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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滨海新区

“3·24”特种设备事故调查报告

2020 年 3 月 24 日 10 时 10 分左右，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

大港油田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港石化分公司公用

系统车间发生一起锅炉闪爆事故，现场致 1 人烫伤(重伤)，送

医院救治后于 2020 年 4 月 1 日死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55.21 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

监察条例》《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导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依法成立了由区市场监管局、区应急管理局、区总

工会等部门组成的天津市滨海新区“3·24”一般锅炉闪爆事故

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2020 年 4 月 8 日，市安委会就该起事故涉嫌瞒报，对滨海

新区人民政府下达督办通知书，对该起事故的查处实施挂牌督

办。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综

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

责任，提出了对事故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和建议，并针

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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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情况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港石化分公司（以下简称

大港石化公司）。

大港石化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1 月 09 日，为股份有限公司

分公司（上市），系国有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000724495870P；负责人：默某某；经营范围：航空煤油、

汽油、液化石油气、丙烯、硫磺、氨、苯、丙烷生产、销售；

中间产品：氢气、甲烷、硫化氢、氮气、甲基叔丁基醚生产、

销售；石油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剧毒品及易制毒品除外）

生产、销售；仓储（危险品、煤炭及有污染性货物除外）等。

营业场所：天津市大港油田花园路东口。

（二）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发生地点为大港石化公司公用系统车间，主要有锅炉、

水处理、空压站、空分等 11 个生产单元。

1.车间人员配置情况。该车间共有员工 184 人，设有主任

1 人，生产副主任 1 人，工艺副主任 1 人，设备副主任 2 人，

主任工程师 2 人，工程师 4 人，技术人员 11 人、安全技术员 2

人，综合管理员 2 人，操作人员 157 人。

2.车间锅炉配置情况。锅炉单元中共有锅炉三台，内部编

号分别为 1#锅炉、2#锅炉、3#锅炉（图 1、图 2），锅炉以天

然气、炼油干气及丙烷为燃料，生产 3.82MPa 中压蒸汽和



3

1.3MPa 低压蒸汽。2018 年进行低氮燃烧技术改造，更换低氮燃

烧器，增加了烟气循环、自动点火控制及联锁保护系统。

图 1：大港石化公司公用系统车间锅炉单元现场图

图 2：大港石化公司公用系统车间锅炉单元平面图

（三）涉事设备及当班人员情况

1.涉事锅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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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锅炉名称：承压蒸汽锅炉；单位内部编号：1#锅炉；

产品编号：电 329-1；型号：WGZ65/3.82-6；制造单位：武汉

锅炉厂；制造日期：1995 年 10 月；负荷：65 吨/小时；注册登

记编号：11201201092002080001；使用登记证编号：锅津

TJ0601。由天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外部检验合格（报告编号：津锅外检 D2019-063 号），

检验有效期至 2020 年 11 月；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内部检验合

格（报告编号：津锅内检 D2019-041 号），检验有效期至 2021

年 11 月。1#锅炉使用的安全阀检验有效期至 2020 年 11 月，压

力表检验有效期至 2020 年 6 月。

1#锅炉共有六台燃烧器（型号：LTG080-F），编号 1-6 号，

分两层排布在前水冷壁上（图 3），六台燃烧器均有产品合格

证书，该型号燃烧器经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进行了型式试

验检测，并取得型式试验合格证书。每台燃烧器设有熄火保护

联锁，联锁功能正常条件下，当主火、点火枪两个火焰检测器

（图 4）均检测不到火焰时，将触发联锁，关闭该燃烧器燃料

阀门，打开放空阀门，单台燃烧器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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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锅炉燃烧器分布图

图 4：1#锅炉燃烧器火焰检测器平面图

2.委托鉴定情况

事故发生后，事故调查组委托天津市特种设备事故应急调

查处理中心对该锅炉燃烧器性能及安全状况进行了鉴定，1#锅

炉的各项联锁保护装置均处于未投用状态，1#锅炉六台燃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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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火焰检测设备也处于未投用状态。

（1）产品性能方面：六台燃烧器产品合格证齐全，该型号

燃烧器已进行了型式试验，并取得型式试验合格证书，符合

《TSGG0001-2012 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要求。

（2）安全状况方面：推断 1#锅炉燃烧器设备本身在事故

发生前安全状况良好，符合《TSGZB002-2008 燃油(气)燃烧器

型式试验规则》及《TSGG0001-2012 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中的要求。

3.车间当班人员情况。

（1）芦某，男，技术员，负责监督执行 1#锅炉解列备热

操作;

（2）刘某，男，班长，持有三级司炉工(G3）证，证件编

号为 1201091957XXXXXXXX;

（3）曹某，女，司炉外操，持有三级司炉工(G3）证，证

件编号为 1201091985XXXXXXXX;

（4）潘某某，女，司炉外操，持有三级司炉工(G3）证，

证件编号为 1201091976XXXXXXXX;

（5）张某某，男，司炉外操，持有三级司炉工(G3）证，

证件编号为 1201091967XXXXXXXX;

（6）高某某，男，司炉外操，持有三级司炉工(G3）证，

证件编号为 1201091969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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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肖某，男，司炉外操，持有三级司炉工(G3）证，证

件编号为 1201091973XXXXXXXX。

二、事故发生过程、应急救援及善后赔偿情况

（一）事故发生过程

2020 年 3 月 24 日 9 时 10 分左右，大港石化公司公用系统

车间主任姚某某接到公司“锅炉改为一开一备”（3#锅炉正常

运行、2#锅炉停用、1#锅炉备热）调度指令后，即通知车间工

艺副主任王某某，王某某安排车间技术员芦某监督当班人员执

行 1#锅炉解列备热操作。9 时 40 分左右，由于需要进行锅炉烟

气循环风机 PLC 柜接线作业（与 1#锅炉解列备热无关），为避

免接线作业致使锅炉联锁误动作，影响锅炉的正常运行，芦某

批准了“解除锅炉联锁、报警、安全应急设备”的作业许可，

后安排车间三班班长刘某解除 1#、3#锅炉锅炉液位联锁、燃气

压力联锁、炉膛压力联锁、风机跳闸联锁、熄火保护联锁等联

锁功能。刘某与当班司炉工曹某等人在操作室内通过电脑系统

将有关联锁解除后，锅炉烟气循环风机 PLC 柜接线人员进行施

工作业。

10 时许，根据生产工艺需要，1#锅炉只保留 2 号燃烧器运

行，曹某通过检测系统发现 1#锅炉氮氧化物持续升高后，告知

当班司炉工潘某某，潘某某将循环风机入口挡板开度由 14%逐

步开大至 20%以加大锅炉炉膛送风量。10 时 10 分左右，位于操

作室内的芦某、曹某、潘某某及当班司炉工张某某发现 2 号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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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器的火焰检测系统和炉膛火焰监视器均显示 1#锅炉火焰熄灭，

芦某当即安排张某某去现场确认，之后又亲自去现场确认。此

时正在 1#锅炉附近的刘某也发现了炉膛火焰熄灭的情况后，立

即前往操作室。芦某现场确认 1#锅炉炉膛火焰确实熄灭，随即

在刘某之后返回了操作室。10 时 15 分左右，刘某安排潘某某

通过操作系统关闭了 1#锅炉 2 号燃烧器（切断送燃料气阀门），

同时芦某发出了启动 5 号燃烧器指令，曹某即按下“点火”按

钮，随即 1#锅炉炉膛发生闪爆，致使 1#锅炉除氧水上水管撕裂

后热水（水温近 100℃）喷出，将位于 1#锅炉附近的张某某烫

伤。

（二）应急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大港石化公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展开现场

人员搜索、救援、现场隔离及工艺处置工作，10 时 30 分左右

救护车到达现场，将张某某送至天津海滨人民医院救治。

大港石化公司应急办公室第一时间向中石油集团质量安全

环保部及炼化板块安全环保处汇报；3 月 24 日 12 时 29 分，该

公司安全环保处处长刘某某通过微信“2020 年 3 月 24 日公用

设备车间，1#65 吨小时锅炉，在停炉过程中，10:14 发生泄漏，

1 名员工受伤，原因正在查找确认中”将情况报给滨海新区海

滨街道办事处安全监督办公室副主任王某某，王某某接到刘某

某上报后要求该公司尽快将相关情况书面向其报告。3 月 25 日

14 时 36 分，刘某某将《大港石化人员烫伤调查情况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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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盖章，未描述伤情）以微信方式报王某某。

2020 年 4 月 1 日 9 时左右，大港石化公司党委书记、总经

理默某某将张某某死亡情况当面向滨海新区海滨街道办事处书

记赵某某进行了报告，滨海新区海滨街道办事处及时向区应急

管理局报告。

（三）善后赔偿情况

2020 年 4 月 2 日，大港石化公司与张某某家属达成了善后

协议，赔偿工作已完成,未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

三、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

（一）人员伤亡情况

张某某，男，53 岁，天津市人，大港石化公司员工。

2020 年 3 月 24 日《天津海滨人民医院诊断证明书》载明：

烫伤面积Ⅱ-Ⅲ度 25%，Ⅲ度 8%，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

（GB 6441）界定为重伤。张某某于入院后第 9 天（2020 年 4

月 1 日 00 时 07 分）死亡。

（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调查组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

（GB6721）的有关规定，核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55.21 万

元。

四、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1#锅炉炉膛内存留的燃料气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气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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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爆炸极限，遇 5 号燃烧器启动时的明火，在锅炉炉膛内发生

闪爆。

（二）间接原因

1.公用系统车间司炉工曹某在接到芦某启动 5 号燃烧器指

令后，明知违反《锅炉装置操作规程》（大港石化公司企业标

准，下同）-锅炉燃烧器手动投用操作规定的情况下，未提出异

议且直接按下“点火”按钮启动 5 号燃烧器。

2.公用系统车间技术员芦某，一是违反大港石化公司《炼

化装置安全保护报警联锁系统管理规定》规定，擅自审批作业

类型为“解除锅炉联锁、报警、安全应急设备”的作业许可，

致使公司有关部门及人员对解除锅炉联锁作业、锅炉运行及其

他作业行为不能有效进行监督、管理；二是在明知 1#锅炉炉膛

火焰熄灭、全部联锁解除且未执行《锅炉装置操作规程》-锅炉

燃烧器手动投用操作规定“对锅炉炉膛进行吹扫置换、分析化

验可燃气浓度”等操作的情况下，向当班司炉工发出直接启动

5 号燃烧器的指令。

3.公用系统车间三班班长刘某对本班组人员执行公司、车

间各项规章制度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等方面未履行监督职责，

对芦某的违章指挥及曹某违反《锅炉装置操作规程》的作业行

为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

4.大港石化公司公用系统车间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

车间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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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宣贯培训不到位，个别岗位人员风险辨识能力、技术分析

能力、操作技术能力不足，实战处置能力不高；锅炉单元现场

生产管理、操作变动审批管理缺失；车间主要负责人、安全管

理人员对 3 月 24 日锅炉单元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掌握不清，对现

场工作缺乏监督、检查和指导，对违章指挥、违章作业的行为

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

5.大港石化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严管理意识

淡薄，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责任落实不到位，

对下属车间操作变动和交叉作业风险辨识、评估不全面，对高

风险作业没有落实相应的管理措施，监督检查弱化，安全管理

责任、工艺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

（三）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该起特种设备事故是一起责任事故

（一般事故）。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 6441）规

定，该起事故类别为其他爆炸事故。

企业的事故报告不存在瞒报情节，但未按照《特种设备事

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导则》3.1.1“......事故发生单位的负责人

接到事故报告后，应于 1 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特种设备安全监

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的规定，向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报告，而只向属地街道进行了报告，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及有关规定。

五、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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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大港石化公司未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管理责

任、工艺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对操作

变动和交叉作业风险辨识、评估不全面；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锅炉装置操作规程、应急教育宣贯培训流于形式；对锅炉装置

工艺联锁和工艺纪律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弱化。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七条“特种设备生产、经营、

使用单位应当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特

种设备安全和节能责任制度，加强特种设备安全和节能管理，

确保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安全，符合节能要求”的规定，

对该起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九十条第

（一）项之规定对其处十五万元罚款。

（二）事故责任人员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曹某，大港石化公司公用系统车间司炉工，作业风险认

识不足，锅炉装置操作技能掌握不熟练，未严格执行本公司

《锅炉装置操作规程》6.5.30 锅炉燃烧器手动投用操作规定，

违章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建议天津市滨海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吊销其特种设备作业人员（G3）证，建议大港石化

公司依照本公司的相关规定给予其行政记过处分。

2.芦某，大港石化公司公用系统车间技术员，安全意识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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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未严格遵守、执行企业相关规章制度，未按规定申办“联

锁切除/投运”许可、违章指挥司炉工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主

要责任。建议大港石化公司依照本公司的相关规定给予其行政

记大过处分。

3.刘某，大港石化公司公用系统车间三班班长，对本班组

人员执行公司、车间各项规章制度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等方

面未履行监督职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次要责任。建议大港石

化公司依照本公司的相关规定给予其行政警告处分。

4.王某某，大港石化公司公用系统车间工艺副主任，对锅

炉单元操作变动和交叉作业情况未深入了解，对车间安全生产

措施制度的落实和执行情况监督缺失，对事故的发生负主要领

导责任。建议大港石化公司依照本公司的相关规定给予其行政

记大过处分，免去车间副主任职务。

5.姚某某，大港石化公司公用系统车间主任，作为车间安

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车间安全生产措施制度的落实和执行情

况监督检查缺失，属地责任落实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重要

领导责任。建议大港石化公司依照本公司的相关规定给予其行

政记过处分，免去车间主任职务。

6.韩某某，大港石化公司技术处处长，对公用系统车间人

员进行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宣贯培训不到位，对工艺联锁

和工艺纪律执行情况监督、检查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领导

责任。建议大港石化公司依照本公司的相关规定给予其通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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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并处以罚款。

7.默某某，大港石化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作为公司主

要负责人，事故发生后，未按照《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

理导则》3.1.1“......事故发生单位的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

应于 1 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和有关部门

报告”的规定，向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报告，而只

向属地街道进行了报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

全法》及有关规定。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及相关规定中对此情形无对应罚则，故不追究其法律责任。责

成其写出深刻检查报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针对此起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的重复

发生，提出如下措施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

大港石化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

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生产发展理念和红线意识，深入、

系统地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种设备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认真做好各项安全生产工作。

（二）深入推进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预防工作



15

大港石化公司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风险管

控的理念，牢固树立风险意识，组织广大干部职工全面排查、

辨识、评估安全风险，落实风险管控责任，采取有效措施控制

重大安全风险，对风险点实施标准化管控。

（三）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强化安全生产现场管理

大港石化公司要对重点工艺、重点设备的安全管理制度和

操作规程进行全面梳理，修订完善不符合规范的条款及内容；

对从业人员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教育培训，使从业人员具备

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

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

（四）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强化规章制度的落实

大港石化公司要完善工艺纪律检查制度并严格执行，对生

产作业工作全面、有效地监督、检查和指导，对违章指挥、违

章作业行为及时发现并制止；加大考核、惩戒力度，杜绝违章

指挥、违章操作行为的发生。

（五）进一步强化应急处置

大港石化公司要针对本公司存在的安全风险点，有针对性

地完善应急预案，强化人员应急培训、演练，特别是加强模拟

特种设备事故发生后的报告程序和要求的演练，提高企业应对

突发事故事件特别是初期应急报告、处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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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滨海新区

“3·24”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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