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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检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2018修正版

（2）《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检测工作规范》

安监总厅安健[2016]9号

（3）《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7号

（4）《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管理规范》

安监总厅安健[2015]16号

（5）《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          国卫疾控发[2015]92号

（6）《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国卫疾控发[2013]48号

（7）《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

安监总局令[2012]第 49号

（8）《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定》

安监总厅安健[2014]111号

（9）《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1-2010

（10）《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GBZ 159-2004

（11）《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1-2007

（12）《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部分:物理因素》

GBZ 2.2-2007

（13）《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第 1部分：总粉尘浓度》

GBZ/T 192.1-2007

（14）《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无机含氮化合物》

GBZ/T 160.29-2004

（15）《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硫化物》  GBZ/T 160.33-2004

（16）《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环氧化合物》

GBZ/T 160.58-2004

（17）《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第 17部分：锰及其化合物》

GBZ/T 300.1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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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第 22部分：钠及其化合物》

GBZ/T 300.22-2017

（19）《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第 37部分：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                                        

GBZ/T 300.37-2017

（20）《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第 48部分：臭氧和过氧化氢》

GBZ/T 300.48-2017

（21）《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第 84部分：甲醇、丙醇和辛醇》

GBZ/T 300.84-2017

（22）《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3部分：工频电场》

GBZ/T 189.3-2007

（23）《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6部分：紫外辐射》

GBZ/T 189.6-2007

（24）《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8部分：噪声》GBZ/T 189.8-2007

（23）《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8170-2008

（24）《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 188-2014

（25）其他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2.用人单位概况
单位名称：枣庄玮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凯乐大道与山官路交汇处

向北 200米

行业类型：化工

企业规模：年产 3000吨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

3.检测类别及范围
3.1 任务来源

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健康

及其相关权益，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要求，严格遵守国家职业

卫生标准，落实职业病预防措施，从源头上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存

在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

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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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原因，枣庄玮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山东公信安全科

技有限公司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工作。接受委托后，认真分

析行业特点，配置专业技术人员组成项目组，项目组坚持客观、真实、

公正的原则开展了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工作。

3.2 检测类别

本次检测属于定期检测。

3.3检测范围

本次检测包括生产车间。

3.4生产作业情况

3.4.1 工艺设备

生产工艺流程图见图 3-1。

图 3-1 生产工艺流程图

主要设备一览表见表 3-1。

表 3-1 主要设备一览表

设备名称 数量 型号 使用地点

中和反应釜 10 200L搪瓷釜 生产车间

干燥喷雾塔 2 / 生产车间

酯化釜 2 20000L 生产车间

蒸馏塔 4 DN400×10000 生产车间

压滤机 1 / 生产车间

风机 3 / 生产车间

热风炉 2 1t 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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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名称 数量 型号 使用地点

锅炉 1 2t 生产车间

制氮机 1 50m3/h 生产车间

空压机 1 150m3/h 生产车间

反渗透装置 1 6m3/h 生产车间

冷却塔 2 / 生产车间

冷冻机 1 JYSLG-285F 生产车间

真空机组 2 JZJS-150 生产车间

3.4.2 原料及产品

所用原料及产品详细情况见表 3-2。

表3-2 原料及产品明细一览表

名称 类别 存在地点 年用量/产量 储存方式 形态 装卸方式 来源

甲基丙烯酸 原料 仓库 3000t 桶装 液体 罐车 外购

环氧氯丙烷 原料 罐区 2400t 罐装 液体 罐车 外购

液碱 原料 罐区 5400t 罐装 液体 罐车 外购

催化剂 辅料 仓库 5t 桶装 固体 叉车 外购

阻聚剂 辅料 仓库 3t 桶装 固体 叉车 外购

天然气 辅料 不存储 47万 t 不存储 气体 管道 外购

氯化钠 副产品 仓库 600t 袋装 固体 叉车 自产

甲基丙烯酸缩
水甘油酯

产品 仓库 3000t 桶装 固体 叉车 自产

3.4.3劳动者作业情况

枣庄玮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劳动岗位定员 42人。电工、维修工、

后勤及管理人员实行常白班的工作制度，每班工作 8小时，每周工作

48小时；其余工种的工作制度为三班两运转的工作制度，每班工作 12

小时，每周工作 56小时。岗位设置及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见表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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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岗位设置及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

车间场所 岗位/工种 作业

人数
工作地点

作业

时间

（h）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

个人防护用品及使

用情况

职业病防护设

施及运行情况

中和操作工 3 中和釜 12 氢氧化钠、甲基苯烯酸、噪声
手套、防毒面具、护

目镜
排气扇

干燥操作工 6 干燥塔、热风炉 12
粉尘、氮氧化合物、一氧化碳、高温、噪

声

手套、防毒面具、护

目镜

消音器、除尘

器、排气扇

酯化操作工 6 罐区、酯化釜、压滤机 12 粉尘、环氧氯丙烷、氢氧化钠、高温
手套、防毒面具、护

目镜
排气扇

蒸馏操作工 6 蒸馏塔、化验室 12 环氧氯丙烷、甲醇、硫化氢
手套、防毒面具、护

目镜
无

司炉工 3 锅炉房、反渗透装置 12 氮氧化合物、一氧化碳、高温 手套 排气扇

电工 1 配电室 8 工频电磁场 绝缘手套、绝缘鞋 无

生产车间

维修工 1 全厂 8
粉尘、氮氧化合物、一氧化碳、锰及其

化合物、臭氧、紫外线

焊工手套、手套、电

焊面罩、防尘口罩
无

后勤及管理人员 16 办公室 8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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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场采样和测量情况

4.1 职业病危害因素

4.1.1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情况和环境条件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情况和环境条件见表 4-1。

表4-1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情况和环境条件

车间/场所 有害物质名

称
扩散规律 状态

估计

浓度

环境与设备

卫生状况

氮氧化合物、

一氧化碳

不稳定，锅炉运行、热风炉运行、

电焊时浓度最大。
气体 一般 通风良好

粉尘
不稳定，干燥下料、投料、电焊时

浓度最大。
固体 一般

地面少有积

尘

锰及其化合

物
不稳定，电焊时浓度最大。 固体 较低 环境良好

臭氧 不稳定，电焊时浓度最大。 气体 较低 通风良好

甲醇 不稳定，化验时浓度最大。 气体 较低 通风良好

硫化氢 不稳定，污水处理时浓度最大。 气体 较低 通风良好

氢氧化钠 不稳定，中和时浓度最大。 气体 较低 通风良好

生产车间

环氧氯丙烷 不稳定，酯化、蒸馏时浓度最大。 气体 较低 通风良好

4.1.2 职业接触限值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职业接触限值见下表 4-2、4-3。

表4-2 粉尘、毒物职业接触限值

职业接触限值（mg/m3）
序号 项目

MAC PC-TWA PC-STEL

1 其他粉尘 - 8（总尘） -

2 电焊烟尘 - 4（总尘） -

3 一氧化碳 - 20 30

4 一氧化氮 - 15 -

5 二氧化氮 - 5 10

6 锰及其化合物 - 0.15 -

7 臭氧 0.3 - -

8 甲醇 - 25 50

9 硫化氢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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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职业接触限值（mg/m3）

MAC PC-TWA PC-STEL

10 氢氧化钠 2 - -

11 环氧氯丙烷 - 1 2

表4-3 物理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序号 项目 职业接触限值

1 噪声 85dB（A）

2 紫外线 0.24μW/cm2

3 工频电磁场 5kV/m

4.2 现场采样和测量

4.2.1 采样和检测方法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采样和检查方法见下表 4-4。

表4-4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采样及检测方法

检测项目 现场检测仪器 采样方法 检测方法

FCC-25防爆粉尘采
样器

测尘滤膜采样，定点采样以

20.0L/min 的流量采集 15min
空气样品。

粉尘

FCC-3000G 个体
粉尘采样器

测尘滤膜采样，个体采样以

2.0L/min 的流量采集 8h 空气
样品。

GBZ/T192.1-2007

氮氧化合物
FCC-1500D 防爆
大气采样器

在采样点，用两只各装有 5.0ml
吸收液的多孔玻板吸收管平行
放置，一只进气口接氧化管，

另一只不接，各以 0.5L/min 流
量采集空气样品，直到吸收液

呈现淡红色为止。

GBZ/T160.29-2004

臭氧
FCC-1500D防爆大

气采样器

在采样点，串联 2只大型气泡吸
收管，前管装 1ml丁子香酚，后管
装 10.0ml水；以 2L/min流量采集
15min空气样品。

GBZ/T300.48-2004

锰及其化合

物

FCC-25防爆粉尘采
样器

在采样点，将装好微孔滤膜的采

样夹，以 5L/min流量采集 15min
空气样品。

GBZ/T300.17-2004

一氧化碳
便携式红外线气体

分析仪
仪器直接读数 GBZ/T300.37-2017

甲醇
FCC-1500D防爆大

气采样器
硅胶管，以 100ml/min流量采集
15min空气样品。 GBZ/T300.84-2017

硫化氢
FCC-1500D防爆大

气采样器

在采样点，串联 2只各装有
10.0ml吸收液的多孔玻板吸收管，

GBZ/T160.3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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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现场检测仪器 采样方法 检测方法

以 0.5L/min流量采集 15min空气
样品。

氢氧化钠
FCC-25防爆粉尘采

样器

短时间采样：在采样点，将装好微

孔滤膜的采样夹，以 5L/min流量
采集 15min空气样品。

GBZ/T300.22-2017

环氧氯丙烷 注射器

在采样点，用空气样品抽洗 100ml 
注射器 3次后，然后抽 100ml空
气样品。

GBZ/T160.58-2004

工频电磁场
RJ-5 工频电场(近
区)场强仪

仪器直接读数 GBZ/T189.3-2007

紫外线 UV-M 紫外辐照计 仪器直接读数 GBZ/T189.6-2007

HS6288B 噪声频
谱分析仪

噪声
HS5628B 个人声

暴露计

仪器直接读数 GBZ/T189.8-2007

4.2.2 采样时机

项目小组于 2019年 6月 18日进行现场采样（测量），采样（测量）

项目包括粉尘、粉尘分散度、氮氧化合物、臭氧、锰及其化合物、一氧

化碳、甲醇、硫化氢、氢氧化钠、环氧氯丙烷、紫外线、噪声、工频电磁

场。

在干燥下料、投料、电焊时，粉尘浓度最大，故在此时进行粉尘采

样；对 2名干燥操作工、2名酯化操作工进行个体采样。

在公辅车间电焊作业时，氮氧化合物、一氧化碳、臭氧、锰及其化

合物的浓度最大，故在此时进行采样；在热风炉、锅炉运行时，氮氧化

合物、一氧化碳的浓度最大，故在此时进行采样；在化验时甲醇的浓度

最大，故在此时进行采样；在污水处理时硫化氢的浓度最大，故在此时

进行采样；在中和时氢氧化钠的浓度最大，故在此时进行采样；在酯化、

蒸馏时环氧氯丙烷的浓度最大，故在此时进行采样。

在电焊作业时对紫外线进行测量；在生产车间设备运行时对噪声

及工频电磁场进行测量；对 2名干燥操作工进行个体 8h等效声级强度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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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检测结果

5.1 计算公式

采样仪器能够满足全工作日连续一次性采样时，空气中粉尘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计算：

1000
480

12 



Q

m-mCTWA

注：CTWA—空气中粉尘 8h时间加权平均浓度，mg/m3；

m2－采样后的滤膜质量，mg；

m1－采样前的滤膜质量，mg；

Q－采样流量，L/min；

480－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规定的以 8h计，min。

采样仪器不能满足全工作日连续一次性采样时，可根据采样仪器

的操作时间，在全工作日内进行 2次或 2次以上的采样。空气中有害

物质 8h时间加权平均浓度计算公式：

8

...2211 nTCTCTC
C n

TWA




注：CTWA—空气中有害物质 8h时间加权平均浓度，mg/m3；

    C1，C2，…Cn—测得空气中有害物质浓度，mg/m3；

T1，T2  …Tn—劳动者在相应的有害物质浓度下的工作时间，h；

个体噪声计算公式：

）（，， AdB
T
T

logLL e
TeAeqhEX

0
8 10

注：LAeq，Te—实际工作日的等效声级，可直接读数；

Te—实际工作日的累积接触噪声时间；

T0—标准工作日时间，8h。

5.2 粉尘浓度检测结果与评价

本次针对该企业工作场所短时间粉尘接触浓度和粉尘8h时间加权

平均浓度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见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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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工作场所及工种接触粉尘浓度检测结果

定点短时间接触浓度 时间加权接触浓度
车间/
场所

岗位/
工种

工作

地点
粉尘名称

项目
样品

数

CSTEL
（mg/m3）

倍数
值

超限

倍数
项目

样品

数

8hCTWA
（mg/m3）

40hCTWA
（mg/m3）

PC-TWA
（mg/m3）

结果

判定

干燥操作工 干燥下料口 其他粉尘 总尘 1 5.57 0.70 2 总尘 2 1.83-1.96 1.71-1.83 8 不超限

酯化操作工 酯化釜投料口 其他粉尘 总尘 1 6.07 0.76 2 总尘 2 1.50-2.09 1.40-1.95 8 不超限
生产

车间

维修工 电焊作业点 电焊烟尘 总尘 1 3.83 0.96 2 - - - - - 不超限

检测结果：各检测地点及各工种接触粉尘浓度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1-2007）要求。

5.3 化学有害因素浓度检测结果与评价

（1）氮氧化合物 

对产生一氧化氮、二氧化氮的工作场所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见表 5-2~5-3。

表 5-2 工作场所空气中一氧化氮浓度检测结果

车间/场所 岗位/工种 采样地点
接触时

间（h） CSTEL（mg/m3）
8hCTWA（mg

/m3）

40hCTWA（

mg/m3）

PC-
TWA（mg

/m3）

倍数值
超限

倍数
结果判定

热风炉 2 0.083 0.0055 2

热风炉 2 0.103 0.0069 2干燥操作

工

休息室 8 0.021

0.068 0.063 15

0.0014 2

不超限
生产车间

司炉工 锅炉房 2 0.124 0.077 0.072 15 0.0082 2 不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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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场所 岗位/工种 采样地点
接触时

间（h） CSTEL（mg/m3）
8hCTWA（mg

/m3）

40hCTWA（

mg/m3）

PC-
TWA（mg

/m3）

倍数值
超限

倍数
结果判定

锅炉房 2 0.079 0.0053 2

休息室 8 0.026 0.0017 2

电焊作业点 0.25 0.097 0.0065 2

电焊作业点 0.25 0.085 0.0057 2维修工

休息室 7.5 0.023

0.027 0.032 15

0.0015 2

不超限

表 5-3 工作场所空气中二氧化氮浓度检测结果

车间/场所 岗位/
工种

采样地点
接触时间

（h）
CSTEL
（mg/m3）

8hCTWA（mg/m
3）

40hCTWA（

mg/m3）

PC-
STEL（mg/

m3）

PC-
TWA（mg/

m3）

结果

判定

热风炉 2 0.048

热风炉 2 0.056干燥操作工

休息室 8 0.010

0.036 0.034 10 5 不超限

锅炉房 2 0.069

锅炉房 2 0.048司炉工

休息室 8 0.012

0.041 0.038 10 5 不超限

电焊作业点 0.25 0.057

电焊作业点 0.25 0.046

生产车间

维修工

休息室 7.5 0.009

0.012 0.014 10 5 不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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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各检测地点空气中一氧化氮、二氧化氮的浓度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

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要求。

（2）臭氧

对产生臭氧的工作场所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见表 5-4。

表 5-4 工作场所空气中臭氧浓度检测结果

车间/场所 岗位/工种 采样地点 接触时间（h） CMAC（mg/m3） MAC（mg/m3） 结果判定

生产车间 维修工 电焊作业点 0.5 0.13 0.3 不超限

检测结果：检测地点空气中臭氧的浓度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要求。

（3）锰及其化合物

对产生锰及其化合物的工作场所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见表 5-5。

表 5-5 工作场所空气中锰及其化合物浓度检测结果

车间/场所 岗位/
工种

采样地点
接触时间

（h）
CSTEL（mg/m3

）

8hCTWA（mg/m
3）

40hCTWA（mg/m
3）

PC-
TWA（mg/

m3）

倍数值
超限

倍数
结果判定

电焊作业点 0.25 ＜0.006 <0.04 3

电焊作业点 0.25 ＜0.006 <0.04 3生产车间 维修工

休息室 7.5 ＜0.006

＜0.006 ＜0.006 0.15

<0.04 3

不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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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0.006表示低于其最低检出浓度。

检测结果：各检测地点空气中锰及其化合物的浓度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

因素》（GBZ 2.1-2007）要求。

（5）氢氧化钠

对产生氢氧化钠的工作场所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见表 5-6。

表 5-6 工作场所空气中氢氧化钠浓度检测结果

车间/场所 岗位/工种 采样地点 接触时间（h） CMAC（mg/m3） MAC（mg/m3） 结果判定

中和操作工 中和釜 4 <0.0046 2 不超限
生产车间

酯化操作工 氢氧化钠储罐（罐区） 1 <0.0046 2 不超限

注：<0.0046表示低于其最低检出浓度。

检测结果：各检测地点空气中氢氧化钠的浓度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1-2007）要求。

（6）硫化氢

对产生硫化氢的工作场所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见表 5-7。

表 5-7 工作场所空气中硫化氢浓度检测结果

车间/场所 岗位/工种 采样地点 接触时间（h） CMAC（mg/m3） MAC（mg/m3） 结果判定

生产车间 蒸馏操作工 污水池 1 <0.53 10 不超限

注：<0.53表示低于其最低检出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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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各检测地点空气中硫化氢的浓度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1-2007）要求。

（6）甲醇

对产生甲醇的工作场所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见表 5-8。

表 5-8 工作场所空气中甲醇浓度检测结果

车间/场所 岗位/
工种

采样地点
接触时间

（h）
CSTEL
（mg/m3）

8hCTWA（mg/m
3）

40hCTWA（

mg/m3）

PC-
STEL（mg/

m3）

PC-
TWA（mg/

m3）

结果

判定

化验室 0.5 <1.3

化验室 0.5 <1.3生产车间 蒸馏操作工

休息室 8 <1.3

<1.3 <1.3 50 25 不超限

注：<0.13表示低于其最低检出浓度。

检测结果：各检测地点空气中甲醇的浓度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1-2007）要求。

（7）环氧氯丙烷

对产生环氧氯丙烷的工作场所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见表 5-9。

表 5-9 工作场所空气中环氧氯丙烷浓度检测结果

车间/场所 岗位/
工种

采样地点
接触时间

（h）
CSTEL
（mg/m3）

8hCTWA（m
g/m3）

40hCTWA（

mg/m3）

PC-
STEL（mg/

m3）

PC-
TWA（mg/

m3）

结果

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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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场所 岗位/
工种

采样地点
接触时间

（h）
CSTEL
（mg/m3）

8hCTWA（m
g/m3）

40hCTWA（

mg/m3）

PC-
STEL（mg/

m3）

PC-
TWA（mg/

m3）

结果

判定

酯化釜 2 <0.5

环氧氯丙烷储罐（罐区） 2 <0.5酯化操作工

休息室 8 <0.5

<0.5 <0.5 2 1 不超限

蒸馏塔 1 <0.5

蒸馏塔 1 <0.5

生产车间

蒸馏操作工

休息室 8 <0.5

<0.5 <0.5 2 1 不超限

注：<0.13表示低于其最低检出浓度。

检测结果：各检测地点空气中环氧氯丙烷的浓度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

素》（GBZ 2.1-2007）要求。

（8）一氧化碳

对产生一氧化碳的工作场所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见表 5-10。

表 5-10 工作场所空气中一氧化碳浓度检测结果

车间/场所 岗位/
工种

采样地点
接触时间

（h）
CSTEL
（mg/m3）

8hCTWA（m
g/m3）

40hCTWA（

mg/m3）

PC-
STEL（mg/

m3）

PC-
TWA（mg/

m3）

结果

判定

热风炉 2 4.4

热风炉 2 4.2生产车间 干燥操作工

休息室 8 0.5

2.6 2.4 30 20 不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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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场所 岗位/
工种

采样地点
接触时间

（h）
CSTEL
（mg/m3）

8hCTWA（m
g/m3）

40hCTWA（

mg/m3）

PC-
STEL（mg/

m3）

PC-
TWA（mg/

m3）

结果

判定

锅炉房 2 3.3

锅炉房 2 3.7司炉工

休息室 8 0.6

2.4 2.2 30 20 不超限

电焊作业点 0.25 2.6

电焊作业点 0.25 3.0维修工

休息室 7.5 0.5

0.6 0.7 30 20 不超限

检测结果：各检测地点空气中一氧化碳的浓度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1-2007）要求。

5.4 物理因素测量结果与评价

（1）噪声

定点噪声和个体 8h等效声级强度测量结果分别见表 5-11~5-12。

表 5-11 工作场所噪声强度测量结果

倍频程声压级 dB
检测地点 被检设备名称

测量结果

dB（A） 31.5 63 125 250 500 1K 2K 4K 8K

生产车间 干燥机 87.4 44.2 44.6 56.8 71.4 77.5 83.4 81.6 75.9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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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地点 被检设备名称
测量结果

dB（A）

倍频程声压级 dB

31.5 63 125 250 500 1K 2K 4K 8K

生产车间 蒸馏一层泵区 73.8 - - - - - - - - -

生产车间 无油式真空泵 74.6 - - - - - - - - -

生产车间 蒸馏真空泵 84.0 - - - - - - - - -

生产车间 热风炉 90.6 42.1 42.9 59.8 74.2 86.2 90.6 86.0 76.4 61.8

生产车间 车间东部风机 78.3 - - - - - - - - -

生产车间 制氮机 76.5 - - - - - - - - -

生产车间 冷冻机 86.4 41.2 42.0 44.2 63.3 71.4 79.0 80.8 78.7 59.8

生产车间 循环泵房 82.2 - - - - - - - - -

生产车间 空压机房 82.1 - - - - - - - - -

生产车间 反渗透装置 81.3 - - - - - - - - -

生产车间 锅炉房 82.3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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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个体 8h等效声级强度测量结果

测量结果 dB（A）
检测地点 工种

持续时间

Te（h） LAeq，Te LEX,8h

标准

限值

dB(A)

结果

判定

生产车间 干燥操作工 12 82.0 83.8 85 不超限

生产车间 干燥操作工 12 82.2 84.0 85 不超限

测量结果：各工种个体8h等效声级强度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

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GBZ 2.2-2007）要求。

工作场所定点噪声不予判定。

（2）工频电磁场

工频电磁场测量结果见表 5-13。

表 5-13 工作场所工频电磁场强度测量结果

检测地点 频率（Hz）
电场强度

（kV/m）
标准限值

（kV/m）
结果判定

配电室配电柜 50 0.021 5 不超限

测量结果：测量点的工频电磁场强度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

接触限值 第 2部分:物理因素》（GBZ 2.2-2007）要求。

（3）紫外线

工作场所紫外线测量结果见表 5-14。

表 5-14 紫外线测量结果

车间/场所 岗位/工种 测量部位
接触
时间
（h)

有效
辐照度
μW/cm2

8h有效
辐照度
μW/cm2

接触限值
μW/cm2

结果
判定

生产车间电
焊作业点

维修工 眼部（罩外） 0.5 686.268 42.892 0.24 超限

生产车间电
焊作业点

维修工 面部（罩外） 0.5 633.927 39.620 0.24 超限

生产车间电
焊作业点

维修工 肢体（罩外） 0.5 608.563 38.035 0.24 超限

生产车间电
焊作业点

维修工 眼部（罩内） 0.5 0 0 0.24 不超限

生产车间电
焊作业点

维修工 面部（罩内） 0.5 0 0 0.24 不超限

测量结果：罩外紫外线强度不符合职业接触限制要求，罩内紫外

线强度测量结果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部分:物

理因素》（GBZ 2.2-2007）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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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

对工作场所粉尘检测，各检测点和工种接触粉尘浓度均符合《工

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2.1-

2007）的要求。

对工作场所化学有害因素检测，各检测点空气中氮氧化合物、一

氧化碳、臭氧、锰及其化合物、氢氧化钠、甲醇、硫化氢、环氧氯丙烷的

浓度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

素》（GBZ2.1-2007）的要求。

对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工作场所定点噪声不予判定，罩外紫

外线强度不符合职业接触限制要求，各工种个体 8h等效声级强度测

量结果、罩内紫外线强度测量结果和配电室配电柜工频电磁场测量结

果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部分:物理因素》

（GBZ2.2-2007）的要求。

干燥塔下料口、酯化釜投料口为粉尘的关键控制点，热风炉、锅炉

房、罐区、中和釜、蒸馏塔、酯化釜为化学有害因素的关键控制点，干

燥机、热风炉、冷冻机为噪声的关键控制点。

干燥操作工、酯化操作工为粉尘的重点监护人群，干燥操作工、司

炉工、中和操作工、蒸馏操作工、酯化操作工为化学有害因素的重点监

护人群，干燥操作工为噪声的重点监护人群。

汇总检测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超标不符合项，见表 6-1。

表 6-1 不符合项汇总

工种 测量地点 类别 测量结果 标准限值

维修工 生产车间电焊作业点 紫外线 眼部（罩外）42.892μW/cm2 0.24μW/cm2

维修工 生产车间电焊作业点 紫外线 面部（罩外 39.620μW/cm2 0.24μW/cm2

维修工 生产车间电焊作业点 紫外线 肢体（罩外）38.035μW/cm2 0.24μW/cm2

超标原因：电焊作业本身为强孤光作业。

7.建议

1、加强对员工的培训，提高员工对职业病危害的认识，正确使用

个体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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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干燥塔下料口和酯化釜投料口的粉尘防护治理，及时清扫

地面积尘，防止形成二次扬尘；

3、减少干燥操作工在高噪声设备现场的停留时间并指导其正确

佩戴耳塞；

4、加强车间的换气通风，防止有毒有害气体的集聚；

5、减少干燥操作工、酯化操作工、司炉工在高温场所的作业时间，

在夏季为生产人员发放防暑降温用品；

6、督促员工佩戴个体防护用品，特别关注重点监护人群的个体防

护工作；

7、企业应进一步提高对职业病防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健全职业

病防治工作制度，完善职业卫生档案；

8、根据《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定》（安监总

厅安健[2014]111号）的要求，在工作场所增设职业病危害因素警示标

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9、根据《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管理规范》（安监总厅

安健[2015]16号）的要求，对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进行定期检测；

10、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的要求，应定

期对员工进行职业健康查体（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应急健康检

查），确保员工身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