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化厂

20kt/a HCFC-142b 项 目
（二期 13kt/a HCFC-142b）

环境影响报告书
（公示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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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由来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浙赣闽皖四省交界处的衢州市，成立于 1998 年
6 月 16 日，是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由巨化集团公司独家发起，采用募集方

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6 月 26 日，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股票代码：600160。公司现拥有总资产 48 亿元，共有 18 家全资、控股、参
股分子公司和 1 家研发机构。公司建有 18 套主要生产装置，主要从事氟化工原
料及后续产品、基本化工原料及后续产品和化肥、农药、食品添加剂的生产与销
售，产品有四大类 80 余种，出口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巨化是国内第一家全面引
进国外先进技术，进行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氟化工企业，现已发展成为涵盖氟化
工原料、含氟制冷剂、含氟高分子材料、含氟电子化学品和精细化学品的国内一
流大型综合性氟化工企业。“十三五”期间，巨化将继续加强氟化工核心产业的
发展，尤其将重点发展包括 PVDF 在内的含氟高分子材料业务，打造从基础原料
到最终产品的完整含氟材料产业链，成为兼具成本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国际
一流氟化工强企。
巨化股份电化厂是巨化股份下属子公司，是以生产基础化工原料为主的大
型氯碱企业，是浙江省最大的氯碱厂。自建厂以来，历经数次技改，目前已拥
有 46 万吨/年离子膜烧碱、5000 吨/年 VDF、2500 吨/年 PVDF、1.4 万吨/年 141b、
8 万吨/年 VDC 单体、2.8 万吨 PVDC 等生产装置。企业先后获“无泄漏工厂”、
“清洁文明工厂”、
“六好”企业、
“质量管理奖”等部、省授予的称号，被评为
国家“一级计量单位”、“二级企业”等。
偏氟乙烯(PVDF)树脂是指偏氟乙烯(VDF)均聚物或 VDF 与其他少量含氟乙烯
基单体的共聚物，PVDF 树脂兼具氟树脂和通用树脂的特性，除具有良好的耐化
学腐蚀性、耐高温性、耐氧化性、耐气候性、耐紫外线、耐辐射性能，还有压电
性、热电性等特殊的性能，已经成为氟树脂中仅次于聚四氟乙烯的第二大品种，
在化工、电子电气、建筑和军工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2016 年全球 PVDF 树脂
的总产能约为 10.03 万吨，表观消费量约 7.0 万吨，同比提高了 22.8%。国外生
产企业主要有阿科玛、苏威、3M 等公司，产能位列前 6 的生产企业合计产能约
占全球总产能的 80%，行业集中度高。国内主要为上海三爱富、内蒙古万豪、山
东东岳、上虞孚诺林、浙江巨化等生产企业，国内产能约 5.1 万 t/a。但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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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 PVDF 产业整体表现出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涂料级）
、高
端产品供应不足局面。由于中国近几年 PVDF 需求旺盛，吴羽、苏威、大金、阿
科玛将 PVDF 生产装置转移到中国，装置将陆续投产。因此，巨化发展 PVDF 系列
产品如太阳能背板膜、水处理膜、电线电缆、制品加工等高端产品已迫在眉睫。
目前 HCFC-142b 重要的用途是用作 PVDF、氟橡胶的生产原料，而且原料
需求所占比例随着下游 PVDF 和氟橡胶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而不断放大。发达国
家 HCFC-142b 在淘汰了非原料用途后已基本完全用于 PVDF 和氟橡胶等含氟聚
合物的原料用途，原料用途总量达到 8.5-10 万吨/年。目前中国的人均氟聚合物
消费量远低于发达国家人均消费量，HCFC-142b 作为原料用途在中国具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从培育国内下游含氟聚合物新材料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角度出发，鼓
励 HCFC-142b 原料生产的技术进步，鼓励企业打造 PVDF、氟橡胶等含氟聚合
物新材料产业上下游产业链一体化。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化厂 10kt/a PVDF（一期）装置已于 2016 年 12 月
建成投产，后经多次优化整改，2017 年 10 月已连续稳定生产 15 批，产品质量
基本满足歌瑞公司太阳能背板膜吹膜要求。R142b 作为 PVDF 原料，巨化股份
20kt/a HCFC-142b 项 目 已 于 2012 年 9 月 获 环 保 部 批 复 ， 其 中 一 期 7kt/a
HCFC-142b 浙江衢州巨新氟化工有限公司于 2016 年下半年建成投产，2017 年

11 月由于巨化巨新公司不能提供足够的、合格的 HCFC-142b 原料，电化厂向中
化蓝天购买 HCFC-142b 原料用于 VDF 生产，且巨新内供的 HCFC-142b 原料价格
已经远远高出市场价，导致 PVDF 树脂无产业链竞争优势。
考虑到与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化厂 10kt/a PVDF 项目的实施配套、
总图布置、
公用工程配套及目前巨新公司供应的保供难度，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化厂决定投
资建设 13kt/a HCFC-142b 项目，项目生产的 HCFC-142b 全部用于 VDF/PVDF
的原料用途，副产品 HFC-143a 作为产品外售。项目实施主体为浙江巨化股份有
限公司电化厂，建设地点为巨化电化厂内。
该项目已经由衢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备案（备案号：
330000140804045870B1，衢市工投备变更[2018]1 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影响评价法》（2016 年修订）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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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该建设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受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化
厂委托，浙江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现环评报告书已初步编制完成，主要内容公示如下：
二、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kt/a HCFC-142b 项目
建设内容：
20kt/a HCFC-142b（二期 13kt/a HCFC-142b）生产装置及配套工程
建设项目占地面积：约 872m2，建筑面积约 3900m2。
工程总投资：9296.15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8446.15 万元）
建设地点：本项目位于巨化集团公司电化厂内。
三、周边环境质量状况
1、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由监测结果可知，本项目拟建地所在区域常规因子 SO2、NO2、PM10 和氟化
物均能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限值；各测点氯
化氢、氟化氢等特征因子监测浓度均符合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
2、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纳污水体乌溪江各监测断面的各项指标均能符合《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 III 类标准。
3、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

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所在区域地下水各项指标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III 类水质标准。
4、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拟建区域的 pH、镉、汞、砷、铜、铅、铬、锌、镍
等指标均能符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中的二级标准。
5、声环境质量现状

监测结果表明，项目拟建地周围噪声均能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的Ⅲ类区声环境质量要求。
四、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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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评价范围内主要敏感目标分布详见表 1。
表 1 项目所在区域周围主要保护目标
环境
要素

环境
空气
环境
风险

环境保护目标

方位

相对厂界最
近距离(m)

规模

备注

黄泥曲

北

1506

约 58 户，184 人

自然村，属上草铺村行政村

五坪村

东北

2500

约 292 户，714 人

花园街道行政村

王军

东南

1615

约 80 户，215 人

自然村，属东周村行政村

东周村

东南

1445

约 137 户，512 人

黄家街道行政村

巨化生活区

东南

2236

约 20000 人

生活区

官礁村

东南

2427

约 481 户，1297 人

花园街道行政村

塔坛寺村

东南

2080

约 62 户，91 人

花园街道行政村

上祝村

东南

1898

约 239 户，635 人

花园街道行政村

吕宅村

西南

1540

约 375 户，1282 人

黄家街道行政村

下卢村

西南

2085

约 366 户，995 人

黄家街道行政村

宣家村

西

1898

约 567 户，1417 人

黄家街道行政村

上何家

西

1585

约 155 户，542 人

自然村，属宣家村行政村

姜村

西北

1670

约 191 户，478 人

花园街道行政村

新桥村

北

2145

约 305 户，742 人

花园街道行政村

龙背

东北

2268

约 70 户，255 人

自然村，属上洋村行政村

箬篷村

北

2298

约 221 户，548 人

花园街道行政村

乌溪江

东

江山港

西

地下
水

—

—

声环
境

厂界区域

—

地表
水

五、项目污染物排放情况汇总
1. 生产工艺流程图

生产工艺流程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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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HCFC-142b 装置生产工艺流程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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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程叙述

本工艺以偏氯乙烯（VDC）和无水氢氟酸（HF）为原料，采用液相氟化法
路线。
反应原理：
（1）偏氯乙烯与氢氟酸在催化剂（四氯化锡）作用下进行加成反应，生成
R141b，反应式如下：

（2）R141b 与氢氟酸在催化剂作用下进行氟化反应，生成 HCFC-142b，反
应式如下：

（3）HCFC-142b 与氢氟酸在催化剂作用下进行氟化反应，生成 HFC-143a，
反应式如下：

反应得到的粗产品经过 HCl 脱除、水碱洗、干燥、精馏等步骤，得到最终
产品 HCFC-142b 和 HFC-143a。
来自电化厂的偏二氯乙烯（VDC）通过管道输送到装置 VDC 原料槽中，经
过 VDC 原料泵加压后，按所需流量进入反应单元反应器。
来自电化厂的无水氢氟酸（AHF）通过管道送到本装置的 HF 原料槽中，经
过 HF 原料泵加压后，按所需流量加入到反应单元反应器。

来自原料单元的 VDC 和 HF 进入到反应器，
在催化剂作用下进行液相加成、
氟化反应，反应产物 R142b、R143a、HCl、重组分和 HF、少量 VDC、催化剂
进入反应器回流塔，分离出催化剂及原料 VDC、HF 返回反应器进行反应，塔顶
分离出粗产品 HCFC-142b、R143a、HCl 以及 HF，经冷凝、气液分离，轻组分
R143a、HCL、少量 HF 进入 HCl 分离系统。

反 应 器 中 生 成 的 高 沸 ， 在 反 应 器 内 进 行 分 离 ， 轻 组 分 部 分 R141b 、
HCFC-142b 进入反应器回流塔继续利用。重组份经收集后，送焚烧装置处理。

来自反应单元的 HCFC-142b、HFC-143a、HCl、HF 和少量的 R141b 经过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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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器冷凝后进入 HCl 分离塔脱除副产 HCl，塔顶分离出来的 HCl 经脱氟后送至
氯化车间；塔釜分离出来的 HCFC-142b、HFC-143a、HF 和少量的 R141b 进入
HCFC-142b 相分离器分离。

从 HCl 分离塔来的物料，冷却到所需温度，冷却下来的物料进入 HCFC-142b
相分离器，利用两相间密度差进行静置分层，上层的 HF（含少量的 HCFC-142b）
进入相分离子罐收集后通过压差送入 AHF 日槽；下层的 HCFC-142b、HFC-143a
（含少量的 HF ）通过 HCFC-142b 通过压差，经过经济器热量回收，再进入
HCFC-142b 过热器加热汽化进入水碱洗、干燥单元。

来自 HCFC-142b 过热器的气体，利用压差进入 1#水洗塔，与循环的水溶液
进行逆流接触除去其中的大量酸。 1#水洗塔出来的气体进入 2#水洗塔，与加入
的工艺水进行逆流接触，除去粗产品中酸性气体。塔顶微酸性气体进入碱洗塔，
利用酸碱中和原理，与塔顶进入的 7%NaOH 溶液进行逆流接触，除去有机物中
的酸性气体。酸性溶液送至有水酸槽后送出；碱洗塔塔釜的废碱液送至废水槽。
来自碱洗系统的有机物气体，经过粗品压缩机压缩之后进入压缩机之后进入
压缩后冷凝器冷凝成液相，进入压缩后冷凝罐，通过输送泵送至粗产品干燥单元。
来自压缩单元的物料通过泵送至粗产品干燥单元进行干燥。干燥后的物料
进入粗产品槽。
干燥器中的分子筛需要定期进行再生，该系统需要成套的自动再生系统，
并配置相应的冷却器、蒸汽加热器、电加热器和风机等。
从粗产品槽来的物料进入 HFC-143a 精馏塔，塔顶分离出液体 HFC-143a 产
品，一部分返回至 HFC-143a 精馏塔，一部分送至 HFC-143a 产品干燥器，进行
除水干燥，干燥后的 HFC-143a 产品，经管道送至 HFC-143a 储罐。HFC-143a 精
馏塔塔釜分离出 HCFC-142b、少量的 R141b、HFC-143a，通过 HFC-143a 精馏塔
釜泵送至 HFC-143a 回收塔。
来自 HFC-143a 精馏 塔 釜 泵 的 物料送至 HFC-143a 回收塔，塔顶分离出
HCFC-142b、HFC-143a，返回 HFC-143a 精馏塔进行回收 HFC-143a。塔釜分离

出 HCFC-142b、R141b 进入 HCFC-142b 精馏塔。
来自 HFC-143a 回收塔釜泵的物料进入 HCFC-142b 精馏塔，塔顶分离出
HCFC-142b 产品，一部分返回至 HCFC-142b 精馏塔，一部分送至 HCFC-14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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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干燥器，进行除水干燥，干燥后的 HCFC-142b 产品，经管道送至 HCFC-142b
储罐。塔釜分离出 R141b、HCFC-142b 送至反应器进行回收利用。
精馏出来的 HFC-143a 产品，经精馏塔回流泵直接去 HFC-143a 储罐。
精馏出来的 HCFC-142b 产品，经精馏塔回流泵直接去 HCFC-142b 储罐，经
检验合格后再经泵、管道直接送到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化厂 10kt/a PVDF 项
目装置罐区储槽。
六、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
1、废气

根据预测结果，本项目废气排放因子（SO2、NOx、颗粒物、HCl 和 HF）的
贡献值在叠加本底浓度后能够达到相应标准要求，对各敏感点的最大贡献值叠加
本底后仍可达标。
2、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来源于设备清洗水、地面冲洗水、废气喷淋水和生活污水等。
其中地面冲洗水、设备清洗水、主装置碱洗工段、事故塔及焚烧装置碱洗工段产
生的含氟废水经电化厂化治工段预处理后送清泰公司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
外环境，本项目新增员工 32 人，生活污水中氨氮排放量较小，废水收集后纳入
清泰公司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外环境，不直接排放外环境，不会对周围地表
水和地下水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厂区严格实施清污分流和雨污分流，不会对项
目周边地表水造成不良影响。
3、噪声

项目在做好噪声防治措施的基础上，厂界预测贡献值噪声可达标，不会改变
区域声环境功能。
4、固废

项目对固废分类妥善处置后，固废处置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七、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
1、废气

本项目拟采用焚烧炉处理 142b 装置的事故塔及 143a 精馏塔顶产生的不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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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凝气经焚烧后产生烟气经水洗，碱洗处理，烟气通过排气筒高空排放。
装置无组织泄露采用 LDAR（泄漏检测与修复）监测。
2、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来源于设备清洗水、地面冲洗水、废气喷淋水和生活污水等。
其中地面冲洗水、设备清洗水、主装置碱洗工段、事故塔及焚烧装置碱洗工段产
生的含氟废水经电化厂化治工段预处理后送清泰公司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
外环境，本项目新增员工 32 人，生活污水中氨氮排放量较小，废水收集后纳入
清泰公司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外环境，不直接排放外环境，不会对周围地表
水和地下水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厂区严格实施清污分流和雨污分流，不会对项
目周边地表水造成不良影响。清泰污水处理厂处理出水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B 标准后排入乌溪江。
3、噪声

选用低噪设备，对高噪设备进行消声减震，降低噪声对厂界的影响，加强噪
声设备的维护管理，避免因不正常运行所导致的噪声增大。
4、固废

本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妥善处理。危险废物由有资质
的单位进行处理。
八、环境影响评价基本结论
本项目选址位于国内大型化工园区巨化集团内，基础设施完善，环境条件较
好，符合环境功能区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的要
求；在项目设计中将从源头预防减量、过程控制减少无组织排放，末端高效治理
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实施全过程严管严治，减轻大气环境影响；本项目排放的
污染物符合国家、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的污染物总量在公司内部调剂
平衡；项目实施后造成的环境影响符合项目所在地环境功能区划确定的环境质量
要求；风险防范措施符合相应的要求，该项目产品、生产工艺和设备符合国家和
地方产业政策要求。因此，从环保角度而言，本项目在拟建地实施是可行的。
九、征求公众意见的对象、范围和反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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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象和范围

主要针对项目建设地周边的居民、企事业单位等。
2、期限
2018 年 07 月 19 日~2018 年 7 月 28 日，共 10 个工作日。
3、反馈途径

本次公众参与采取网上公示和敏感点张贴公示等形式。
在此期间，公众（个人或团体）可通过信函、电话或其他方式与建设单位、
环评单位、环保部门联系，建议团体单位加盖公章，个人应具名并说明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将对公众意见进行整理、归纳和分析，并将公众意见留存备查。
十、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化厂
联系人：邱工

联系电话：0570-3614286

2、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浙江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未来科技城向往街 199 号 3 号楼
联系人：安工

联系电话：0571-87331014

3、环评审批单位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70-3890106

单位名称：浙江省衢州市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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