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别 工程内容

设备外挂区放置：甲苯精恼塔、硝基苯精too塔、酒精（BS/KHA）精饱塔、 甲醇精恼

塔、 后交联酒精精t留塔。

给水 市政给水管网

纯水供给系统 l套纯水装置

循环冷却系统
循环冷却水：2台凉水塔及其配套给田水管

循环冷冻水： 设置循环冷冻水箱2个， 配循环冷冻水泵4套， 冷冻水机组两套

生活污水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高栏港区石化园区工业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净化处

公 用工程 排7J( 理：生产废水排入自建废水站处理达标后排入高栏港区石化固区工业污水处理厂

进一步净化处理

供热 园区集中供热

燃气 天然气 p 园区供气

空压站 空压机组2台

供电 市政 供电：备用电源： 柴油发电机l台

偏罐区 3个甲类储罐区
仓储工程

仓库 一座甲类仓库和 一座丙类仓库

门卫
辅助工程

2座， 一座占地面积88 m2， 另 一座占地面积37.8时

生产技术楼 生产技术楼主要用于集食堂、办公室 、研发室于 一体

废水治理
生活污水经二级化粪池预处理后高栏港区石化园区工业污水处理广

生产废水和初期雨水经高栏港区石化园区工业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净化处理

l、 共设两个工艺废气排放口

①对于生产设备、 储罐和污水站 产生的废气，针对不同的废气采取
“

旋风除尘／

布袋除尘／水喷淋／二级碱液喷淋／树脂吸脱附／转轮浓缩 ”
等预处理方法后， 采用

废气治理
RTO装置对废气进行处理 p 经30m排气筒Al排放

②对于厂房二生产设备产生的无组织废气作二次收集， 采取 “ 二级碱洗＋树脂吸

脱附
”

装置对废气进行处理， 经27 m排气筒A2排放
环保工程

2、柴油发电机废气通过烟井A3高空排放

3、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经排气筒A4高空排放

固废治理

一般固废仓库 p 位于两类仓库， 用地面积约1 01.5时

危废仓库， 位于甲类仓库， 用地面积约72m2

噪声治理 f民峡声设备选型和设计、厂区绿化降噪等

厂区绿化 种植乔木、草皮等

事故应急池 有效容积为1855 m3

初期雨水池 有效容积为490m3

3.6 主要生产设备

3.6.1 生产设备

建设项目生产设备见下表。

表3.6-1项目生产设备一览表

涉及商业机密





















































3.9.1.3天然气

RTO装置燃料为天然气，由园区提供天然气，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设备铭牌和工作

时间， 天然气平均单位时间使用量为18Nm3 /h， 年使用时间为7200h闭， 计算得天然气 

使用量为13万m3 /a。

3.9.1.4氯气系统

由园区提供氮气， 使用量100Nm3/ho

3.9.1.5循环冷却系统

循环冷却水系统： 设2台凉水塔及其配套给田水管。

循环冷冻水系统：在公用工程房内设置循环冷冻水箱两个， 配循环冷冻水泵4套， 冷冻

水机组两套。

3.9.1.6供电

本项目由市政管网供电， 预计用电量1059.52万干瓦时。

3.9.1.7储罐区

项目拟设3个储罐组， 共设有65个储罐。 储罐区储存物料主要为乙醇、 甲苯、 苯

乙烯、 溶剂油120＃、 硝基苯、 甲，基异丁基甲酣、 废硫酸（含氯化氢〉、 甲醇、 氯甲酷、

甲醒、 三甲胶、 异辛醇、 白泊、 氯磺酸等。 储罐的具体规格及储存的物料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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