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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车间氯气泄漏中毒综合应急演练方案 

一、演练目的 

1.验证《南通雅本化学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可操

作性，找出应急救援预案可能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修正的地方； 

2.检查并提高应急救援的启动能力； 

3.检查所有应急队伍及应急人员是否已经熟悉并履行了职责，及应急

队伍和应急人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协调能力，验证建立的报警、通信联

络渠道是否畅通； 

4.检查应急人员对救援工具等抢险器材、装备的熟练程度，提高抢救

的效率； 

5.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及遇到重大事故时的心理素质。 

二、演练时间与地点 

时间：2021年 10月 27日 

地点：103 车间 

三、参演人员及范围 

1）总指挥：毛海峰（重大危险源主要负责人） 

2）副总指挥：陆华、牛跃辉、徐小锋、陈海华（重大危险源技术负

责人） 

3）现场指挥：夏锡荣、吴争光 

4）义务消防抢险组： 组长：郭杰     组员：当班义务消防员 

5）疏散引导警戒组：组长：朱其全    组员：关盟飞、王信凯 



6）医疗救护组：    组长：陈国平    组员：韦权、王秦建 

7）环境监测组：    组长：张琪      组员：徐宝银、万大双 

8）工艺应急处置组：组长：吕剑      组员：肖方亮、陈云、饶星

星、陈志豪、蔡峰、房静 

9）物资和后勤保障组：组长：张宇    组员：徐丽婷、朱海健 

10）评估组：张克建、陈新建、蒋潇楠、蔡龙、冯春华、谭建林 

11）车间主任：张必华（重大危险源操作负责人）、陈志豪 

12）103车间员工 

13）照片、视频拍摄：张旭亮、缪徐 

14）解说员：汤海琴 

四、事故情景 

本次演练模拟的是 103 车间液氯气化室氯气钢瓶瓶阀处发生泄

漏，现场 1名操作人员在吸入大量氯气后发生人员中毒事故，车间及

公司针对事故情景展开应急救援工作。 

 

 

 

 

 

 

 

 



五、演练组织机构及职责 

1.组织机构 

2.职责 

（1）总指挥： 

①统一指挥、领导应急救援工作； 

②组织制定本公司生产安全应急救援预案； 

③组织应急救援预案的演练； 

④启动和终止公司应急救援预案，做出应急救援决策； 

⑤通报外部机构； 

⑥决定请求外部支援； 

⑦执行上级应急救援指挥部指令； 

⑧组织事故调查、处理，配合上级单位事故调查、处理。 

（2）副总指挥： 

①协助总指挥负责应急救援的具体工作，在总指挥不在的情况下，

行使总指挥职责； 



②组织筹备、保障应急物资和人员的应急救援教育和培训； 

③负责人员、资源配置，应急队伍的调动； 

④调动各部门参与应急救援工作。 

（3）现场指挥： 

    具体按照指挥部指令在现场指挥保证指令的落实并向指挥部反

馈现场状况。 

（4）消防抢险组： 

①熟悉厂区各部门（车间）的情况及各类机械、设备、物料的特

性、特征； 

②熟悉各种灭火器材、设施的用途、操作方法、存放地点及使用

范围； 

③了解各种抢险方法、线路和抢修工具、器械、配件的存放地点

等； 

④当发生事故时，当班人员必须迅速赶到事故应急集合点，听从

组长的安排，根据指挥部的命令，迅速开展火灾扑救、人员及物资抢

救和事故抢险、抢修工作； 

⑤公安消防到达现场后，协助公安消防队的消防抢险工作； 

⑥负责协助公安消防队在事故控制后的现场洗消工作。 

（5）医疗救护组： 

①组织建立卫生救援队伍，做好医疗救护的准备； 

②迅速排出医疗救援队伍，抢救伤病员，并及时救护与转送。 

（6）疏散引导警戒： 

①发生事故后，根据事故情况穿戴好防护服、防毒面具等，迅速

奔赴现场；根据火灾爆炸（泄漏）影响范围，设置警戒线，维护现场



交通秩序，保障厂区内外道路畅通； 

②保护事故现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引导外来救援力

量进入事故发生处，对出入事故现场的人员做好记录； 

③负责事故和受波及区域员工安全疏散和安置工作； 

④负责疏散物资的安全保卫工作。 

（7）环境监测组： 

①发生事故后，根据事故情况，穿好防护服，戴好防毒面具，携

带便携式气体检测仪等，迅速奔赴现场； 

②监测事故发生现场下风向大气环境，并根据监测数据设立警戒

线； 

③对事故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调查处理。 

（8）工艺应急处置组 

①参与制定工艺应急处理方案，组织落实工艺技术方面的应急措

施； 

②指挥、协调、检查相关单位进行工艺应急处置； 

③及时向指挥部报告事故处理情况； 

④参加跑、冒、滴、漏物料、设备、火灾、爆炸事故的调查处理

工作。 

（9）物资和后勤保障组工作职责 

①保障应急救援物资、器材、个人防护用品的储备管理紧急采购

工作。 

②运输和应急救援人员的交通车辆安排等工作。 

③负责在应急状态下的后勤保障工作。 

 



六、演练筹备工作内容 

1.演练前三天张贴演练通知，向全厂通报演练时间、地点、内容

等事项； 

2.提前准备好各种演练物资； 

3.演练前半天召开参演人员的演练培训会议； 

4.演练前 1 小时布置演练现场场景。 

七、演练主要步骤 

1.熟悉演练任务和角色 

组织各演练部门和参演人员熟悉各自参演任务和角色，并按照演

练方案要求组织开展相应的演练准备工作。 

2.组织预演 

演练前半天对演练组人员进行演练方案培训，熟悉演练实施过程

的各个环节。 

3.安全检查 

确认演练所需的工具、设备、设施、技术资料以及参演人员到位，

对应急演练安全保障方案以及设备、设施进行检查确认，确保安全保

障方案可行，所有设备、设施完好。 

4.应急演练 

应急演练总指挥下达演练开始指令后，参演人员按照设定的事故

情景，实施相应的应急响应行动，直至完成全部演练工作。演练实施

过程中出现特殊或意外情况，演练总指挥可决定终止演练。 

5.演练记录 



演练实施过程中，安排专门人员采用文字、照片和音像等手段记

录演练过程。 

6.评估准备 

演练评估人员根据演练事故情景设计以及具体分工，在演练现场

实施过程中展开演练评估工作，记录演练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收集

演练评估需要的各种信息和资料。 

7.演练结束 

演练总指挥宣布演练结束，参演人员按预定方案集中进行现场讲

评。 

八、演练技术支撑及保障条件 

1.技术支撑 

参照《安全生产法》、《AQ/T9007- 2019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

基本规范》、《AQ/T 9011-201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评估指南》、《（应急厅〔2019〕62 号）危险化学品企业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准备指南》、《GB 30077-2013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授物资配备

要求》等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进行应急演练。 

2.人员保障 

  成立应急演练组织机构，编制参演人员名单，参演人员演练前均参

加培训。 

3.经费保障 

  本次演练利用公司现有资源，无需另设经费。 

4.物资和器材保障 



  根据演练实际需要制定物资清单，各应急小组按照清单准备物资器

材。 

 

演练物资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备注 

1 汽车 1辆 

医疗救护组准备 
2 担架 1副 

3 医药箱 1只 

4 氧气袋 1只 

5 空气呼吸器 4套 

消防抢险组准备 6 水幕带 1根 

7 便携式气体检测仪 2台 

8 防毒面具 6只 

物资和后勤保障组

准备 

9 扩音器 1只 

10 洗消液 1桶 

11 洗消器 1台 

12 便携式气体检测仪 1台 环境监测组 

13 警戒线 2卷 
警戒疏散组 

14 事故警示牌 1块 

15 液氯钢瓶堵漏工具套装 1套 103车间 

 

5.场地保障 

  本次演练为 103车间氯气泄漏中毒综合演练，场地为公司 103 车间

液氯气化室，演练前与属地部门做好沟通，确保演练顺利开展。 

6.通信保障 

  本次演练主要采用对讲机及应急广播进行通讯，演练前测试对讲机

群呼及应急广播功能，保证演练通信信息畅通。应急时参演人员对讲



机调至 16 频道。 

7.安全保障 

（1）参加演习人员要保护好自己，防止发生事故。 

（2）演习过程中若发生真正紧急情况时可立即终止、取消演习的程

序，迅速、明确地通知所有演习人员从演习转到真正的应急救援工作。 

九、评估与总结 

（1）应急演练评估 

①现场点评 

应急演练结束后，在演练现场，评估人员对演练中发现的问题、

不足及取得的成效进行口头点评。 

②书面评估 

评估人员针对演练中观察、记录以及收集的各种信息资料，依据

评估标准对应急演练活动全过程进行科学分析和客观评价，并撰写书

面评估报告。 

（2）应急演练总结 

演练结束后，演练领导小组根据演练记录、演练评估报告、应急

预案等材料对演练进行全面总结，并形成演练书面总结报告。 

（3）演练资料归档 

应急演练活动结束后，将应急演练工作方案以及应急演练评估、

总结报告等文字资料，以及记录演练实施过程的相关图片、视频、音

频等资料归档保存。 

（4）持续改进 

①根据演练评估报告中对应急预案的改进建议对预案进行修订

完善。 



②应急演练结束后，演练领导小组根据应急演练评估报告、总结

报告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对应急管理工作（包括应急演练工作）进行持

续改进。 

③演练领导小组督促相关部门和人员，制定整改计划，明确整改

目标，制定整改措施，落实整改资金，并应跟踪督查整改情况。 

 

附件：103 车间氯气泄漏中毒综合演练脚本 

 

 

南通雅本化学有限公司 

2021年 10 月 15 日



103 车间氯气泄漏中毒综合演练脚本 

模拟事故情景：本次演练模拟的是 103 车间液氯气化室液氯钢瓶瓶阀处发生泄漏，现场 1 名操作人员在吸入大

量氯气后发生人员中毒事故，车间及公司针对事故情景展开应急救援工作。 

间 场景 执行人员 指令与对白 处置行动 解说词 

13：50  参演人员  赶赴 103东侧场地

集合 

请参加 103 车间氯气

泄漏中毒综合演练的

人员立即赶至 103东

侧场地集合。 

13：55  总指挥   参演人员请列队，由

总指挥为本次演练做

演练前动员。 

14：00 宣布演练开始 总指挥 我宣布 2021年度南通雅本化

学有限公司 103车间氯气泄

  



间 场景 执行人员 指令与对白 处置行动 解说词 

漏中毒综合演练现在开始。 

14：05 103 车间液氯气化室

液氯钢瓶更换 

操作工   103 车间液氯气化室

液氯钢瓶更换 

14：10 钢瓶瓶阀处发生泄漏 操作工 对讲机报告：“张主任，我

是 XX，液氯钢瓶瓶阀处发生

泄漏，xx 感觉呼吸不畅。” 

  

14：12 初期处置并上报 张必华 收到，赶紧将受伤人员转移

至安全地带。 

陈志豪立即组织车间抢险人

员穿戴好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及重型防护服对泄漏钢瓶进

行堵漏。 

启动现场处置方案 张必华主任在接到报

告后决定启动现场处

置方案，并向安全部

报告。 



间 场景 执行人员 指令与对白 处置行动 解说词 

夏经理，103 车间液氯气化室

液氯钢瓶瓶阀处发生泄漏，

一人中毒，请求公司应急小

组支援。 

14：12 现场处置 操作工 XX, 

陈志豪 

操作工 XX：“收到张主任，已

将 XX带至安全地带。” 

陈志豪：“收到，张主任。” 

撤离受伤人员，组织

人员现场堵漏 

车间按照现场处置方

案，组织中毒和现场

操作人员撤离，并组

成抢修小组佩戴好正

压式空气呼吸器、重

型防护服携带堵漏工

具进行堵漏。 

14：13 上报应急总指挥 夏锡荣 收到，张主任。我立即将情 向总指挥汇报并赶 安全部经理在接到事



间 场景 执行人员 指令与对白 处置行动 解说词 

况汇报给毛总。 

毛总，毛总， 103车间液氯

气化室液氯钢瓶瓶阀处发生

泄漏，一人中毒，请求启动

应急救援预案，我现在正赶

往现场。 

赴现场 故报告后立即报告总

指挥。 

14：15 启动应急预案 总指挥 收到。立即启动公司应急救

援预案，做好人员救治、钢

瓶堵漏及受影响区域疏散撤

离。我马上到现场。 

启动公司应急救援

预案并赶赴现场。 

总指挥在接到报告后

研判决定启动公司级

应急救援预案。 

14：16 通知应急人员 夏锡荣 收到毛总。 

消控室，消控室，103 车间液

通知消控室启动应

急广播并利用对讲

 



间 场景 执行人员 指令与对白 处置行动 解说词 

氯气化室液氯钢瓶瓶阀处发

生泄漏，一人中毒，请立即

用应急广播通知各应急小组

赶赴 103车间气化室参加应

急救援。 

机群呼通知应急人

员。 

14：16 通知应急人员 消控室 收到，夏经理。 

请各应急小组注意，103 车间

液氯气化室液氯钢瓶瓶阀处

发生泄漏，一人中毒，请立

即赶至 103 车间参加应急救

援。 

应急广播播放通知  

14：19 医疗救护组到达现场 陈国平 报告总指挥，医疗救护组应  各应急小组赶至 103



间 场景 执行人员 指令与对白 处置行动 解说词 

到人数 3人，实到 3 人。请

指示！ 

向总指挥报告。总指

挥对各应急小组下达

救援任务。 

14：19 总指挥给医疗救护组

下达任务 

总指挥 好的，医疗救护组对中毒人

员现场简单救治后立即送往

医院。我现在拨打 120 联系

救护车。 

  

14：19 救治伤员 陈国平 收到，总指挥。 对受伤人员简单救

治后，担架抬到车上

送往定点医院。 

 

14：19 疏散引导警戒组到达

现场 

朱其全 报告总指挥，疏散引导警戒

组应到人数 3 人，实到 3 人。

  



间 场景 执行人员 指令与对白 处置行动 解说词 

请指示！ 

14：19 总指挥给疏散引导警

戒组下达任务 

总指挥 好的，疏散引导警戒组立即

组织 103车间下风向人员疏

散，并在道路口设置警戒线。 

  

14：19 疏散警戒 朱其全 收到，总指挥。 疏散事故点周边人

员，路口设置警戒

线。 

 

14：19 消防抢险组到达现场 郭杰 报告总指挥，医疗救护组应

到人数 8人，实到 8 人。请

指示！ 

  

14：19 总指挥给消防抢险组

下达任务 

总指挥 好的，抢险组协助车间进行

氯气钢瓶堵漏，同时在气化

  



间 场景 执行人员 指令与对白 处置行动 解说词 

室门口铺设水幕带、利用氯

气捕消器对泄漏气体吸收。 

14：19 火灾扑救 郭杰 收到，总指挥。 抢险组穿戴正压式

空气呼吸器、重型防

化服，利用水幕带、

氯气捕消器等对泄

漏气体进行吸 

 

14：19 环境监测组到达现场 张琪 报告总指挥，环境监测组应

到人数 3人，实到 3 人。请

指示！ 

  

14：19 总指挥给环境监测组

下达任务 

总指挥 好的，环境监测组立即对周

边及下风向环境进行检测，

  



间 场景 执行人员 指令与对白 处置行动 解说词 

每分钟向我汇报一次。 

14：19 环境监测 张琪 收到，总指挥。 利用气体检测仪对

周边和下风向环境

进行监测 

 

14：19 工艺应急处置组到达

现场 

吕剑 报告总指挥，工艺应急处置

组应到人数 6 人，实到 6 人。

请指示！ 

  

14：19 总指挥给工艺应急处

置组下达任务 

总指挥 好的，请工艺应急处置组协

助指挥部做好应急相关决

策。 

  

14：19 辅助决策 吕剑 收到，总指挥。 和指挥部沟通处置

措施、提出建议 

 



间 场景 执行人员 指令与对白 处置行动 解说词 

14：19 物资和后勤保障组到

达现场 

张宇 报告总指挥，物资和后勤保

障组应到人数 3人，实到 3

人。请指示！ 

  

14：19 总指挥给物资和后勤

保障组下达任务 

总指挥 好的，请物资和后勤保障组

做好应急物资的调配工作。 

  

14：19 物资调配 张宇 收到，总指挥! 调配应急物资  

14：22  夏锡荣 总指挥，抢险组现在正在利

用堵漏工具对钢瓶瓶阀处进

行堵漏。 

 现场各应急救援小组

正在有序开展救援工

作。 

14：22  总指挥 收到，请抢险人员注意安全。   



间 场景 执行人员 指令与对白 处置行动 解说词 

14：22 周边环境监测结果正

常 

张琪 总指挥，环境监测组对周围

检测未发现异常（以后每分

钟报一次数据）。 

  

14：22  总指挥 收到。   

14：25 明火扑灭 夏锡荣 总指挥，钢瓶泄漏点已堵住。   

14：25  总指挥 好的！继续利用消防水幕和

氯气吸收塔对室内泄漏的氯

气进行吸收。 

  

14：25 雾状水降尘处理 夏锡荣 收到，总指挥。 利用消防水幕和氯

气吸收塔对泄漏残

余氯气进行吸收 

应急救援工作进入尾

声，钢瓶堵漏成功，

对泄漏残余氯气进行



间 场景 执行人员 指令与对白 处置行动 解说词 

吸收。 

14：27  夏锡荣 报告总指挥，氯气库内氯气

探头报警已恢复，抢险人员

现场检测分析合格。 

 氯气库气体检测合格 

14：27 洗消和现场恢复 总指挥 做好应急救援人员洗消工作

和现场恢复。 

  

14：27  夏锡荣 收到，总指挥。  应急救援工作结束，

现场救援人员正在进

行洗消和现场恢复工

作。 

14：30  夏锡荣 报告总指挥，现场已恢复。   



间 场景 执行人员 指令与对白 处置行动 解说词 

14：30 应急救援演练结束，

现场点评。 

总指挥 现在我宣布，南通雅本化学

有限公司 103 车间氯气泄漏

中毒综合应急救援演练圆满

成功。请各应急小组列队点

名，接下来进行本次演练的

点评工作。 

 应急演练圆满成功，

对本次演练进行评估

总结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