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柴油泄漏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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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制目的：

1.1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保证职工人身健康和公民生命安全。

1.2能在事故发生后迅速有效的控制和处理，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和

经济损失。

2.编制依据：

2.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2.2《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导则》(AQ/T9002-2006)

2.3《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49条、50条

2.4《中华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17 条、33 条、69条

3.适用范围及应急能力评估

3.1范围

柴油橇装加油装置。

3.2类型

柴油泄漏

3.3级别

序号 品名 闪点

（℃）

沸 点

（℃）

燃点

（℃）

爆炸极限 相 对

密度

储罐容量

（m³）

危险性

类别

水 溶

性

备

注上限% 下限%



1 柴油 ≥60 0．85 10 丙 不溶

根据国务院制定的预警级别划分标准，并按照柴油泄漏发生的紧急程

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将柴油泄漏着火事故的预警级别

定为二级编制预案。

3.4应急能力

柴油橇装加油装置设置有一台容积为 10m3 柴油储罐，现场配置 2

只 4Kg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35kg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1 个，站区配置

灭火毯 4块，砂子 2m³。针对预案柴油油库配备防毒面具 4套。现场

操作人员巡检时，若发现柴油管线或柴油泵出现泄漏，就能对初期事

故进行处理。

4.事故特征

4.1危险性分析

柴油为透明略有蓝色油状液体，有特殊油味；柴油燃烧后会生成一些

有臭味的有机气体，因此，柴油机排放中还有臭味。易燃、易爆，属

危险化学品。大量泄漏可引起火灾；如罐内燃烧未及时处理会引起爆

炸。人体长期接触会有头痛、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

4.2区域及装置名称

橇装式加油装置



4.3发生季节和造成的危害程度

夏季随着外界温度的増高，橇装内油温就会升高，若处理不及时，就

会导致油温超极限而起火；橇装管线及泵体管线的法兰垫片老化，易

造成柴油泄漏，若不能及时有效处理，将可能伴随着火、爆炸等潜在

事故危险。

4.4事故发生前可能出现的征兆

橇装管线及泵体管线破裂，法兰垫片老化造成的漏油，罐内油温过高

超过工艺指标导致泄漏。

5.应急组织与职责

5.1本中心自救组织形式

5.1.1指挥机构

5.1.2应急自救执行机构由当班所有维护人员、消防人员组成。

5.2指挥机构的职责

5.2.1 每季度对现场操作人员加强"预案"教育及培训，并组织实施演

练。

5.2.2检查督促做好重大事故的预防措施与应急救援的各项准备工作。

5.2.3发生重大事故时，由指挥部发布和解除应争救援命令、信号。

5.2.4组织指挥救援队伍实施救援行动。



5.2.5向上级汇报事故情况必要时向有关单位发出救援请求。

5.2.6组织事故调查，总结应急救援工作的经验教训。

5.3人员分工

5.3.1 主任：组织指挥应急救援队伍开展实施危险化学品事故的救援

工作，协调人员、调配物资。

5.3.2 班长：负责与生产部（总调室）保持联系，及时调整工况，协

调后续工号停车，保证事故现场的用水用气，联系事故区的停送电。

5.3.3 维护人员：负责与生产部、修造公司保持联系，制定紧急抢修

方案，并合理调配检修人力，组织检修，防止事故扩大。配合行政保

卫部管制事故区域的厂区道路，疏散车辆及人员。协调指挥消防队员

对已着火的柴油储罐进行喷水降温，条件具备时实施灭火。协助安全

环保部搜集事故原始资料，及时分析事故状态和事故扩大的可能性，

参与制定抢修方案。

5.3.4 班长：一旦发生柴油泄漏事故，由当班班长担任本中心救护小

组组长，迅速调动本班人员，果断关闭所有与外界相通的阀门，迅速

关闭地沟排放阀，以免造成污染，并查找漏点，想办法使泄漏停止，

并及时向网络部、综合部、安全环保部等部门汇报。同时，停止周围

正在进行的动火检修作业，封锁道路，并立即拨打厂内电话 119联系

消防部门到现场灭火救护。



6.应急处置

6.1应急救援程序

6.1.1 最早发现者应立即向维护人员、当值班长汇报事故部位和事故

概况，并采取一切方法切断泄漏源，防止事故扩大.

6.1.2 接到报警后，应迅速通知，下达应急救援命令，指挥部成员迅

速赶到事故现场，并同时指派专人封锁相关路口，严禁无关人员进入

现场，并及时疏散现场无关人员。

6.1.3 指挥部成员向公司生产副总、网络部、安全保卫和安环部、消

防队办公室，检修部紧急通报情况。

6.1.4 操作工应迅速查明事故发生的准确部位，泄漏原因，凡能切断

介质泄漏源等处理措施而消除的事故，则以自救为主，泄漏部位如不

能控制，应立即向指挥部报告并提出堵漏或抢修的具体措施。

6.1.5 消防队到达现场后，应迅速隔离现场，维护人员要配合其迅速

向泄漏部位进行处置，避免事故扩大。

6.1.6 指挥部成员到达事故现场后，根据事故的状态及危害程度作出

相应的应急决定，并命令各应急救援队伍立即展开救援工作，如事故

扩大，应请求増援。

6.1.7 生产部有关人员到达现场后，本中心维护人员要配合其查明柴

油泄漏部位和范围，视其事故能否控制，作出局部或全部停车决定。

6.1.8检修队伍到达现场后裉据指挥部下达的命令迅速堵漏、抢修。

6.1.9 当事故得到控制，立即成立专门工作小组，由生产、安全及中



心参加的事故调查组，调查事故原因，制订防范措施。夜间发生事故，

由岗位操作工直接汇报班长、维护人员，按应急救援预案组织指挥事

故处置，落实抢修任务，并迅速通知有关领导。

6.2现场具体应急处置措施

6.2.1柴油泄漏

6.2.1.1事故岗位发现柴油泄漏，应迅速查明事故发生的泄漏部位和原

因，及时关闭主要阀门，切断柴油外泄通道，用抹布包扎漏点进行自

救并汇报当班班长。若泄漏部位自己不能控制的，应向上级报告并启

动救援小组，提出堵漏或抢修的具体措施，努力降低事故影响。

6.2.1.2当值班长迅速向消防队，气防站报警，告知泄漏物质的性质，

具体部位并迅速佩戴好个人防护用品赶赴现场指挥，根据现场情况果

断指挥操作人员对泄漏部位采取隔离，降温等措施尽可能减少对周围

环境的影响，以利救援。

6.2.1.3中心救护小组到达现场后，一方面负责指挥熟悉事发部位的操

作人员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采取有效应急措施控制危险介质的

泄漏量，尽量减小事故影响，同时调动本岗位人员立即对受伤和中毒

人员采取现场急救措施，气防站到达事故现场后运行人员应协助气防

人员做好人员撤离和受伤人员的救护工作，对中毒人员，根据中毒症

状及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并及时送往医院救治。



7.注意事项

7.1进现场人员必须会使用、佩戴防毒面具

并且检查防毒面具是否能正常使用。使用中如闻到有毒气体味或感到

呼吸不适时应立即停止工作，迅速撤离现场，呼吸新鲜空气，同时检

查防毒面具问题及时更换合格防毒面具。

7.2正确选用救援器材

正确佩戴及使用个人防护用品；正确选用消防器材并确保正常投用；

7.3正确对受伤人员进行救治；

7.3.1 有中毒和晕倒者，立即向 120 救治中心报告清楚中毒人员所中

毒和中毒程度，以便及时救治。

7.3.2 主要路口应有人员进彳子指挥交通，指引消防和急救人员顺利

快速到达。

7.3.3 将中毒受伤人员迅速抬到宽敞的地方和上风口，加强通风，并

作简单的处理，如（人工呼吸、胸肺挤压等)。

7.4现场自救与互救

7.4.1 现场操作人员必须熟练掌握自救和互救知识，如（人工呼吸、

胸肺挤压等)。

7.4.2 如果柴油泄漏造成人员昏迷晕倒，将中毒人员迅速抬到宽敞的



地方和上风口，加

强通风，并且拨打 120 进行救治。

7.4.3如果柴油泄漏造成人员皮肤触油者，立即用水冲洗。

7.5现场应急处置能力确认及人员安全防护

7.5.1 根据现场事故情况，操作工必须结合自身条件以及现场所具有

的自救条件，对现场应急能力作出有效判断，能自救的立即采取自救

措施，同时汇报班长现场情况，以便其对救援人员作出合理安排。

7.5.2 进入现场，呼吸防护：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紧急事态抢救或

撤离时，建议佩戴空气呼吸器。眼睛防护：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提

供安全淋浴和洗眼设备。身体防护：穿防静电工作服。手防护：戴橡

胶手套。

7.6应急救援结束

当事故得到有效控制后，立即进行事故资料的收集和事故原因的调

查，并做好事故的善后事宜，尽快恢复生产。

7.7特别警示事故处理结束

杜绝闲杂人员进入现场查看观赏，以防遇到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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