应急程序展开应急。

(场景六〉锦西石化生产应急指挥中心

38、调度中心:安全环保处，我是公司生产应急指挥中

心，重整车间汽油加氢装置 E-40l/A 管程入口法兰发生泄漏
着火，现在重整车间己经启动车间级应急程序， i青安全环保

处启动应急响应程序。

39、安全环保处:安全环保处收到，我们马上启动安全

环保应急响应程序，相关人员马上赶往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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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调度中心:公司保卫部，我是公司生产应急指挥中

心，重整车间汽油加氢装置 E-40l/A 管程入口法兰发生泄漏
着火，现在重整车间已经启动应急预案，需 i青保卫部启动应

急响应程序。

41、保卫部:保卫部收到，我们马上启动生产保卫应急

响应程序，立即赶往现场。

(场景七)重整车间操作室，车间各应急小组汇报

42、工艺应急:报告主任，工艺应急小组己到现场，目

前装置启动反应系统 ?m压联锁，装置已经紧急停工。
43 、主任:主任收到，注意监视，有↑ l与 ìJl'.及 H、l汇报。
44 、工艺应急: _1.艺纤l收到。

45、安全应急:报告主任，安全应急组己到现场，目前

正在检测现场瓦斯浓度， 31二按照风向，确定警戒范围

46、主任:主任收到，你们立即配合消防支队、安全环
保处和保卫部展开现场救援手 rJ安全警戒隔离。

47、安全应急:安全组收到。
48、设备应急:报告主任，设备应急小组己到现场，正

在确认现场情况，设备组已通知工程公司应急抢修组启动应

急程序，他们正在赶来。

49、主任:主任收到，你要根据安全组提供的现场数据，

确认无人员受伤危险，在得到指令后，方可进行堵漏抢修。

50、设备应急:设备组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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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综合应急:报告主任，综合应急组己到现场，后期

保障与辅助应急己经启动。

52、主任:主任收到，你们在安全距离现场待命，随时

准备处理各种突发事件。

53、综合应急:综合组收到。

解说词:

锦西石化消防支队、安全环保处、保卫部、工程公司等

应急响应单位和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并与车间各专

业应急小组取得联系，车间各专业应急组向车间主任汇报。

5tl、安全应急组l: 报告主任，我是:主全组，公司1P1r坊支
队已至IJ汽油力n氢装 izfiYLJ药，安全应急组已经与他们取得联
系，进行风险交底，现在消防支队己按消|坊专项应急程序，

展开救援，相关车辆已经进入应急位置，装置北侧相关环保

三级防控启闭器己关闭. 1青指示。

55、车间主任:主任收到，立即执行消防应急专项程序，

有情况及时汇报。

56、安全应急组:安全组收到。

57、安全应急组:报告主任，我是安全组，公司安全环

保处环境监测车汽汕加氢装置现场，是否按照应急程序展开

监测，请指示。

58、车间主任:主任收到，立即执行，及时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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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安全应急组:安全组收到。

60、设备应急组:报告主任，工程公司应急抢险施工组

己到汽油加氢现场，应急抢险材料己经到时位，是否开始堵

漏抢险，请指示。

61、车间主任:主任收到，现场环境监测车结果还没有

出来，等安全组通知液态;怪浓度检测合格后，再进行应急堵

漏，有情况及时汇报。

62、设备应急组:设备组收到。

(场景八)公司各专业应急部门与队伍展开应急救援

解说词:

1、公司消防支队。为锦西石化公司专属消防、气防应

急抢险救援单位， "119 指挥中心"接警后迅速调集厂东、厂

西两个消防大队 40 余名执勤指战员，特勤、泡沫、高喷、

抢险救援等各类消防车辆 12 台赶往现场，分别在 E-40l/A

东西两侧设置阵地， 2 台移动水炮对 E-40l/A 泄漏油气稀释

驱散; 4 台车载炮对 E-40l/A 周围泄漏的泊气稀释驱散。

应急装备与机构职能说明

(1)气体防护救援车。可搭乘抢险救援人员 6 名，装
备有救生、破拆、侦检、防护、排烟、警戒等 6 大类 70 余

种防护器材，可满足抢险救援现场的警戒、侦检、防护、破

拆的需要:

(2) 大型通讯指挥车。整车具有通信、图像采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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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传输、现场信息监视、资料存储、指挥及办公自动化等功

能的综合通信指挥车，是我公司临时现场应急指挥中心。

(3) 重型泡沫消防车。主要装各消防水泵、泡沫混合

系统、移动式消防炮及消水枪、泡沫枪、吸水管等消防器材，

水炮最大射程 100米，可以独立扑救火灾。

(4) 举高喷射消防车。它由折叠伸缩臂结构、电动遥

控消防炮、罐体及二类底盘组成，臂架可举升，臂端安装进

口的电子遥控消防炮，在高空中多角度灵活喷雾、喷水或者

喷射泡沫进行火灾扑救，射程远、流量大。

(5) 供气消防车。整车配各德国四级高容量空气压缩机、

由电子控制、温度控制、空气冷却、净化过滤、自动平衡控

制等系统组成;能同时充装气瓶 16 只，单只气 j恒直接充气

时间仅需 1分 26 秒，可持续保障 60 个气瓶; 8米升降云台

上配备两台两千瓦的照明系统， 15千瓦车载发电机对其提供

充足的电源保证。

3、保卫部及保安大队。根据泄漏波及的范围划定警戒

半径为 50-300 米，配各 20 人专业安保队伍，保证 24 小时

巡视检查，疏散无关人员，控制进入警戒区人员、车辆和物

资。

4、工程应急抢险组。为公司专属应急抢险施工队伍，

现有员工 338 人，吊车、挖掘机、装载机等各类设备机具 500

多台(套)。配备应急物资库，拥有通风、照明等各类堵漏、

检测、破拆、防爆、防护等 87 种专用应急设备和物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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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后，救援队伍乘坐专业抢修车，由两名队员佩戴空气呼吸

器，利用气体检测仪对泄漏现场进行检测合格后，设置警戒

区和排风设施，采用工业管道高温高压不停车堵漏专用工

具，通过安装专用法兰卡具，实施注胶封墙。

5、环境应急监测车。以机动检测现场环境空气中，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硫化氢、氨、苯系物等，可以使用便携

式有毒有害气体分析仪进行硫化氢、氨、氯气、氯化氢气体

泄漏检测，对水质进行采样，实验室检测。

(场景九)解说词，我公司首次信息化演练。演练现场、应

急指挥中心(调度中心)与集团公司应急平台联动。应急通

讯指挥车赴重整演练地点进行音视频信息采集，信号分别传

输至集团公司应急平台和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我公司应急

指挥中心进入"战时"模式启用，与集团公司应急平台时时

传输，集团公司领导与我方进行视频会商，资源共享。

(场景十〉重整车间汽油加氢现场

63、安全应急:报告主任，我是安全应急组，现在现场

各路口封锁警戒正常，人员疏散完毕，消防支队现场车辆对

泄漏气体稀释效果明显，气体检测合格，环境监测车未测到

有害物质扩散，三级防控效果很好，现场污水全部回收，无

人员伤害和I设备损坏情况，安全环保应急全部完成。

64、主任:主任收到，请向公司安全环保处进行汇报，

并将此次风险事件，书面上报生产处和安全环保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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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安全应急:安全组收到。

66、设备应急:报告主任，我是设备应急组，目前工程

公司应急抢险队伍已经安全完成 E-40l/ A管程入口下法兰堵
漏任务，成功完成抢修，现场作业队伍开始撤离，请指示。

67、主任:主任收到，请他们认真检查，留下保镖人员

和工具继续监视，向公司机动处汇报，请示下一步处理意见。

68、设备应急:设备组收到。

69、工艺应急:报告主任，我是工艺应急组，现场检查

确认完成，装置具备开工条件。

70、主任:主任收到，请向生产处调度中心汇报，并组

织人员对装宦进行开工处理。

71、工艺应急: T".艺生u收到 c

〈场景十一)汽油加氢装置 E-40l/A 附近观察台
72、主任:报告总指挥，重整车问汽汕力H氢装置 E-40l/A

泄漏着火专项应急预案演练全部结束，请指示。

73、总指挥。集合队伍，进行讲评。
74、主任:是!

75、总指挥:经观察，今天，操作车间 E-40l/A 泄漏着
火应急演练非常成功，方案切实可行，新修订的应急响应程

序得到验证，各部门协调到位，圆满完成了各自应急任务。

锻炼了队伍，检验了能力，测试了装备，完成了任务，达到

了目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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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演练结束。收队!

76、主任:是，各参练单位回去组织各自讲评，并于今
天下午 17 点前上报公司安全环保处，演练全部结束，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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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西石化重整车间汽油加氢装置
E-401/A 泄漏着火专项应急预案演练评估

2017 年 4 月 11 日 15: 30 分，锦西石化公司在重整车

间汽汕加氢装置，组织了 E-401/A 泄漏应急救援演练。重整
车间主任杨振巍担任车间总指挥，公司经理办、安全环保处、

生产运行处、机械动力处、工程公司、消防队等相关单位参

与演练。

一、现场风险应急防控原则

锦西石化公司重整车间汽油加氢装置兴位于 2008 年 6

月， 2015 年 11 月进行了国 V 质最升级改选。装!宜'~';且丘zit!{!主 3型虫耍:2E:::J产J山以，ι叫:

为国 V 汽扫对汕tl。呆:1:ii内主要有汽打 I1、氢气 45;易燃易燥、千三jij:有

害危险物料。

针对换热器法兰泄漏着火的应急处置，首先是判断火灾

严重性，如果初期火灾无法扑灭，则立即执行装置泄漏着火

应急处置预案。岗位操作人员会在控制室内，通过装置自保

联锁系统，启动 HDS 反应部分泄压保护联锁 CIS-402 )，对
装置着火部位整个系统进行紧急泄压，避免超压发生爆炸事

故。同时相关联锁会关联启动，装置进料泵 f亭、加热炉熄火、

循环氢压缩机{亭，装置紧急停工。

二、演练主要程序

场景一:重整车间操作室，班组启动应急处置卡程序



l 、曰: 30 分， 1H操作员报告班长，现场可燃气体报警

仪发出警报，报警显示位置 E-40l/A 附近:
2、 15:32 分，班长安排 2#、3#操作员现场检查后确认

E-40l/A 管程入口法兰泄漏着火，立即启动泄漏着火应急程

序:报告主任和公司消防队:马上关闭相关环保三级防控启

闭器:执行应急操作，装置启动反应系统泄压联锁，装置紧

急停工，并注意监视，时时汇报。

场景二:启动车间级应急预案

1、9: 35分，调重整车问车间主任杨振巍赶到现场，确

认险情后，启 z9卢1-::问级应急于li案，当班班长向车间主任汇报

应急情况，移交指拌权。到 H主报告季沟峰主任，曰: 30分操
作室内可燃气报警器报警，经班组 2:3 、3 号操作员 Jýl.场确

认，汽油加 l氢装置 E-'10l/A 笆'程入口法兰发生泄漏着火，现
在班组已经启动汽扫 11加氢装置泄漏着火应急操作，己向公司

调度中心、消防支队报告。无关外米人员己疏散和 1撤离，班

组己反应系统泄压联锁，环保三级启闭器关闭。

2、车间主任立即启动应急程序，分别通知车间安全应

急组、工艺应急组、设备应急组、综合应急组，按照车间级

应急程序展开应急。

3、15:38 分，工艺应急组报告主任，工艺应急小组已到
现场，目前正在进行装置紧急停工，反应系统泄压，压缩机、

进料泵停，加热炉熄火:安全应急报告主任，安全应急组己

2



到现场，目前正在检测现场瓦斯浓度，并按照风向，确定警

戒范围:设备应急组报告主任，设备应急小组己到现场，正

在确认现场情况，设备组成已通知工程公司应急抢修组启动

应急程序，他们正在赶来。

场景三:启动公司级应急响应

l、曰: 39 分，公司消防支队到汽汕加氢现场。公司消

防支队为锦西石化公司专属消防、气防应急抢险救援单位，

"119 指挥中心"接警后迅速调集厂东、广西两个消防大队

45 名执勤指战员，特勤、泡沫、高啧、抢险救援等各类消防

车辆 10台赶往现场，分别在 E-401/^ 南侧，北侧设置阵地，
5 台移动水炮对设备进行降 ;11: 两个水幕阵地防止泄漏气体
向南侧扩散， 1 台车载炮集 11I灭火。

3、15: 42 分，装置明火被扑灭，安全应急小组到 JÝ~场

进行可燃气检测，确保不发生二次灾害。

4、10: 45 分，工程公司应急抢险施工组到 E-40l/A 现
场，按照应急程序展开抢修，应急抢险材料到位。工程应急

抢险组为公司专属应急抢险施工队伍，现有员工 338 人，吊

车、挖掘机、装载机等各类设备机具 500 多台(套)。配备
应急物资库，拥有通风、照明等各类堵漏、检测、破拆、防

爆、防护等 87 种专用应急设备和物资。针对 E-40l/A 管程
入口法兰泄漏应急抢险，接警后，救援队伍乘坐专业抢修车，

由两名队员佩戴空气呼吸器，利用气体检测仪对泄漏现场进

3



行检测合格后，设置警戒区和排风设施，采用工业管道高温

高压不停车堵漏专用工具，通过安装专用法兰卡具，实施注

胶封墙。

5、15: 55分，锦西石化各应急小组完成应急抢险工作，

演练总指挥要求列队，进行演练甘 1:评。

6、15: 58分演练结束。

场景囚:通讯车在演练现场进行音视频采集，应急指挥

场所战时模式启用，与集团公司应急平台联动。

二、演练评价

l、应急处置程序具有可操作性、辛|对性强。

车间应急操作卡充分考虑了现场设备、人员的安全，实

行紧急 1m压JÆï免设备起压，降低爆炸风险:用地区域的迅边
封闭，防止次生事故发生，把事故控 11][J在最低风险范围。

2、各级应急小组反应迅捷、有序

车间专项应急预案、锦西石化专项预案衔接紧密。在接

到报警后，车间第一时间启动车间级专项应急预案，分别向

锦西石化应急指挥中心及 119 报警。应急指挥中心在接到报

警后，启动公司级响应，生产应急小组、安全环保应急小组、

保卫应急小组、设备抢修应急小组、灭火应急小组均迅速赶

到现场，在总指挥的安排 F有序组织救援工作。
3、应急装备、抢险机具齐全、有效

E-401/A 泄漏着火荫练，共计调动消防车辆 10 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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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防护救援车、大型通讯指挥车、重型泡沫消防车、举高

喷射消防车、供气消防车、环境应急监测车。工程抢修方面，

调动了工程抢险车提供电力和机具保障、通风机具、应急卡

具等装备。通过此次演练，验证了员工对应急机具的操控能

力。

4、演练组织周密、协调顺畅

锦西石化公司高度重视本次演练，本次组织的重整车间

E-401/A 泄漏着火专项应急预案演练工作。经过多次策划、
会议安排确定形成了演练方案，各枉!关部门紧密配合，在各

自的场景中 iil色的完成了演练工作。

5、首次实现了信息化演练。括 i约;现场、应急指挥rj"心(调

皮 11'1心〉与集团公司应急平台联动。 j生:急illhlH旨拌车赴 lli.挺

演练地点进行音视频信息采集，信号分别传输至集团公司应

急平台不n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我公司应急指挥中心进入

"战时"模式启用，与集团公司应急平台时时传输，集团公

司领导与我方进行视频会商，资源共享。

6、进一步明确了生产运行处(调度中心)对应急指挥中

心信息系统(设备)、应急通讯指挥车的归口管理职责，强

化对调度员岗位的培训，做到熟练使用，并要求信息部做好

系统维护。

7、改进项目。演练结束以后，信息管理部对应急指挥系

统进行了改进，增加了与集团公司应急平台的 700900 的直

5



播语音电话。

总的来说，本次锦西石化组织的 E-40l/A 泄漏着火专项

应急预案演练方案切实可行，应急响应程序得到验证，各部

门协调到位。车间应急处置、消防灭火、抢险队伍、三级防

控、环境监测等方面进行了检验，锻炼了队伍，圆满的完成

了演练工作。。

附件 1:应急演练签到表

附件 2: 现场照片

锦西石化公司

2017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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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应急i页练签到表

签到表
内容 'R有1汽泊 JI 生ii 装 115tiif泌祈火 hìz:r;.l，ilir fA -'，'ì'j "!/'! rJ Il' 、‘

Ei 处俨1 收(豆 (ilt(l) I J[f;系 ji)t

2
3、

二

卢|剖叫 草草 由制 J3)l'~

10

15

F 会议日 jP1320l74

~~.~山E

1\

]2

14

16

12如Cι问11严o&;，β
R4 钱良运件叫i 三茎投E始整汽凡J)注占/肌句伽ωωq仰/厅闭r忍3

歹亦卫叶113 1店若毛亏亨钓f句l凡矢幻J忡白/伊 P户σd丘们7../，号';5μ&ω00
牙?2;~\1J 160'1) Yb fr/;9
制均一一 j叫?启立

一立 jidL-J8 山i') 432 二
.~三L-JJUL 一_~o't'..旦旦!:L;，~ I!jp忏马此地 I ._.___.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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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到表
内容z 茧 tYt 也liJl级装置泄漏着火应急演练

12

， ，、 k+GIt g;ryJ 〉
卢霄'一�

自



⋯⋯--← -_+_-t_ 一---牛二-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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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练评价表

演练名称
锦西石化公司重整车间汽泊加氢换热器泄漏着火应

演练性质 公司级
急演练

到位地点
车间装置现场、应

所属单元
实战效果综

演练时间 2017.4.11
急指挥中心 合评审单元

重整车间汽油加氢换热器泄漏着火现场应急处置、应急通讯指挥车现场音视频采

演练程序
集、调度中心应急指挥-场所"战时"模式、集团公司应急平台联动

联动。应急通讯指抖 '!Iö赴京整泌练地点进行 IT视拟W，息来袋，信号分别传输至m目1公司应急
平台和我公司 JN.~t指挥中心.我公司 JNfLIJ白拣 '1'心进入"战 II'Í"仪式启1lJ. IjJt 目1公司 I'N.~t

平台 11才 IH传输 .Jt目1公司领导与我;方进行-Ð!级公肉，资源共字。

3、中占个淡练的全部资料信，息，包括l也~e:t1I炎、JN. ~C:tit划、JN.:;'t处町、l印机汗 f'I!额资料，

~(J

全部实时录入 Jt 臼1公司应急'背l1~系统.

总体评价�首次实现了信息化演练，与 Jt 阳公司J~v.忽平台进行了视频联动测试。演练组织周
密、协调顺畅，倒满完成集团公司的演练目标。

跟进事项=演练结束讲评中，公司领导进一步明确了生产运行处(调度中心〉对应急指抖 E

信息系统(设备〉、应急通讯指挥车的归口管理职责，强化岗位的培训，做到熟练使用，并要

求信息部做好系统维护。演练结束以后. 4 月 13 日，信息管理部对应急指挥系统进行了改进，

增加了与集团公司应急平台的 700900 的直播语音电话.

考核人员 考核人员签字 时间

郑晓丰 司治雷 多仍 五7~'方 2017 年 4 月 ;J--o/7手'1-4~
" 11 日



演练评价表

演练名称
锦西石化公司重整车间汽油加氢换热器泄漏着火应

演练性质 公司级
急演练

到位地点
重整车间汽油加氢

所属单元
重整生产单

演练时间
装置现场

2017.4.11
7G

重整车间汽油加氢换热器泄漏着火现场应急处置、应急通讯指挥车现场音视频采

演练程序
集、调度中心应急指挥场所"战时"模式、集团公司应急平台联动

重整生产单元评价结果 z

1、应急处置程序具有可操作性、针对性强.

车间应急操作卡充分考虑了现场设备、人员的安全，实行紧急泄压避免设备超压，降低爆

;炸风险:周边区域的迅速封闭，防止次生)J~故发生，把事故控制在段低风险范围.

2、各级应急小组i反应迅 tl!、有Ir

斗二 (fi]专项JH.'ft;.t顶尖、~il ilJi:f î化ι7血丑~*衔接紧密。{'i:拔到于民件后，车间第一u1(fi]Nl 19]车间

级专项 J~急顶尖，分别 It.J~ililJi1î化JN急指怀中心及 119 拟伴。 J~1"H1H斗'【l'心在拔到拟于守后，

启动公司级响应，生产应急小组、安全环保应急小组、保卫应急小组、设备抢修应急小组 1、

灭火应急小组均迅速赶到现场，在总指挥的安排下有序组织救援工作.

总体评价 2 本次锦西石化组织的 E-401lA 泄漏着火专项应急预案演练非常成功，方案切
实可行，新修订的应急响应程序得到验证，圆满完成了各自应急任务.锻炼了队伍，检验了

能力，测试了装备，完成了任务，达到了目的。

跟进事项 z

考核人员 考核人员签字 时间

司治雷 杨振威 汗4勿 2017年 4月 ~17.l(...1 I
11日



演练评价表

|锦附注:化公司5Ii:将车间汽前 !I却l级换热器泄漏着火 l也
演练名称谈练性质公司级

忽M练
m~在车间 i'C前 !IJJII刽一环境控制吼

到ft 地点所 )rJ!，1'(1.兀-泌练 i时间 2017A.11
装有‘现场元甲 'tjê

及教斗二问 i'C前 li力II~l杂热~白ItM:?"f火 J}I!.场Ni.~C:l处 IT、向~~tì垣讯指抖'N 现场 ii 视频 i采
r~r练，f'ur:

ili 、调皮 '1'心h址 :21衍抖.场所"战时"仪式、iliJ;jj公;ij川Ijf;.l平台 l段 i}J

环统控制 'Y'-jêW价纺.*:

!t，r.，m~垠完好、 m防废水 ili'!' 到污水收集池，污水阀 11J换及时，达到除]水和消防废水分

)f排放，避免污染消防水进入网排系统，污染环境.对大气进行检监测，大气污染物质均达

标，此次演练没有发生水和大气污染，达到预 iWJ泌练 11的。

总体评价 z 雨水阀、污水阀切换及时，达到雨水和 l消防废水分开排放，避免污染消防水进入

雨排系统，污染环境，达到预期演练目的.

跟进事项 z

考核人员

徐宝柱 张维新

考核人员签字 时间|

年 4月 I _...
11 日 1.2<:>1τ 吨 l\



演练评价表

演练名称
锦西石化公司重整车间汽油加氢换热器泄漏着火应

演练性质 公司级
急演练

重整车间汽油加氢
应急指挥中

到位地点 装置现场、应急中 所属单元
心单元

演练时间 2017.4.11
l~\

亟整车间汽汹加氢换热器泄漏着火现场应急处置、应急通讯指挥车现场音视频采

演练程序
集、调度中心应急指挥场所"战时"模式、集团公司应急平台联动

应急指挥中心评价结果 z

1、数据链路维护到位，演练过程中无信号中断和传输附碍故障。

2、图像信号消晰、卫星信号无干扰.

3、视频监控图像稳定。

总体评价 2

通过演练，检验了应急指挥系统各设备单元的日常维护状态，和应对突发事件时技术保

隙能力.可以认为，在当前条件下，系统完全有能力应对紧急状况.

跟进事项:
应急事件处理各流程单元需要进一步磨合熟练.

考核人员 考核人员签字 时间

彭哨 都喝 将归。


	00000001
	00000002
	00000003
	00000004
	00000005
	00000006
	00000007
	00000008
	00000009
	00000010
	00000011
	00000012
	00000013
	00000014
	00000015
	00000016
	00000017
	00000018
	00000019
	00000020
	00000021
	00000022
	00000023
	00000024
	00000025
	00000026
	00000027
	00000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