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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钴研究设计院“2·21”火灾事故

调查报告

2019 年 2 月 21 日 16 时许，镍钴研究设计院湿法冶金中

试厂房内发生火灾。火灾发生后，经保安部应急救援大队全

力扑救，火灾于当日下午 17 时 10 分许被彻底扑灭。随后，

集团公司立即成立了镍钴研究设计院“2·21”火灾调查组

（调查组成员名单详见附件 1），通过采取现场勘查、调查取

证等工作措施，对火灾事故发生的经过及原因形成了分析和

判断，现将有关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冶金工程研究所是镍钴研究设计院下属从事冶金类科

研试验、研究的专业机构，成立于 2014 年 2 月，现有员工

42 人，办公地点在三厂区国重实验室办公楼，下设火法冶金

中试厂和湿法冶金中试厂两个科研扩试平台，其中湿法冶金

中试厂实验人员 3 人，配合镍锍项目组开展化学分析及试验

研究工作。

湿法冶金中试厂前身为集团公司废弃的氧气站，占地约

2000m
2
（两层），2005 年划归原化学冶金研究所作为湿法冶

金中试厂。2014 年合并至冶金工程研究所管理，拥有浸出釜、

压滤机、萃取装置等科研设备 20 余台（套），具备从事湿法

冶金试验研究的功能。

镍锍硝酸浸出湿法工艺及装备研究项目组（以下简称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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锍项目组）是集团公司 2016 年成立的“十三五”重大科技

攻关项目组，从公司相关单位抽调技术人员组成，现有成员

12 人（其中镍钴研究设计院抽调 10 人、另 2 人分别从镍冶

炼厂、镍都实业公司抽调，现人事关系均在镍钴研究设计

院），另安排 3 名实验员配合开展试验研究工作。

二、火灾概况

2019 年 2 月 21 日 16 时 19 分，保安部应急救援大队接

到铜业公司电解二分厂职工周存忠报警称：选冶化厂区三号

门岗旁一厂房顶部有浓烟冒出。遂出动人员 18 人、车辆 5

台，于 16 时 26 分到达现场。经询问、侦察，确认镍钴研究

设计院湿法冶金中试厂房内二楼至一楼 1条玻璃钢管道起火

燃烧,伴有浓烟。消防人员立即根据火场情况，出 2 支灭火

干线分别对一楼、二楼火势进行压制、阻击，16 时 45 分现

场火势得到控制，17 时 10 分彻底扑灭。

本次火灾共造成湿法冶金中试厂房内φ360 ㎜、长 32m

玻璃钢管道烧损、事故马弗炉电控系统受损、1 扇塑钢窗户

受热变形，过火面积 96 ㎡，直接经济损失 1200 元（火灾直

接财产损失申报统计表详见附件 2）；火灾及扑救过程中无人

员伤亡，为一般火灾事故。

三、火灾调查情况

（一）现场勘查情况

火灾现场位于选冶化厂区三号岗南侧 120m 处镍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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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院湿法冶金中试厂内，厂房东西走向，长 48m、宽 9m、

高 9m、面积约 2000m
2
，分上下二层布置，分别在东面和北面

二层处设置 2 个大门，大门上均未发现撬痕；在二层自东向

西 32m 处设置 1 台马弗炉，马弗炉炉体外壳完好，下部控制

按钮轻微熔化变形，内部放置 1 支坩锅，顶部中心位置留有

φ30 ㎜孔洞与外连接；在距马弗炉以北 1m 处自东向西依次

摆放φ570㎜洗涤水 10 桶、增强聚丙烯面试压滤机 5 台，外

表均未过火；在马弗炉上部垂直设置一根φ200㎜、长 0.60m

玻璃钢管道，管道中间处设置开关阀组，呈开启状态，与马

弗炉顶部连接处玻璃钢碳化外表呈灰白色，10cm 见方脱落，

内壁有黑褐色不规则圆球状燃烧产物结块；连接马弗炉上竖

管的φ360㎜玻璃钢横管（主废气吸收管道）向西 1m 外部过

火，其余 7m 外部未过火，向东长 32m 玻璃钢管 2/3 烧毁、

塌落，1/3 严重过火；在管道南墙设置的烘干箱操作规程过

火、变形，塑钢门窗受热有轻微变形；在管道正下方设置的

2 台烘干箱、1 台马弗炉、1 台配电柜均未过火，废气过滤塔

外部未过火，内部填充料全部过火；延伸到墙外的玻璃钢管

道外部完好。（现场勘查照片见附件 3）

（二）证据情况：

调查组分别对镍钴研究设计院冶金工程研究所所长张

鹏、中试厂安全员张彦儒、职工陈盛菊以及镍锍项目组负责

人张晗、成员高晓婷、王永刚、王书友、郭金权、席海龙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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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进行了询问谈话，提取了谈话记录，内容可互相印证，形

成完整的证据链；同时调取、查阅了设计图纸、操作规程、

相关制度、实验记录等原始资料，确定以下事实：

1.现场起火管道为玻璃钢材质（燃点为 790℃±40℃），

适用于湿法冶金工艺；

2.发生火灾时，正在使用马弗炉进行铁渣煅烧试验，设

定温度 1100℃；

3.发生火灾时，试验现场无人值守;

4.原设计图纸（2006 年）中设计玻璃钢废气排放管道，

无马弗炉设置；马弗炉操作规程于 2009 年 7 月 13 日前制定

（电子文档），时任所长郭小英现已离职；2010 年 2 月湿法

冶金中试厂随化学冶金研究所并入镍钴研究设计院，时任所

长张琴现已离职；

5.2012 年 8 月现任所长张鹏接管该所时，湿法冶金中试

厂内已有马弗炉 2 台，其中 1 台损坏，另外 1 台于 2017 年

底搬至三厂区国重实验室 A 区三楼；

6.引发火灾的马弗炉由项目组成员王钦于 2017 年 3 月

24 日提出申请，项目组负责人张晗审核后报国家重点实验室

条件保障部（镍钴研究设计院科研管理部兼）后，5 月 8 日

条件保障部陆斌刚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技术和采购计划评审，

上报主管副院长岳斌审批购置，6 月 30 日到货，安装在试验

分析楼二楼化验室，后因试验过程中烟气较大，项目组张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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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征得张鹏同意后，2018 年 8 月搬至湿法冶金中试厂二楼

平台与玻璃钢管道对接；

7. 镍锍项目组隶属关系(见附件 4)。

四、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1.镍锍项目组在湿法冶金中试厂内的玻璃钢废气排放

管道上违规安装、使用马弗炉，马弗炉煅烧产生 1100℃的高

温后，引燃连接炉体的玻璃钢管道（燃点为 790℃±40℃）,

导致火灾发生；

2.在使用马弗炉进行煅烧试验过程中，现场试验人员擅

自离开，未起到现场监管作用，导致火灾扩大。

（二）间接原因

1.镍锍项目组在煅烧试验时，虽制定了技术开发项目实

施方案，但未针对补充试验进一步细化方案和采取相应措

施，试验地点选择不当，未按要求进行安全风险辨识，防范

措施缺失，是造成本次火灾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一；

2.冶金工程研究所未经院主管部门同意，准许镍锍项目

组安装使用马弗炉，且未履行属地化管理职责，是造成本次

火灾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二；

3.镍锍项目组、冶金工程研究所安全教育培训、安全交

底和风险告知不到位，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是造成本次火灾

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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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镍锍项目组使用 2009 年修订的《马弗炉操作规程》

中第 3.8 条“在使用过程中，经常观察电热设备温度变化，

不准长时间离开工作岗位”的规定不严谨，修订不及时，是

造成本次火灾事故的间接原因之四；

5. 镍钴研究设计院科研管理部对科研试验项目过程监

管不力，综合管理部履行消防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是造成

本次火灾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五；

6.镍钴研究设计院未有效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是造

成本次火灾事故的间接原因之六；

7.科技开发部对科研试验项目实施过程监管不到位，是

造成本次火灾事故的间接原因之七。

五、责任认定及处理意见

鉴于此次火灾事故发生在“10·5”事故后不久及公司

正在开展“四大”专项行动和实现一季度“开门红”期间，

负面影响大，建议根据《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消防安全管

理制度》，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1.镍锍项目负责人张晗，是该科研项目消防安全第一责

任人，高温煅烧试验场所选择不当，未组织对科研试验安全

风险进行辨识，对本次火灾事故负直接责任，建议给予行政

警告处分。

2.镍锍项目组煅烧试验人员郭金权，违反《马弗炉操作

规程》，长时间离开高温煅烧试验现场，未履行试验过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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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职责，对本次火灾事故负直接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警告处

分。

3.冶金工程研究所所长张鹏，未有效履行属地化安全管

理职责，允许镍锍项目组在湿法冶金中试厂房进行高温煅烧

试验，消防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对本次火灾事故负管理责

任，建议给予通报批评并绩效考核 4000 元。

4.湿法冶金中试厂安全员张彦儒，未能有效履行属地化

安全管理职责，消防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对本次火灾事故

负管理责任，建议绩效考核 2000 元。

5.镍钴研究设计院科研管理部主任陆斌刚，负责全院科

研项目，履行专业化管理职责不到位，对本次火灾事故负管

理责任，建议给予通报批评并绩效考核 3000 元。

6.镍钴研究设计院综合管理部安全负责人路强，负责全

院消防安全工作，安全风险辨识不全面，隐患排查不到位，

对本次火灾事故负管理责任，建议绩效考核 2000 元。

7.镍钴研究设计院副院长吕清华，主管全院安全环保、

后勤保障工作，协助分管地表科研技术工作，系本单位消防

安全直接责任人，对本次火灾事故负直接领导责任，建议给

予通报批评。

8. 科技开发部专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李维舟，负责公

司重大科研项目试验实施过程管理工作，对科研试验项目过

程监管不到位，对本次火灾事故负监管责任，建议给予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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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

9.依据《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治理目标责任书》

规定，对责任单位镍钴研究设计院予以综合治理考核 10 分

处罚。

10.建议对及时拨打集团公司应急救援电话报警的铜业

公司电解二分厂职工周存忠奖励 2000 元。

六、防范措施

1.镍钴研究设计院要立即拆除引发火灾的马弗炉，将其

安装在火法冶金中试厂，消除安全隐患。

2.镍钴研究设计院要对所有试验场所的马弗炉等火法

设备设施进行全面排查，认真做好隐患整改工作。

3.镍钴研究设计院要进一步完善科研项目管理流程，加

强试验方案制定、评审和试验过程管理，确保科研项目安全

实施。

4.镍钴研究设计院要针对本次火灾事故，认真汲取教

训，举一反三，对所辖区域进行全面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

查，开展全员安全警示教育，严格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5.镍钴研究设计院要健全完善相关管理制度，认真梳

理、修订各类试验设备操作规程，切实落实层级管理责任，

确保安全风险可控受控。

6.科技开发部要加强科研试验项目安全监督管理，针对

科研项目的特殊性进行安全责任的完善，切实履行部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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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职责。

7.公司各单位要按照《关于加强火灾风险防控和隐患排

查的紧急通知》要求，组织对本单位区域内火灾隐患进行全

面排查，进一步做好火灾防控工作。

附件 1：“2.21”火灾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

附件 2：火灾直接财产损失申报统计表

附件 3：现场勘查照片

附件 4：镍锍项目组隶属关系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安部

二〇一九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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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镍钴研究设计院“2.21”火灾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

姓 名 单位及职务 联系电话

张 镇 保安部应急救援大队大队长 13993576104

巩 雨 保安部应急救援大队副大队长 15809455725

毛 坤 保安部应急救援大队防火干事 13830586061

王荣博 保安部应急救援大队防火干事 15268905113

邢富强 保安部应急救援大队防火干事 13884510360

李立庆 保安部应急救援大队防火干事 13619356807

赵 杰 保安部应急救援大队防火干事 13993567702

何纪平 保安部应急救援大队危化干事 13649356960

童 斌 保安部应急救援大队危化干事 13830581878

高创州 安全保障部安全监督室经理 13079391886

刘成金 安全保障部安全监督室科员 17718692706



11

附件 2：

火灾直接财产损失申报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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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现场勘查照片

着火厂房：湿法冶金中试厂

厂房二层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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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弗炉及烧毁的部分玻璃钢管道

废气过滤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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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弗炉内部

马弗炉内向外排气的排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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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马弗炉顶部的玻璃钢管

马弗炉顶部玻璃钢管内部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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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马弗炉内连接硅碳棒线路

烧毁的部分玻璃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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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排废气的玻璃钢管

玻璃钢管内壁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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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钢管上设置的开关

部分塌落玻璃钢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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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过滤塔内部填充物

火灾发生当天实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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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钢横管与废气过滤塔连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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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镍锍项目组隶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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