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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加速，水资源状况迅速恶化，水资源需求缺口也

日益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污水处理行业成为新兴产业。污水处理厂是从污染

源排出的污（废）水因含污染物总量或浓度较高，达不到排放标准要求或不符合

环境容量要求，从而降低水环境质量和功能目标时，必需经过人工强化处理的场

所。

通过污水收集管网收集到污水处理厂的污（废）水中污染物质浓度较高，

若这部份污（废）水经过处理后未达标排放，进入受纳水体，造成水环境污染，

危害周围村民的生活与健康，破坏生态环境。在污水处理过程中，会伴随着硫化

氢与氨气等恶臭类有毒有害气体产生，这些有毒有害气体未经过处理，直接排放

到大气中，污染大气环境，影响周围村民的生活与危害健康。特别是当这类有毒

有害气体在工作间累积又未能及时处理时，会导致现场操作人中毒，严重者会造

成死亡事故。污水处理厂在污水处理过程中会伴随着污泥的产生，污泥中有机物

质、N、P等营养物质含量高，且污泥中含有重金属、细菌等，这些污染物具有

一定的危害性。污泥的处理处置不当时，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因此，必须对连南瑶族自治县广业环保有限公司（连南县三江镇污水处理厂）

进行环境风险评估，以掌握污水处理厂主要的环境风险情况，进一步对事故发生

前进行有效的预防、事故发生时进行及时的处理及事故发生后进行合理的补救，

将污水处理厂的环境风险与环境事故造成的危害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2 总则

2.1编制目的

（1）通过系统性的分析，识别企业环境风险物质、环境风险单元，确定企

业环境风险源，分析其对外环境敏感点影响后果，评估企业现有防控能力和水平，

并提出切实可行降低环境风险的措施和工作思路；

（2）作为企业环境风险防范的基础文件，为环境应急预案、管理和工程上

的改进提供依据；

（3）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职业卫生健康、消防管理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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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编制原则

本编制原则主要以降低和防治企业突发性环境事件风险为目的，以连南县三

江镇污水处理厂生产过程和事故状态下产生的污染物作为评估重点，以与环境风

险事件有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导则和治理技术为依据，编制全面、具体且具有

代表性的风险评估报告；同时针对污水处理厂生产过程和事故状态发生的环境事

件做出风险评估，根据对已有具体事件案列分析、总结，并结合时间与空间上转

变假定和设想可能发生突发性事件进行分析对比，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编制出企业

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

2.3 适用范围

此报告可用于连南县三江镇污水处理厂正常工况和突发环境事件的防控管

理工作，使得企业有效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环境风险，最大限度地减轻事故（事

件）造成的损失和对环境的影响，保障职工和周围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环

境安全，达到事前预防、消减危害、控制风险的目的。适用于企业环境应急预案

的编制、企业管理上的改进、企业环境风险防控工程的改进、应急物资的准备、

工艺改造参考资料、其它与环境安全有关的活动。

此报告仅对截止到目前企业正常连续生产情况下做出的评估，不适用于企业

改扩建、技术升级改造以及其它重大变化情况。

2.4编制依据

2.4.1 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月修订，2015年 1月 1日实

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 6月）；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国家主席令第 31号修订 2016年 1

月 1日起施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5年修正）；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 13 号修订自 2014年 12

月 1日起施行）；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9年 5月）；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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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年 9月 1日施行）；

（9）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1年 12月）；

（10）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国国务院令第 653号修订 2014年 7月 29日实

施）；

（11） 《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号）；

（12）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4年 12月）；

（13）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号）；

（14）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2015年 6月 5日实施）；

（15）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

〔2015〕4号）；

（16） 《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环发〔2013〕20号）；

（17）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2015年 6月 5日施行）。

2.4.2 地方环境保护法规及行政规章

（1） 《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15年 7月 1日）；

（2） 《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广东省人大常委 2012年 7月 26

日第四次修正）；

（3） 《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2010年）；

（4） 《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11年）；

（5） 《广东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2年）；

（6） 《广东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粤环〔2011〕14号）；

（7） 《广东省严控废物处理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09年 5月）；

（8） 《广东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二五”规划》（2011年 7月）；

2.4.3 技术规范和行业标准

（1）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环办函〔2014〕34号）；

（2）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

（3）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

（4） 《危险化学品名录》（2015年新版）；

（5）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

（6）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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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境空气环境质量标准》（GB3095-2012）；

（8）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

（9）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10） 《广东省严控废物名录》（2014年 9月）；

（11） 《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GB44/26-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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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料准备

3.1企业基本信息

3.1.1 企业概况

广东省广业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是集环保、研发、设计、投资、建设、运营、装备和贸易为一体的省属

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公司清远经营部负责管理清远片区、韶关片区设立的项目公

司各污水厂 BOT、TOT模式运营，属下的连南瑶族自治县广业环保有限公司负

责运营连南县三江镇污水处理厂。

连南县三江镇污水处理厂位于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江镇联红村，是广东

省广业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清远市政府以 BOT商业模式进行建设和运行的

企业。项目于 2009年 3月开始土建，9月安装设备，主体工程和设备安装于 2010

年 1月完工，4月进行试运行，5月 6日完成环保验收工作。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60亩，日处理规模 1.5 万 m3，服务范围 3.2平方公里，服务人口约 5万人。目

前共有员工 21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 7人。

项目主要采用目前先进的 A/A/O微曝氧化沟工艺，处理连南县三江镇的生

活污水，污水经水泵提升后处理，处理达标后尾水排入三江河下游。

连南县三江镇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标准执行国家《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标

准》（GB18918-2002）一级 B 标准及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中较严者。污水厂受纳水体为三江河，属北

江二级支流。根据《广东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 粤环〔2011〕14号）的规

定，该河段属综合用水功能分区，水质要求目标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标准。

污水厂分生产区和办公区两部分，生产区主要构筑物有粗细格栅、提升泵房、

沉砂池、氧化沟、二次沉淀池、配水井、污泥回流泵房、风机房、变配电房、污

泥脱水间、进出水在线监控房及消毒出水池。厂区四周及厂内空闲地均种植有绿

化带。

企业平面图如图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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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企业平面图

3.1.2 自然环境

3.1.2.1 地理位置

连南瑶族自治县地处北回归线以北，介于东经 112о2'2"至 112о29'1"和北纬

24о17'16"至 24о56'2"之间。东北部与连州市交界，东南部与阳山县相连，南面紧

接怀集县，西面毗邻连山县，西北角与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接壤。全县面积

1305.9平方公里。

连南县三江镇污水处理厂位于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江镇联红村，项目交通便

利、地势平坦，下游无取水点，企业地理位置见图 3- 2。四置图见图 3-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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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企业地理位置

图 3- 3连南县三江镇污水处理厂四置图

3.1.2.2 地质地貌

连南瑶族自治县境南北纵横距约 71公里，东西最大距离约 45公里。地势北、

西、南高，东部低平。山脉多由北向西南走向。山体中上部亘连着数百座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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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海拔 1000米以上的高山有 161座。县境最高为金坑镇的大雾山，海拔 1659

米，雄踞于崔巍的群山之上。海拔 1300米以上的山峰还有:起微山 1591 米，大

龙山 1574米，孔门山 1564米，烟介岭 1472米，茶坑顶 1384米，大粟地顶 1381

米，天堂山 1364米，大帝头顶 1314米。这些山峰均属于南岭山脉南侧的余脉，

方圆百余里，连绵起伏，逶迤纵横，气势磅礴，雄伟壮观。而东南部南岗、三排、

白芒等地，是海拔 250米至 500米之间的石灰岩地带，属岩溶地形，石山林立。

连南瑶族自治县地质基底属于华夏古陆，为泥盆纪地层和二迭纪地层，地面

母质基岩主要有石灰岩、花岗岩、沙页岩、板岩等。自然土壤有黄壤、红壤、红

色石灰土、黑色石灰土、酸性紫色土等 5个土类。黄壤，多分布在 700米以上的

山地，成土母质以沙页岩、板岩、花岗岩为主;面积最大的是红壤，遍布全县 700

米以下的山区，成土母质以花岗岩、沙页岩为主;红色石灰土，为石灰岩风化而

成，呈红棕色，较瘦瘠，多分布于南岗、三排等地的石林之间;水稻土，分布于

全县水稻产地，有泥肉田、沙泥田、黄泥田、油泥田等。在崇山峻岭之中，瑶民

在有水源的地方造出层层梯田，形成了连南独特绮丽的高山田园风光。

3.1.2.3 气候特征

连南瑶族自治县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暖夏热，秋凉冬寒，全

年平均气温为摄氏 19.5℃，最低温度为-4.80C。月平均气温以 7、8月为最高，

在 28至 28.5℃之间。一年四季均受季风影响，风向呈季节性变化。夏季多吹南

风，冬季及其它月多吹东北风。连南的年平均降雨量为 1705.1 毫米，历年平均

日照射时数 1549.6 小时。春季阴冷多小雨，夏季炎热多大雨，秋季凉爽少雨，

冬季寒冷干燥。

3.1.2.4 水文条件

连南瑶族自治县境内雨量充沛，河流众多。集水面积在 100平方公里以上的

干支流共有 12条，主要有北江、三江河及其支流秦皇河、威井河等，均属珠江

流域，北江水系。境内水力资源丰富，全区河流水力资源蕴藏量为 19.15万千瓦，

主要分布在三江河流域。

企业周边水文水系情况如图 3-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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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4水文水系图

3.2 企业周边环境风险受体

根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环办[2014]34号），大气环境

风险受体是指以企业厂区边界，周边 5公里范围内的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

科研、行政办公、重要基础设施、企业等主要功能区域内的人群、保护单位、植

被等；水环境风险受体是指企业雨水排口（含泄洪渠）、清净下水排口、废水总

排口下游 10公里范围内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来水厂取水口、自然保护区、

重要湿地、特殊生态系统、水产养殖区、鱼虾产卵场、天然渔场等。

3.2.1 大气环境风险受体

企业所在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评价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年修改版）中的Ⅱ级标准。

由于评价企业为污水处理厂，故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由于污水处理厂的

大气环境影响主要体现在臭气对厂界周边敏感点的影响，故本次大气环境风险受

体主要选取 2km范围内的人居环境保护目标，即包括联红小学、寨脚村、香花

村、雁塘村等在内的多个人口聚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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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周边大气环境风险受体情况如图 3- 5 与表 3- 1 所示。

表 3- 1企业周边大气环境风险受体信息表

序号 名称 方位 距离（m） 联系电话

1 雁塘村 西南 1000 18926624136

2 寨脚村 西南 1500 15915111222

3 联红小学 西南 2000 15917642892

4 香花村 西南 2000 15089719985

图 3- 5大气风险受体图

3.2.2 水环境风险受体

根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环办[2014]34号），应取企

业雨水排口（含泄洪渠）、清净下水排口、废水总排口下游 10km作为水环境风

险受体评估的范围。

企业收集的污水经处理后排入三江河，因此，下游 10km范围内的水环境保

护目标为三江河。根据《广东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粤环〔2011〕14号），

三江河为Ⅲ类综合用水功能分区，执行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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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周边水环境风险受体分布如图 3- 6 与表 3-2所示。

表 3- 2企业周边水环境风险受体信息表

序

号

水环境风险

受体名称

距厂址

方位

距厂界直线

距离（m）

敏感因

素

功能现

状
水质现状 水质目标

1 三江河 南 1000 河流 综合 Ⅲ类 Ⅲ类

图 3- 6企业水环境风险受体图

3.3企业原辅材料使用情况

根据企业提供的资料可知，厂内所使用的主要化学品为聚丙烯酰胺；厂内化

验室因日常化验需要，备用少量水质项目检测化学试剂。本污水厂出水采用紫外

消毒，不需贮存具有存在腐蚀、中毒、火灾爆炸等危险因素的化学消毒药剂。企

业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化学品储存和使用情况如表 3-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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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企业主要原辅材料

序号 主要原辅材料 包装方式 应用工艺段 储放位置 最大储量

1 聚丙烯酰胺（PAM） 袋装 污泥絮凝 污泥系统 0.1t

2 浓硫酸 瓶装 化验 化验室 0.028t

3 柴油 罐装 备用发电 发电机房 0.086t

3.4污水处理工艺

连南县三江镇污水处理厂采用 A/A/O 微曝氧化沟工艺，为污水处理厂上级

主管单位广东省广业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自有专利技术，已广泛应用在全国

100多项污水处理厂。

A/A/O 微曝氧化沟工艺是将生物同步除磷脱氮原理和氧化沟结构特点相结

合，由前段厌氧区氧化沟、缺氧区氧化沟和后段好氧区氧化沟串联组成。污水与

回流污泥混合自厌氧区流入，循环消化液由好氧区进入缺氧区。在厌氧区进行磷

的释放，在缺氧区进行脱氮，在好氧区进行硝化和磷的摄取，废水再经过二沉池

沉淀后排放。污水处理厂工艺先进、自动化程度高、操作简易、中央集中监控。

对污水处理总排放口按环保法规加装了在线监测系统并已联网，环保监管单位可

随时通过网络查看排水的数据，目前可在线监测出水流量、COD、pH值及氨氮。

A/A/O微曝氧化沟具有以下优点：

（1）流程简短、管理方便 该工艺流程为预处理-A/A/O 微曝氧化沟-二沉

池，因此有机污染物可得到较彻底的去除，剩余污泥高度稳定，无需初沉池和污

泥消化池。

（2）占地面积小 因在流程中省去初沉池、污泥消化池，同时氧化沟因采

用鼓风曝气，水深可加深到 5m以上。池深增大的结果，使氧化沟的面积可相应

缩小，因此污水厂总占地面积减少。

（3）具有良好的脱氮除磷效果

微曝氧化沟采用深水微孔曝气和水下推流相结合的微曝系统，充氧能力高，

保证氧化沟出口处污水含溶解氧浓度不小于 1~2mg/L，保持活性污泥良好的净化

功能；充分利用氧化沟水力特性，混合搅拌充分，完全能维持沟内混合液流速在

0.3m/s，防止污泥沉降，使污泥与原水充分混合，彻底进行碳化、硝化反应，且

达到较高程度总氮的去除。微曝氧化沟工艺出水水质好，运行稳定。因设置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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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厌氧池和缺氧池，可以取得很好的脱氮效果。

（4）节省能耗

氧化沟综合能耗的 80%为曝气装置的电耗，微曝氧化沟工艺从根本上改变了

曝气方式，由表曝改进为微曝，提高了供氧能力和氧利用率，显著降低曝气能耗。

较一般氧化沟综合能耗降低 30%，运行费用可节约 20%。

连南厂工艺流程图如图 3- 7 所示。

图 3- 7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基于以上工艺优点和规范化管理，目前污水处理厂运行状况良好，出水稳定

达标。

3.5 企业接收废水的处理、排放情况

企业主要纳污范围为镇中心区域，以收集三江镇中心的生活污水为主，服务

范围 3.2平方公里，服务人口约 5万人。处理生活污水中最主要的污染物为氨氮、

生化需氧量、TP、SS等。

企业污水处理系统设计日处理规模 1.5万 m3。废水经处理达标后尾水排入三

江河。连南县三江镇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标准执行国家《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标

准》（GB18918-2002）一级 B 标准及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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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中较严者。

企业进出水质各项目情况如表 3- 4 所示。

表 3- 4 连南县污水处理厂设计进出水水质各指标及限值

污染物 pH CODCr BOD5 SS NH3-N TP 粪大肠杆菌

进水限值 6~9 300 150 200 25 4.5

出水限值 6~9 ≤40 ≤20 ≤20 ≤8 ≤1.0 ≤10000

注：pH为无量纲值；粪大肠杆菌为个/L；其它为 mg/L。

3.6 “三废”的产生及处理

3.6.1 废水产生及处理情况

污水处理厂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和少量办公生活区污水。生产废水主要来自

冲洗污泥脱水机的冲洗废水，污染物主要为 CODCr、SS和 BOD5。该废水通过厂

内污水管道系统汇入厂区粗格栅前集水池，与城市污水一并进入污水处理系统进

行处理。

3.6.2 臭气产生及处理情况

污水处理过程中会产生恶臭气体，其主要产生部位是格栅、二沉池、污泥处

理系统等工艺单元，导致恶臭气味的主要成份是 H2S、NH3，属无组织排放。

根据监测报告，厂界周边无组织排放浓度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二级标准达标排放。

3.6.3 固体废弃物的产生及处理情况

污水处理厂产生固废包括生活垃圾、格栅截流的垃圾、沉砂池产生的砂粒及

污水生化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干污泥。污水厂 2015年产生干污泥约 3吨，含水量

约 55%，生活垃圾与预处理的栅渣每天由当地环卫部门负责清运处理，污泥则交

由清远绿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无害化处理。

3.7 安全生产管理

3.7.1 消防情况

根据现场调研情况可知，厂区设置有了相应的消防物资，如：灭火器、消防

栓等。消防重点区域的消防物资分配情况如表 3- 5 所示。

吴晓冰
产泥量偏小的原因？



15

表 3- 5厂区消防物资分布情况

序号 种类 数量 存放点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 消防栓 10
每个建筑体

都有，齐全
邓振强 13025352458

2 防毒面具 2
3 灭火器 22
4 应急照明灯 44

3.7.2 安全生产许可情况

企业为生活污水处理厂，运营毋须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

3.7.3 危险化学品安全评价

企业无危险化学品安全评价。

3.7.4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

企业无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毋须备案。

3.8 现有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

截流措施、事故排水措施、清净下水防控、雨水防控、生产废水防控、监控

预警措施、环评批复要求落实情况是企业环境风险防控的重点，事关企业的整个

环境风险防控水平。

3.8.1 雨水防控措施

厂区内雨污分流，厂区的雨水通过雨水管网收集后排回粗格栅池，与进厂污

水一起经系统处理后排出，防止厂内发生环境突发事件时，未及时处理的污染废

水顺着雨水排放口排出厂外，对外界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3.8.2 生产废水系统防控措施

厂区污水排放口位于厂区的北侧，厂区接收的生活污水经污水系统处理后从

污水排放口排入三江河。根据环保要求，厂区设置有在线监测系统、视频监控系

统、中控系统等防控措施，可以及时反映进出水质状况，企业实行定时的人工监

测，在出现水质波动时，可及时进行相应的工艺调整。

3.8.3 清净下水系统防控措施

本企业不产生清净下水，不设清净下水防控措施。

3.8.4 监控预警措施调查

为及时反映厂区各系统单元情况，企业在设置有在线监测系统、视频监控系

统、中控系统等防控措施，同时实行人工监测、定时巡检等工作。根据现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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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如下：

（1）存在环境风险的关键地点设置明显警示标记，并设置专人监管。正常

情况下，严格按巡检制度进行巡检，检查内容主要为物料储罐及配套管道、阀门

的状况（液位、压力、密封等），防护设施、排洪设施的状况，泵体和电机等设

备运转是否正常，并做记录。

（2）本污水厂配备有 COD自动监控仪、氨氮自动监控仪、流量计、水质

自动采样器、数据通讯传输系统、在线式不间断电源。按规定及时对污水厂生产

工艺进行水质、水量监测，并做好相关记录。

（3）卫生防护及环保设施，要设置专人负责进行定期检查，正常情况下，

每班 1次。检查内容主要有沉砂池、一体化池、急救箱以及个人防护用品等。巡

检内容主要为各池水位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导流渠是否畅通。

（4）应急设备和物资设置专人负责，本企业的应急物资备有抽水泵、口罩、

应急照明灯、橡胶耐酸手套、消防栓、防毒面具、灭火器、警示牌、对讲机、防

腐工作服等。正常情况下按照规定例行检查，汛期时要每天检查，保证各种物资

的充足与完备。

（5）与当地供电部门保持沟通渠道，及时了解供电信息及停电计划以便安

排实施应对措施。

厂区在综合楼设有中控室，中控室内有视频监控等防控系统。远程控制系统

根据污水处理实时情况进行远程调节。一旦出现事故（如：设备故障、停电、工

艺失调出现问题等情况），中控室立即发出故障报警，从而实现预警监控的作用。

同时工作人员每天 2 小时/次，对厂区内的系统单元进行巡检，了解污水系统工

艺的运行情况。

3.9环境风险应急能力调查

3.9.1 内部应急能力

3.9.1.1 环境风险管理制度

企业已建立内部一套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并制定了相关的管理制度，企业已

有的制度如表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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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6企业环境风险管理制度

序号 环境风险管理制度

1 生产岗位职责管理制度

2 安全操作规程

3 定时巡检制度

4 定时人工检测制度

3.9.1.2 环境应急预案落实情况

企业已编制有防洪应急预案以及污水处理设备抢修应急预案，其中，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已涵盖了典型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的应急处理方案，企业在厂内设有

应急安全领导小组组织机构，负责厂内日常的安全生产事项。

3.9.1.3 应急物资情况

企业在日常的生产管理中，常备一定数量的应急物资，除了消防器材外，企

业的应急储备还包括应急抢险器材、个人防护用品等，企业应急物资基本上都存

放在行政楼的仓房，由安全员进行管理。详细的物资清单见表 3- 7。

表 3- 7 厂区应急物资清单

分 类 名称 数量 备注

安全防护物资

避雷针 28 每个建筑体都有，齐全

视频探头 12
口罩 40
应急照明灯 44
橡胶耐酸手套 6
抽水泵

（型号WQD10-11-0.75）
1

流量 10立方/小时、功率 0.75kW、

扬程 11m、含 4米水管

现场抢险物资

及设备

柴油发电机组 1 型号 YCGS400、功率 360kW

消防栓 10
防毒面具 2
灭火器 22
雨衣 20
警示牌 100 每个建筑体都有齐全

对讲机 4
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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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池 1

检测仪器及应

急药品

COD监测仪器 2 CODmax

NH3-N监测仪器 1 AmtaxCompact

便携式 DO检测仪 1
便携式 pH计 1
硫化氢检测器 1 提升泵房

3.9.1.4 应急标识系统

根据现场调研情况可知，企业目前在提升泵房、储泥区、污水排放口、脱水

机房和加药间等单元设置了安全标识，目前企业尚未设置与突发事件应急相关的

应急标识。

3.9.2 外部应急能力

在事故影响已超出企业控制范围时，企业需上报政府，请求外部救援力量的

帮助，避免对外环境造成更大的伤害和破坏。尤其是在一级事故状态下，企业可

以直接请求救援。具体外部应急救援力量联系方式如表 3- 8 所示。

表 3- 8外部应急信息表

序号 所属机构 联系电话

1
省环保厅

020-87533121

2 020-8386387

3 连南县政府应急办 0763-8662070

4 连南县环保局应急办 0763-8666010

5 连南县供电局抢修班 0763-8661511

6 连南县环境保护监测站 13750194986

7 连南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0763-8671261

8 火警电话 119

9 报警电话 110

10 救护电话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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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风险识别

4.1环境风险物质储存、使用、运输过程的环境风险识别

4.1.1 环境风险物质储存、使用过程的环境风险识别

4.1.1.1 环境风险物质储存量的分析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主要使用的药剂为聚丙烯酰胺，其它的化学品则主要包括

化验所用的浓硫酸等。化学品的储存情况见表 4- 1 所示。

表 4- 1化学品储存情况

序号 主要原辅材料 包装方式 应用工艺段 储放位置 最大储量

1 聚丙烯酰胺（PAM） 袋装 污泥絮凝 污泥系统 0.1t

2 浓硫酸 瓶装 化验 化验室 0.028t

3 柴油 罐装 备用发电 发电机房 0.086t

4.1.1.2 环境风险物质的化学性质与危害分析

（1）阳离子聚丙烯酰胺（PAM）

PAM的化学性质及危害特性：阳离子聚丙烯酰胺为水溶性高分子聚合物，

外观为白色粒状固体，稀释后呈无色液体，无臭，pH值 6.0--7.0，不溶于大多数

有机溶剂，具有良好的絮凝性，可以降低液体之间的磨擦阻力。在污水处理厂作

为污泥脱水剂。聚丙烯酰胺无毒性，但属于可燃性化学药剂，燃烧后不产生任何

有害燃烧产物。当聚丙烯酰胺泄漏时，颗粒遇水后变滑，谨防人员滑倒摔伤。当

与眼睛和身体接触时，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即可。聚丙烯酰胺本身没有毒

性。只有当吸入量大于千分之五时因肠胃粘膜对营养的吸收被粘阻而有害。贮存、

运输应注意防潮，并储存于阴凉、通风的库房。

PAM的风险分析：储存聚丙烯酰胺储存于污泥脱水机房药品库内，储存量

小（小于 1吨）。药品库内无其他易燃或可燃杂物，四面水泥结构，药品库内设

有排水渠，排水渠可通往污水处理系统进水口。一旦储存过程中由于意外事故着

火，其不会对周边造成严重影响，即使发生火灾也不会引发整个污水厂的火灾；

由于人为、袋装化学品久置破裂等原因，发生袋装聚丙烯酰胺（PAM）泄漏事件。

但考虑到厂区 PAM的储存量比较少，储存的 PAM 一般在短期内使用，如果发

生泄漏，也只是小量泄漏，不会流出储存点。

http://baike.baidu.com/view/5918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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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柴油

柴油是轻质石油产品，复杂烃类(碳原子数约 10～22)混合物，主要由原油蒸

馏、催化裂化、热裂化、加氢裂化、石油焦化等过程生产的柴油馏分调配而成；

也可由页岩油加工和煤液化制取。分为轻柴油和重柴油两大类。本厂主要用于柴

油发电机组，通常采用轻柴油。

沸点范围和黏度：介于煤油与润滑油之间的液态石油馏分。易燃易挥发，不

溶于水，易溶于醇和其他有机溶剂。是组分复杂的混合物，轻柴油沸点范围

180℃～370℃。

毒性健康影响：柴油为高沸点成份，故使用时由于蒸汽所致的毒性机会较小。

柴油的雾滴吸入后可致吸入性肺炎。皮肤接触柴油可致接触性皮炎。多见于两手、

腕部与前臂。柴油废气，内燃机燃烧柴油所产生的废气常能严重污染环境。废气

中含有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醛类和不完全燃烧时的大量黑烟。黑烟

中有未经燃烧的油雾、碳粒，一些高沸点的杂环和芳烃物质，并有些致癌物如

3.4-苯并芘。

本品对人体侵入途径：皮肤吸收为主、呼吸道吸入。

工作场所职业接触限值中国MAC（最高容许浓度）无规定。

预防方法：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不能用口吸堵塞油

管。工作后淋浴，更衣，保持良好卫生习惯。

（3）浓硫酸

浓硫酸的化学性质及危害特性：浓硫酸是一种无色油状液体。常用的浓硫酸

中 H2SO4 的质量分数为 98.3％，其密度为 1.84g/cm3，其物质的量浓度为

18.4mol/L。硫酸是一种高沸点难挥发的强酸，易溶于水，能以任意比与水混溶。

浓硫酸溶解时放出大量的热，因此浓硫酸稀释时应该“酸入水，沿器壁，慢慢倒，

不断搅”。其具有强烈的腐蚀性和氧化性，故需谨慎使用，严格按实验室安全操

作规程使用。

浓硫酸的风险分析：浓硫酸储存于化验室内，储存方式为瓶装，且储量较小。

目前浓硫酸为专人管理，专人使用，故其环境风险较小。

4.1.2 环境风险物质运输过程中的环境风险分析

根据污水厂主要物料的特性，运输环节中易造成的环境危险有：

（1）污泥运输

http://baike.baidu.com/view/162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785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25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514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514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22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6079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13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3680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898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94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6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2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008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799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50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2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34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90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07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037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1202.htm
http://www.baidu.com/s?wd=%E6%B5%93%E7%A1%AB%E9%85%B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6%B5%93%E7%A1%AB%E9%85%B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www.baidu.com/s?wd=%E6%B5%93%E7%A1%AB%E9%85%B8&hl_tag=textlink&tn=SE_hldp01350_v6v6zkg6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61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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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连南县三江镇污水处理厂年产污泥量约为 3吨，含水率约 55%，厂区

有暂时存放污泥的污泥斗，，集中交由清远绿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综

合利用处理。在运输过程中，因车厢泄漏、挡板坏或者翻车，有可能导致污泥

倾倒遗撒，造成道路、土壤或地下水污染。

（2）PAM运输

连南县三江镇污水处理厂所使用的 PAM属于无毒化工产品，运输过程中不

需要特别危险品运输车辆及许可证，但因二者如遇水均易变得粘度很高，如在运

输过程中因翻车等原因造成物料遗撒，易使路人滑倒，但对环境危害性较低。

4.2尾水非正常排放风险识别

本厂集水范围为三江镇辖区生活污水，以及经初处理的屠宰废水。其危害特

性见表 4- 2。

表 4- 2企业废水的危害特性

物质种类 污染因子 危害特性 环境危害

生活污水/未
达标尾水

悬浮物、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类大肠菌群、

生化需氧量、氨氮、

总氮、总磷等。

①病原物污染；②需氧有机

物污染；③富营养化污染；

④恶臭；⑤酸碱盐污染；⑥

有毒物质污染。

高浓度的生活污水中含有大量难

降解的有机污染物，对受纳水体

的水生生物及周边土壤环境会造

成污染。

屠宰废水
悬浮物、生化需氧量、

氨氮、总氮、总磷等。

①猪毛等固废物过多；②需

氧有机物污染；③色度偏高；

④总磷偏高。

高浓度的生活污水中含有大量难

降解的有机污染物，对受纳水体

的水生生物及周边土壤环境会造

成污染。

污水处理厂是城市重要的基础公用设施，连南县污水处理厂受纳水体三江河

水质保护目标为Ⅲ类水体，污水处理厂运行过程中突发事故会导致处理效率下降

或污水处理厂无法工作，使未处理污水外泄或污泥膨胀或跑泥现象，将会加重排

水口下游的三江河河段带来严重的污染，水质恶化，从而不能达到受纳水体三江

河水体Ⅲ类水质标准的功能。

根据企业实际污水处理过程中的异常情况可大致分为：进水情况异常、污水

处理设施设备异常、临时停电、人为管理操作不当、自然灾害等 5种情况。

（1）进水情况异常

进水水质异常造成的环境危险性分析：污水厂周边可能对项目产生不利影响

的环境污染源为定点屠宰场，屠宰场产生的废水的特点为 COD、SS、氨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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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的特点，因废水中蛋白质较高，造成进水泡沫较多，偶见猪毛等固体废物。

如上述环境污染源发生突发事件，如屠宰场的不定期高 COD排水对本厂造成一

定影响。如上述环境污染源发生事故，造成废水超标排放，如瞬间高 COD进水

对生物处理系统冲击负荷增大，甚至因进水中猪毛过多，将一定程度影响污水厂

的正常运行，影响处理效果导致污水超标排放环境危险。

另外，若服务范围内发生事故，短时间内大量事故废水沿管网进入污水厂，

可能低 COD、氨氮废水对活性污泥系统产生较大冲击；或事故产生的次生污染，

如范围内含有毒化学物质的消防废水进入系统，不及时妥善处理可能会使活性污

泥活性大大降低或部分微生物死亡，造成出水超标排放。

长时间停水造成的环境危险性分析：城市污水排水管网破裂，导致污水厂废

水进水量大幅减少，引起微生物死亡，在通水恢复后，细菌无法及时恢复，导致

污水处理厂在一定时间内无法达到设计处理效率，从而造成污水超标排放。

进水流量激增造成的环境危险性分析：进水水量激增，大量的废水可能会冲

击污水处理系统，污水得不到有效的处理。

（2）污水处理设施设备异常

污水处理厂设备如曝气头、水下推流器、空压机、吸刮泥机、紫外消毒系统

等发生故障或设备大修而无备用设备，或备用设备无法启用，将导致进厂污水得

不到有效处理，从而引起超标排放，处理水池管道渗漏、堵塞也会引起污水超标

排放的环境风险。

（3）临时停电

当企业在所在区域大范围停电时或厂内主要设备供电设施破损、故障无法正

常供电的情况下，企业的主要设备停运，污水处理设施无法正常运行等情况，尤

其长时间停产事故，泵机无法运行，污水在提升泵房内满溢后直接排放，可能会

对处理系统的处理效果造成影响，最终可能影响出水水质。

（4）人为管理操作不当

污水厂员工在运营过程中，未严格按照工序操作规程和工作规章制度操作仪

器设备，或是未严格遵照工作巡视制度对管网、厂区各工艺段进行巡视检查，未

定期对供水供电设备进行检查和维护、对各机械设备执行定期检修，可能致使设

备故障、管网堵塞，进厂污水得不到有效处理，从而引起超标排放等环境危险。

（5）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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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系统在运行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遇到不可控的自然灾害，如暴雨等极

端天气条件下，可能导致污水处理设施工程结构遭到严重的破坏或者出现河流倒

灌情况，从而致使污水处理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未达标的污水直接排放到外环境，

对外界环境造成影响。

暴雨、台风：由气象资料可知，连南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丰富，年平

均降雨量为 1705毫米。暴雨对污水处理厂所造成的影响，一方面是水量增加，

影响处理工艺，导致系统微生物污泥外泄；另一方面是雨量增加，可能淹没配电

房和风机房，导致系统崩溃，污水处理厂停运。

高温、严寒：连南夏季高温时间长达半年以上，冬无严寒，夏无酷热，气候

温和，年平均气温为 19.5℃。高温条件下工作，可能会因工人中暑，造成操作失

误；过高气温还可能导致设备设施突发故障，从而使工艺过程中断，导致出水超

标。

冬天气温一般是 5℃以上，极端最低气温-0.6℃，但无明显冰雪天气。因此

不会出现因严寒原因导致污水厂运行故障。

雷电天气：连南处于亚热带地区，夏季易出现雷电天气，有可能使污水处理

设备或仪器遭受雷击而发生故障，从而影响污水厂的正常运行。

4.3污泥泄漏

企业在废水处理过程产生污泥的危害特性见表 4- 3。

表 4- 3企业污泥的危害特性

物质种类 污染因子 危害特性 环境危害

污泥 --

恶臭，含水率高（可高达 99%以上），

有机物含量高，容易腐化发臭，并且颗

粒较细，比重较小，呈胶状液态。它是

介于液体和固体之间的浓稠物，可以用

泵运输，但它很难通过沉降进行固液分

离。

污泥中有机物质、N、P
等营养物质含量高，有

机物、细菌等，这些污

染物对土壤具有一定的

危害性。

当污泥发生泄漏时，可能会对泥斗附近的土壤造成污染，经雨水冲涮外泄后，

可能对周边土壤和三江河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污泥在运输过程中如发生倾覆事

故，撒落的污泥将污染道路周围的土壤，甚至会从道路的雨水管网直接流入自然

水体，对当地的自然水体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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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臭气非正常排放

企业在处理污水过程中，格栅与提升泵房、污泥脱水间等处理单元会产生

臭气（甲烷、硫化氢、氨气），臭气的危害特性见表 4- 4。

表 4- 4企业臭气的危害特性

序号 物质种类 污染因子 危害特性 环境危害

1

臭气

甲烷

（CH4）

健康危害：甲烷对人基本无毒，但浓度过高时，使

空气中氧含量明显降低，使人窒息。

急性毒性：小鼠吸入 2%浓度×60分钟，麻醉作用。

生产过程中产

生高浓度的臭

气，对大气环境

会造成污染。

2
硫化氢

（H2S）

健康危害：急性剧毒气体，吸入少量高浓度硫化氢

可于短时间内致命。

急性毒性：小鼠、大鼠吸入 LC50：634×10-6/1h、
712×10-6/1h；大鼠吸入 LC50：444×10-6/4h。

3
氨气

（NH3）

健康危害：有刺激性气味，对人体的眼、鼻、喉等

有刺激作用。

急性毒性：LD50（大鼠经口）：350mg/kg；LD50（大

鼠吸入）：1390mg/m3，4小时。

若在进水异常等原因的情况下，厂区部分单元的池体产生恶臭，可能会对厂

区环境及厂界外附近大气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

4.5 环境风险识别小结

结合污水超标排放、污泥泄漏等风险的识别，确定出企业的环境风险类型，

如表 4- 5所示。主要的环境风险类型主要包括进水情况异常、污水处理设施设备

异常、临时停电、人为管理操作不当、自然灾害。

表 4- 5环境风险识别小结

序

号
环境风险类型 环境风险事件原因 环境事件危害

1

污水

超标

排放

进水情况

异常
进水水质不符合要求

污水得不到有效处理，出现超标排放

的情况，可能会影响出水水质，对三

江河造成污染

2
污水处理

设施设备

异常

厂区内运行系统的设备故障

系统设备无法运行，影响单元的处理，

最终可能会影响出水水质，对三江河

造成污染

3 临时停电
所在区域大范围停电时或厂内主要设

备供电设施破损

主要设备无法正常运行，系统停止运

营，可能会对运营时的污水处理效果

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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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为管理

操作不当

员工在运营过程中，未严格按照工序操

作规程和工作规章制度操作仪器设备，

或是未严格遵照工作巡视制度对管网、

厂区各工艺段进行巡视检查，未定期对

供水供电设备进行检查和维护。

可能致使设备故障、管网堵塞，进厂

污水得不到有效处理，从而引起尾水

超标排放等环境危险。

6 自然灾害 强降雨、台风等自然灾害

污水处理系统无法正常运行，未经处

理系统处理或处理不完全的污水直接

排放到外环境，可能会造成污染。

7 污泥泄漏 污泥泄漏
暴雨天气下，污泥随雨水流入外界水

体，造成水体污染

8 臭气非正常排放 臭气排放

由于进水异常等原因，臭气严重直接

排放到外环境，可能会影响附近居民

的生活

9 化学品泄漏 化学品泄漏

由于化学品久置储存、转运等原因导

致化学品泄漏，可能流入经由雨水冲

涮后对周边以及受纳水体造成影响。

5 突发环境事件及后果分析

5.1 突发环境事件分析

5.1.1 国内外同类企业突发环境事件资料分析

通过对国内 5 年内的污水处理厂在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典型突发环境事故案

例资料的收集，分析污水厂运营过程中存在的环境风险与可能造成的环境事故。

表 5- 1污水处理厂环境事故案例

时间 2013年 1月 11日上午 2010年 6月 21日

地点 南京栖霞区的铁北污水处理厂 石河子污水处理厂

事故类型 超标排放事件 超标排放事件

引发原因

北十里长沟西支的污水中含有洗涤剂

成分，同时居民生活用水中也存在大量

洗涤剂成分，加之目前铁北污水处理厂

处于调试阶段，设备运行不稳定，导致

超标排放

石河子污水厂存在工艺设计和建设

上的先天缺陷，加上石河子市生活

污水和工业污水长期混合在一起，

由城市下水管网排入城市污水厂，

另一方面工业污水水量大、成分复

杂、可生化性差、出泥跟不上等因

素，导致该厂长期不能稳定运行，

造成超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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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污染物 含活性剂污水 有机物

事件的影响
附近整条小河白花花一片，并散发出臭

味，造成环境污染，影响周围居民生活

大部分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蘑菇

湖水库，对水库水体造成污染

表 5- 2污水处理厂环境事故案例

时间 2012年 5月、6月 2011年 10月 25日

地点 淮安市四季青污水处理厂
沭阳县经济开发区沂北化工园区污

水处理厂

事故类型 恶臭污染 超标排放

引起原因

由于化工企业超标排放，导致活性污泥

全部变黑，有毒物质杀死了污水处理厂

的生化微生物，大量微生物尸体发酵腐

烂

治污设施长期不正常运行，超接管

标准接纳化工废水，入新沂河排污

口有大量黑液外排，多个化工企业

设施简陋、工艺落后

事故污染物 臭气（H2S、NH3） 化工污水

事件的影响

四季青污水处理厂周围的数万居民每日

被恶臭影响生活，仍未知是否对人身健

康有害

超量的化工污水直接排入新沂河

由污水处理厂生产特点，可知污水处理厂在生产及储存的化学品较为单一、

危害低、储量小，其发生化学品的泄漏及火灾爆炸事故可能性较低、事故影响较

小。从表 5- 1、表 5- 2 中四起污水处理厂突发环境事故原因可得，污水处理厂主

要潜在的突发环境事件为污水的超标排放事件，由于处理设备运行故障及进水水

质突增等事故而导致污水处理系统不能稳定运行，超标污水对受纳水体的水质造

成污染及对周边居民的生活造成影响。

5.1.2 突发环境事件情景设置

通过第四章的环境风险识别章节内容，同时参考国内污水处理厂的案例分

析，并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将各环境风险单元进行时间与空间上转变假定和设想，

假设出表 5- 3中企业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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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3企业突发环境事件情景假设

序

号

事故

类型

环境风

险源
事故情景

现有防控措

施

事故释放途

径
历史事故

发生

概率

1
污水

超标

排放

污水处

理系统

（1）由于设备故

障、操作失误、进

水水质不符合设计

要求、进水水量激

增等原因导致污水

处理设备处理效果

下降，致使尾水超

标排放；

（2）由于自然灾害

以及停电等风险，

导致污水处理系统

失效，致使尾水超

标排放；

（3）由于污水处理

系统的污水输送管

道破裂导致未经处

理或处理不完全的

污水泄漏，若流入

外界水体，则会影

响三江河水质。

污水处理系

统在运行的

工艺处理中

有设置出水

及进水闸

门，同时设

置中控室及

在线监测，

可有效的减

缓事故的严

重性。

污水超标排

放，污水中

SS、COD、
BOD、总 P、
总N等污染

因子从污水

排口扩散至

受纳水体。

（1）同类企

业发生过此

类事故；

（2）企业无

发生过此类

事故。

中

2
污泥

泄漏
储泥区

储泥区泄泥口处阀

门故障，导致污泥

直接泄漏，若在强

暴雨条件下，将会

随雨水进入外界水

体，污染水质。

储泥区的泥

斗下边有污

水循环沟，

可有效防止

污泥外泄。

污泥泄漏至

雨水管网，

伴随着雨水

扩散至受纳

水体。

（1）同类企

业发生过此

类事故；

（2）企业无

发生过此类

事故。

低

3

臭气

非正

常排

放

污水处

理系统

由于厂区进水浓度

超标等原因，导致

臭气扩散浓度升

高，直接排放到外

环境，影响厂区人

员不适。

企业有专人

对厂区进行

巡检，一旦

发现问题，

可快速进行

响应。

在厂区进水

浓度超标等

情况下，臭

气 浓 度 升

高，引起人

员不适。

（1）同类企

业发生过此

类事故；

（2）企业无

发生过此类

事故。

低

4
化学

品泄

漏

PAM、

柴油、

储存处

等

由于化学品久置等

原因，导致化学品

泄漏。

--

化学品泄漏

可能雨水流

入 受 纳 水

体，造成污

染。

（1）同类企

业无发生过

此类事故；

（2）企业无

发生过此类

事故。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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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突发环境事件后果分析

5.2.1 环境事故情景确定

通过国内污水处理厂事故案例类比分析以及企业情景假设分析，确定企业的

典型环境事件为污水的超标排放，结合企业实际情况，企业造成污水超标排放的

主要为进水水质不符合设计要求，如含有毒物质事故废水排放到企业纳污范围

内；以及进水水量激增，导致污水处理系统处理效果下降等原因。本企业典型环

境事故列于表 5- 4。

表 5- 4环境事故情景确定

事故类型 风险因子 风险单元 事故原因

污水超标排放 污水 污水处理系统
进厂水质不符合设计要求与进

水水量激增等

5.2.2 废水超标事故影响分析

2008年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为“水污染”下了明

确的定义，即：水体因某种物质的介入，而导致其化学、物理、生物或者放射性

等方面特征的改变，从而影响水的有效利用，危害人体健康或者破坏生态环境，

造成水质恶化的现象称为水污染。

企业因设备故障、进水水质不符合设计要求等因素会影响系统运行参数，导

致企业污水处理系统无法正常运行，污水未经处理或处理不完全的污水直接外排

至三江河，对三江河的水质和周边居民的生活，将可能造成一定的影响。

根据主要的水环境污染事故案例和企业实际情况，分析污水未经处理排放或

处理不完全外排至三江河而造成的环境事故影响。下面将对污染物质类型进行分

析：

（1）无机污染物质

无机污染物质，污染水体的无机污染物含有酸、碱和一些无机盐类，酸碱污

染使得水体的 pH发生变化，抑制或杀灭细菌和其他微生物的成长，妨碍水体的

自净作用，影响水生生物生长，破坏生态平衡，同时降低水中的溶解氧。

（2）需氧物质

需氧物质，生活污水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和酚、醇等有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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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可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进行分解，需要消耗大量的氧气，需氧物质排入水体过多，

将会大量消耗水域的溶解氧，从而影响水中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的生长，水中溶

解氧耗尽后，有机物质将进行厌氧分解而产生出大量的硫化氢、氨、硫醇等物质，

使得水质变黑发臭，造成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3）植物营养物质

植物营养物质，生活污水中含有一定量的氨、氮、磷等植物营养物质，水中

氨氮含量较高时，会使得藻类等浮游生物及水草大量繁殖，导致水体的富营养化，

有些藻类还含有毒性，藻类死亡腐败后又分解出大量营养物质，促使藻类进一步

发展，如此恶性循环，使得水体外观呈红色或其他色泽，并因通气不良，造成溶

解氧含量下降，水质恶化，鱼类死亡。

（4）固体物质

固体物质，悬浮物（SS）是指悬浮在水中的固体物质，包括不溶于水中的

无机物、有机物及泥砂、黏土、微生物等。水中悬浮物含量是衡量水污染程度的

指标之一，且悬浮物是造成水浑浊的主要原因。水体中的有机悬浮物沉积后易厌

氧发酵，使水质恶化，将影响三江河水质。

若企业尾水含以上污染物指标大范围超出正常值，会对水体造成污染。

6 现有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差距分析及建议

6.1 厂区整体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差距分析及建议

6.1.1 工程防控措施差距分析及建议

6.1.1.1 事故排水收集措施

本污水处理厂的事故状态排水措施可分为：

①企业污水处理系统在进水与出水处设有进水截断设施，在极端天气或突发

情况下，立即关闭阀门，或者通过远程操控系统立即关闭相关设备，也能将含有

污染物的污水有效地拦截于企业的处理系统之外，利用市政污水收集管道本身所

具有的废水蓄积能力对废水进行暂存蓄积，不让其对污水处理系统造成冲击。

企业收集处理的是生活污水，污染物的浓度较低，如在极端天气如雨天情况

下，废水无法长时间进行蓄积而随外流至外环境，污染物被大量的雨水稀释而浓

度大大降低，避免对外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

http://baike.so.com/doc/6787030.html
http://baike.so.com/doc/5551449.html
http://baike.so.com/doc/55514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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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当发现出水不达标时，为了保障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安全，企业将停止进

水，并视情况决定是否停止出水，同时进行废水的调试、工艺的调整并报清远经

营部，尽快恢复系统的正常运行。污水经调试再处理后排放，污染物浓度大大地

降低，避免对企业周边流域造成重大的污染事故。

整改建议：不需整改。

6.1.1.2 清净下水系统防控措施

差距分析：本企业不涉及清净下水。

整改建议：无。

6.1.1.3 雨水系统防控措施

差距分析：厂区内雨污分流，厂区的雨水通过雨水管网汇集至企业污水处理

系统，随待处理污水一同进入系统进行处理。其目前的防护措施均相对完善。

整改建议：无。

6.1.2 管理防控措施差距分析及建议

6.1.2.1 环境风险管理制度情况

差距分析：由 3.9.1.1企业现有管理制度章节及现场调研可知，企业目前建

设有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同时亦建立了定时巡检、监控等管理制度，定期组织

培训、演练，每年进行臭气监测，企业已基本把环境风险单元的风险管理落到实

处，可较好降低环境风险。

整改建议：无。

6.1.2.2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情况

（1）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建设情况

差距分析：由 3.9.1.2应急预案落实情况调查章节可知，目前企业尚未制定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对于如何做好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抢险工作存在很大的

提升空间。故企业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建设情况仍需不断提高。

建议：

①建议企业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制定的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必须符合

国家要求，且预案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把现场应急工作做到责任到人，以满

足事故发生时员工的现场应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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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按照国家规定，当厂区有改建、扩建项目时，需要对应急预案进行更新，

保证正常的应急需求；

③企业需制定完善的培训计划，对员工（特别是参与现场应急抢险的人员）

需定期进行应急培训，一般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当个别应急人员发生变化时，需

对该人员进行单独培训，明确各员工的职责及强化其现场应急抢险技能，以备事

故发生时能及时顺利地开展应急抢险工作。

（2）应急物资设置情况

差距分析：由 3.9.1.3应急物资章节可知，企业备有不同数量的应急物资。

通过对企业可能发生的环境事故风险程度评价和分析，企业物资归类明确，易于

在突发事故下赢得应急救援的宝贵时间，而且减少事故的影响范围，并且企业应

急物资的种类及数量也基本满足现场应急的需求。

建议：无。

（3）应急标识系统建设情况

差距分析：由 3.9.1.5应急标识章节可知，企业厂区设置了标识牌，对部分

单元的危险信息和注意事项等做了标识，但反映的信息主要仅关于安全方面，并

未起到实际的环境应急作用，故企业虽设有一套标识系统，但此套系统存在一些

缺陷，需要对标识系统进一步优化完善。

建议：建议企业新增污泥存放处和应急物资存放处的应急标识，标识牌所反

映的信息应包括应急处置建议措施、应急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内容，以便能起到

实际的应急作用。

6.2 环境风险源防控措施差距分析及建议

6.2.1 废水处理系统环境风险单元

差距分析：废水处理系统的环境风险分为内部环境风险及外部风险，外部环

境风险主要为自然灾害、停电以及进水异常等。

（1）内部环境风险：①企业在厂区范围内设有视频监控系统，在线监测和

远程控制系统。视频监控系统设置在企业中控室，可实时监控污水处理系统各个

单元的情况，一旦设备出现故障，中控室将会进行故障报警，企业通过远程控制

系统能快速做出应急措施并进行设备维护。企业在进水与出水都有设置在线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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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可以及时反映进出水质状况，并在出现问题时进行相应的工艺调整。因此

企业内在风险单元的防控措施基本满足要求。

②企业在污水处理过程中，伴有甲烷、氨和硫化氢气体的产生，在沉砂池、

生化池、(粗格栅、细格栅)预处理和污泥脱水间等区域会产生恶臭气体。企业无

除臭装置，但考虑到企业接收生活污水，其臭气产生量少，且企业环境状况良好，

绿带范围广。因此，臭气扩散不会对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当进水水质异常，

有机物浓度未进入生化处理单元就直接大量分解，会排放浓度较高的臭气。

（2）外来传输风险：进水水量激增或水质超标，以及停电甚至是自然灾害、

因外部原因致使系统失效等突发事故是导致企业污水超标排放主要因素，但此类

风险为外来因素的突发性风险，较难防控，企业只能尽量降低事故的危害。目前

企业针对此类事故主要防控措施是及时进行工艺运行条件的调整，上报清远经营

部等外部相关单位寻求援助，尽快使出水水质恢复正常水平。

建议：

（1）企业加强日常管理，定期检查及维护设备，提高设备完好率和运行率,

避免出现故障后才停机维修的情况。并对自动监测系统进行定期的维护，避免自

动监控系统出现故障的情况。

（2）增加水体的采样监测频次，建议每天采样监测不低于 1次，实时把握

进水和出水的水质情况，在发现进水异常时及时进行工艺运行条件的调整，尽量

减少超标污水对附近水域的污染。

（3）严格控制企业纳污范围内的进水水质及水量情况，当纳污范围内的水

质异常或水量骤增时应能及时做好应急准备，尽量避免废水的过量或异常而直接

进入污水处理系统，对系统造成一定冲击而导致出水水质不达标的情况。

（4）企业应加强厂区内大气环境的管理，定期组织臭气监测工作，掌握臭

气浓度情况。

6.2.2 储泥区环境风险单元

差距分析：导致污泥泄漏事故的风险单元有储泥区。

储泥区的储泥斗下设置一条污水循环沟，散落的污泥和冲刷污泥的水皆可通

过污水循环沟回流至处理系统。厂区的污泥基本上每天有相关单位进行清运处

理，储泥区内污泥不储存于地面，因此污泥处理系统的防控措施满足要求。

建议：企业应加强储泥区的日常管理工作，定期检查设备情况，发现装置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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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则立即处理，有效降低污泥泄漏事故发生的概率。

6.2.3 PAM储存处环境风险单元

差距分析：储存 PAM的药品库内储存的 PAM的量均小于 1t。药品库内无

其他易燃或可燃杂物，四面水泥结构，药品库内设有排水沟。一旦储存过程中由

于意外事故着火，其产生的高温热量不会对周边造成严重影响，即使发生火灾也

不会引发整个污水厂的火灾；由于人为、袋装化学品久置破裂等原因，发生袋装

PAM泄漏事件。但考虑到厂区 PAM的储存量比较少，储存的 PAM一般在短期

内使用，如果发生泄漏，也只是小量泄漏，不会流出储存点。

建议：无。

6.2.4 柴油储存处环境风险单元

差距分析:场内储存柴油的量较小。储存过程中油罐破裂、阀门渗漏等原因

可能导致柴油泄漏，污染环境。但考虑到储油区内无其他易燃或可燃杂物，四面

水泥结构，柴油罐设置了围堰，围堰内有效溶解 0.59m3，柴油最大储存量 0.52m3，

可以满足柴油泄漏时暂时性围堵不外泄。

建议：企业应加强对库管人员的培训，加强储油区、柴油发电机组的日常管

理工作，定期检查设备情况和围堰情况，发现问题则立即处理，有效降低柴油泄

漏事故发生的概率。

7 完善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的实施计划

为更好完善企业的环境风险防控水平，提高企业的环境预警和环境应急能

力，本评估列出企业的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实施计划，详细的改进计划见表 7-1，

企业须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各计划，切实提高企业的环境风险防控能力。

表 7- 1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实施计划表

序

号
紧急程度 完善项目 编号 完善内容

完成时

限

1 短期计划
管理防控

措施

风险管理制

度
M-01

建立各风险单元的风险管理制

度

2016年
9月前

环境应急管

理

M-02 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016年
10月前

M-03 完善各区域的应急标识系统
2016年
9月前

3 常年计划
管理防控

措施
各风险单元 M-04

加强各风险单元的日常管理工

作
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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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5
保证各风险单元中应急物资的

合理性

M-06 保证各单元防控设施的可用性

M-07 制定完善的培训及演练计划

注：①根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环办〔2014〕34号》，

整改期限分别按短期（3个月以内）、中期（3-6个月）和长期（6个月以上）来

进行；

②表中“编号”列中，字母 E表示工程防控整改，字母M表示管理防控整改，

数字表示流水号。

8 环境风险等级划分

根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环办[2014]34号），企业突发

环境事件风险等级分为重大、较大和一般三级，这是实现分级管理和重点管理的

基础。环境风险等级高低与企业设计的化学物质及其存在量、生产工艺和环境风

险防控水平、周边环境风险受体有关，是企业的固定属相。可以通过减少化学物

质的量、选择风险低的替代品、提高风险防控水平等措施来降低风险。

通过定量分析企业生产、使用、存储的化学物质数量与其临界量的比值（Q），

评估工艺过程与环境风险控制水平（M）以及环境风险受体敏感性（E），按照矩

阵法将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划分为一般环境风险、较大环境风险和重大环

境风险三级，分别用蓝色、黄色和红色标识。

评估程序见图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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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流程示意图

8.1 化学物质数量与临界量比值（Q）

判断企业生产原料、产品、中间产品、副产品、催化剂、辅助生产物料是否

涉及《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附录 B中所列化学物质，计算所涉及

化学物质在厂界内的最大存在总量（如存在量呈动态变化，则按公历年度内某一

时刻最大存在的总量计算）与其在附录 B中临界量的比值 Q：

（1）当企业只涉及一种化学物质时，该物质的总数量与其临界量比值，即

为 Q。

（2）当企业存在多种化学物质时，则按式（1）计算物质数量与其临界量比

值（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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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Q
q

Q
q

Q
qQ  ...

2

2

1

1 （8- 1）

式中：q1、q2、… qn----每种化学物质的最大储存总量，t；

Q1、Q2、…Qn----每种化学物质的临界量，t。

当 Q＜1时，企业直接评为一般环境风险等级，以 Q表示。

当 1≤Q时，将 Q值划分为：（1）1≤Q＜10，（2）10≤Q＜100，（3）Q≥100，

分别以 Q1、Q2、Q3表示。

按照《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对本项目涉及指南附表所列化学

物质进行统计及计算分析。化学品最大存在总量见表 8-1.

表 8-1 清新区连南县污水处理厂主要化学品统计分析表

序号 物质名称 CAS号 临界量（吨） 最大存在量（吨） 比值 Qn

1 浓硫酸 7664-93-9 2500 0.028 0.11×10-4

32 柴油 / 2500 0.086 0.34×10-4

则，连南县连南县污水处理厂存在化学物质 Q值为：

Q=0.11×10-4+0.34×10-4=0.000045＜1。

故 Q＜1，企业直接评为一般环境风险等级。

8.2 企业整体环境风险结论

8.2.1 环境风险防控措施

企业在进水口及出水口有在线监测系统，可以实时监测 COD、氨氮等多项

指标，能及时反映进出水水质状况；且在全厂区设有远程系统和视频监控，能实

时监控污水处理系统运行情况，做到有效预防预警。

综合评价：综上，企业厂区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在日常状况下基本符合要求，

可以有效的减少事故污水对外界水体的污染。

8.2.2 环境风险管理措施

企业环保要求落实情况已基本落实，厂区配备一定的应急物资，但尚未制定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应急标识仍有需要完善之处，故企业仍需加强日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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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开展环境风险和环境应急管理宣传和培训，真正将环境风险管理落到实处。

综合评价：综上，企业整体的环境风险管理措施一般，需要针对各环境风险

单元建立相应的环境管理制度，重新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配备完善的应

急资源等，严格按照 6.1.2管理防控措施差距分析及建议章节提出的建议执行，

尽量从管理方面降低整个厂区的环境风险。

8.3 环境风险源评估结论

8.3.1 废水处理系统环境风险单元

危险性评价：①从 4.2尾水非正常排放风险识别章节可知，当污水处理系统

中各环境风险单元发生设备故障或由其他原因引起的污水处理系统处理效果下

降，导致污水超标排放时，将会对三江河水质造成一定的污染。

由废水超标事故影响分析章节可知，当内、外部风险因素导致企业污水处理

系统无法正常运行时，污水未经处理或处理不完全直接外排至三江河，对三江河

的水体质量及周边居民的生活将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②从4.4臭气非正常排放风险识别章节可知，若在进水异常等原因的情况下，

厂区部分单元的池体产生恶臭，可能会对厂区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

现有防控措施评价：①从 6.2.1废水处理系统环境风险单元章节可知，企业

污水处理系统各环境风险单元现有防控措施已基本符合要求，能有效地降低废水

超标排放的风险，但日常管理上需进行进一步的强化。

②从 6.2.1废水处理系统环境风险单元章节可知，企业无除臭装置，但考虑

到企业接收生活污水，其臭气产生量少，且企业环境状况良好，绿带范围广。因

此，臭气扩散不会对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

综合评价：综上，废水处理系统的超标排放的风险一般。应做好日常管理工

作，降低其风险。

8.3.2 储泥区环境风险单元

危险性评价：从 4.3污泥泄漏风险识别章节可知，导致污泥泄漏事故的主要

风险单元为储泥区。当储泥区内泄漏的污泥或地上污泥冲洗水进入受纳水体后，

可能对周边土壤和水体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但由于企业产生的污泥基本上每天

清运，即使发生污泥泄漏事故，此类事故的影响范围也不会超出厂界外。

现有防控措施评价：从 6.2.2储泥区环境风险单元章节可知，企业污泥泄漏

事故环境风险单元现有防控措施已基本符合要求，能有效地降低污泥泄漏事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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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但在日常管理上需进行进一步的强化。

综合评价：综上，污泥泄漏事故的环境风险较小。只要做好日常管理工作，

降低其风险。

8.3.3 PAM储存处环境风险单元

危险性评价：从 4.1环境风险物质储存、使用、运输过程的环境风险识别章

节可知，由于人为、袋装化学品久置破裂等原因，发生袋装 PAM泄漏事件。

现有防控措施评价：从 6.2.3PAM 储存处环境风险单元章节可知，PAM 为

固体， PAM储存于药品库内，固其即使泄漏，亦不会进入外环境内。

综合评价：综上，PAM储存处的环境风险较小。只要做好日常管理工作，

严格按照 6.2.3PAM储存处环境风险单元章节提出的建议执行，即可大大降低其

风险。

8.3.4 柴油储存处环境风险单元

危险性评价：从 4.1环境风险物质储存、使用、运输过程的环境风险识别章

节可知，由于油罐破裂、阀门渗漏等原因，发生柴油泄漏时间。

现有防控措施评价：从 6.2.4柴油储存处环境风险单元章节可知，厂内储存

柴油的量较小，储油区内无其他易燃或可燃杂物，四面水泥结构，柴油罐设置了

围堰。围堰内有效容积可以满足柴油泄漏时暂时性围堵不外泄影响外界环境。

综合评价：综上，柴油储存处的环境风险较小。只要做好日常管理工作，严

格按照 6.2.4柴油储存处环境风险单元章节提出的建议执行，即可大大降低其风

险。

8.4 企业环境风险源分级

本次评价对潜在风险单元进行了定性的分析，得出各风险单元的危险性大

小，再对各风险单元现有的防控措施进行差距分析，综合各风险单元的危险性大

小以及现有防控措施的情况，综合得出企业各风险单元中：

较小风险单元：（1）储泥区；（2）PAM、柴油储存处。

一般风险单元：（1）污水处理系统。

综上：企业环境风险等级为一般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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