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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第一、二、三、四批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单位信息

1.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是应急管理部直属的综合性和社会公益性科研事

业单位，是国内最早开展化工工艺安全研究及评估的单位之一，其中危险化学

品安全技术实验室建有精细化工反应风险评估平台。实验室具备多年工艺危险

性测试、工艺安全性分析研究经验，具备多套全球用于化学品及化工反应过程

热安全性评定的标杆性研究设备和软件分析系统，能够为化工企业提供化工过

程热安全评价的一揽子研究方案。

联系人：赵隧军/陈思凝

联系电话：18701125746/15810071829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32号安全大厦

2.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

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设有工艺安全研究室、分析

研究室和质量部，配有多台用于精细化工反应安全评价、化学品含量分析、结

构鉴定等仪器设备。其中，工艺安全研究室专注于精细化工安全方面的研究，

包括：化学物质的热稳定性研究，工艺反应过程的热安全风险评价，工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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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艺运行过程中反应安全风险的识别、评估与指导，为化学工艺优化和安全

放大生产提供技术支持与服务等。

联系人：刘香/肖明

联系电话：15001085265/18811104362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生命园路 27号 1 号楼 C 区 1层

3.天津大学-英国阿斯利康过程安全联合实验室

天津大学-英国阿斯利康过程安全联合实验室自 2006 年组建伊始，便开始

利用绝热加速度量热仪、反应量热仪、差示扫描量热仪、热稳定性筛选量热仪

开展实验，对化工工艺的热安全进行研究。十多年来，天津大学-英国阿斯利

康过程安全联合实验室先后为国内外数十家知名企业进行了反应热风险评估工

作，涵盖了重点监管的 18 种危险化工工艺。联合实验室通过英国阿斯利康、

美国陶氏化学、美国辉瑞的认证和审计；与中国航天联合过程安全实验室具备

CNAS 认可实验室资质。联合实验室团队具有坚实的化工热力学、反应动力学的

理论基础，特别是在流体力学、过程强化、反应器放大等方面有很多的成果，

可以在反应热评估后为企业的工业化实施或安全提升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联系人：卫宏远

联系电话：13920825867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赛达新兴产业园 F2座 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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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化安全科学研究（沈阳）有限公司）

沈阳化工研究院是国家应急部重点实验室和中国中化安全中心，长期挂靠

中国中化生产企业，拥有化工安全领域的领军人才和多学科交叉的创新团队，

拥有国际一流的装备设施，拥有 CNAS 专业资质，牵头制定《精细化工反应安

全风险评估规范》国家标准，反应安全风险研究、评估和数据应用经验丰富。

服务范围涵盖反应风险研究、反应安全风险评估、风险降级、风险控制、粉尘

安全性、物理危险性鉴定，以及工程化放大等，为企业提供全产业周期服务。

联系人：程春生

联系电话：13332482788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沈辽东路 8号

5.巴斯夫新材料有限公司检测中心安全技术实验室

巴斯夫新材料有限公司检测中心安全技术实验室隶属于巴斯夫亚太研发中

心,于 2012 年在上海成立，是巴斯夫化工集团在全球设立的三大安全实验室之

一。本实验室主要为巴斯夫亚太区的化工工艺安全提供咨询及技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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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北美的安全实验室采用统一的全球化质量标准及评估理念。自成立以

来，实验室已发展具备化工反应安全的综合评估能力，为巴斯夫集团下的大中

华区、印度、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三十多家子公司与合资

公司，近百家工厂进行过放热反应的风险评估、危险物质的测试分类、粉尘爆

炸的鉴别防护、系统超压的安全泄放、可燃有毒物质的扩散模拟等安全技术服

务。实验室技术团队还承担有关安全科技领域的研发工作，不断的更新知识体

系，开发用于安全评估的新工具和新方法。团队成员拥有强大的专业技术背景，

同时拥有几十年积淀的德国安全技术团队作为技术咨询顾问，定期与团队交流

安全工作经验。

联系人：王声洁

联系电话：18521573693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江心沙路 300 号

6.德凯质量认证（上海）有限公司

德凯质量认证（上海）有限公司隶属于德凯集团（DEKRA）。DEKRA 于

1925 年在德国柏林成立，致力于安全领域服务超过 90 年。德凯从 1986 年开始

为工业和学术机构提供固体粉料、化学品、静电危害、工艺热安全测试和分析

服务。在三大洲拥有多个实验室和大型测试设施，是过程安全测试和粉尘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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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测试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德凯质量认证（上海）的过程安全实验室拥有经

验丰富的专家团队和最先进的实验设备。实验室已拥有 GLP、CNAS、CMA 等多

个国际和国内资质认证证书，能够进行全面的化学反应危害、粉尘以及静电危

害的评估。在满足法规标准的前提下，实验室能够以革新性且实用的方法为客

户提供快速完整的解决方案。德凯质量认证采用最先进的测试技术和设备为客

户提供全面的过程安全测试服务，以确定过程材料的危害特性；提供专家咨询

服务以支持企业组织的良好过程安全管理实践；拥有专业的技术顾问团队致力

于评估和解决过程安全工程的问题；提供过程安全管理学院提供专业的培训服

务；并在安全文化、安全领导力以及行为安全方面提供评估和管理咨询服务。

联系人：周鹭

联系电话：13426396383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 250 号

7.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南京拓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与南京拓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长期紧密合作，本

联合机构是两家单位共同支持下的综合性科研单位，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创建于 1956 年，原直属化工部，是一个集多学科为一体的综合性化工研究开

发、工程应用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化工行业知名的科研院所。过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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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具有先进的量热失控测试设备，拥有全面完备的精细化工反应安全评估

能力，并获得 CNAS、CMA 资质认可。同时，公司具有检测、咨询、设计、工程

及认证资质和能力，不仅可以对现行工艺条件进行评估，以确保安全生产，而

且可以对工艺优化和项目工程化提出合理建议，提供专业的技术服务。南京拓

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从事过程安全管理（PSM）咨询、培训和技术服务的专

业公司。为许多能源、化工和制药等企业提供了过程安全管理（PSM）提升/危

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保护层分析（LOPA）、安全完整性等级评估

（SIL）、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等服务，尤其在过程安全管理领域，

始终处于行业的领先位置。

联系人：李晓雷/周秋梅

联系电话：13636591313/15952098593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 345 号/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关路 818 号美利

广场 915 室

8.上海合全药物研发有限公司工艺安全评估实验室

上海合全药物研发有限公司隶属于药明康德，是全球化的药物研发赋能平

台。其工艺安全评估实验室建立于 2006 年，是中国最早开展化工工艺安全研

究及评估的单位之一，于 2019 年获得 CNAS 在热分析检测领域的全参数认可。

实验室现有专职人员 40余人，专业仪器 30余套，评估能力覆盖物质热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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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热风险、超压系统泄放、机械感度及粉尘爆炸等多个领域，凭借着丰富的

工艺安全评估及工艺优化经验，工艺安全实验室持续为工厂安全生产护航。

联系人：范利

联系电话：18616301025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德林路 90号 79#楼 5 楼

9.索尔维投资有限公司检测中心

索尔维投资有限公司检测中心是索尔维集团在中国设立的综合型科研技术

服务平台之一，依托集团的技术优势和全球专家网络为客户提供高质量服务。

其工艺安全部门从 2007 年就采用模拟和实验验证相结合的方式从事包括本质

安全化工艺设计、气体及粉尘爆炸危险性分析、单双相流及反应体系的泄压阀

设计、危险场景后果模拟等方面的工作。检测中心还设立环境部门及分析部门，

可为各企事业单位提供全面和专业的环境、健康和安全（EHS）技术服务。

联系人：马莹莹

电话：18516063255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金都路 396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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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南京理工大学

以南京理工大学化工学院为技术和理论依托，以国家民用爆破器材质量监

督中心的质量体系和设施设备平台为运行和管理基础，严格遵守第三方检测机

构的运行原则，建立了完善的精细化工反应风险评估体系。“精细化工反应安

全风险评检测项目”于 2017 年 12 月通过了“三合一”评审，并于 2018 年 3

月先后获得国家中心授权、资质认定和实验室认可证书。自 2006 年以来，为

江苏、上海、浙江、江西、山东、四川、重庆、广东、安徽、湖南、河南、河

北、甘肃等 13 个省份百余家企业开展了测试与评估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化工

企业开展反应风险评估工作。

联系人：钱华/陈网桦

联系电话：13584060880/13851670846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街 20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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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南京泰华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泰华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骨干人员主要来源于科研院校及甲级化工

设计院，团队成员均为化工领域的工程专家及研究技术人员，公司具备化工过

程安全、化工工艺技术、反应热安全和热动力学分析技术能力，以及良好的实

验装备和数据仿真分析能力。同时公司与南京工业大学化工过程安全生产国家

总局重点实验室、南京工业大学城市与工业安全江苏省重点实验室战略合作，

实行人员、设备、数据资料共享，协同创新，开展精细化工反应风险评估工作。

公司近年来为十余家化工企业开展工艺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得到了企业的

认可。

联系人：周忠良

联系电话：13770787805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东北路 8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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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江苏安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安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化工安

全技术服务的高新科技企业。公司拥有安全评价资质（原国家甲级资质），职

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等，并主持起草了江苏省《安全现状评价导则》。公司工

程技术中心拥有先进的反应量热、粉尘爆炸和危化特性试验设备，具有全面的

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粉尘爆炸危害测试和化学品物理危害特性测试能

力，并获得了 CMA 和 CNAS 资质。

联系人：黄鹏/王跃

联系电话：13515212334/15896260011

地址：南通市人民中路 211 号大达国际商业广场 1号楼 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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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江苏国恒安全评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国恒安全评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检验检测（通过 CMA 和

CNAS 认证认可）、建设项目安全、职业卫生、环境影响评价、二级企业安全生

产标准化评审、军工涉密业务服务等资质（资格）为一体的综合性专业技术服

务机构。实验室配备有先进专业的反应评估仪器，可承担常/高温、常/高压多

类别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工作，为客户提供全面、专业、多元化的技术

服务。

联系人：许杰/路红华

联系电话：18951711480/15996230703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新城科技园君泰国际 E3 栋 1～3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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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浙江省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

浙江省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是浙江省内专门从事安全生产科学研究与技术

服务的综合性科研机构，行政隶属于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在化工过程安全领域

有近 20 年技术研究经历。浙江省应急管理科学研究院近年来以化学品安全为

主要技术研究和服务方向，以“化工反应风险评估”为核心，建成了省内最为

完善的化学品安全检测检验平台，系统开展化工过程安全风险评估领域科学研

究。目前，已为省内 20余家化工企业提供了化工反应风险评估技术研究服务。

联系人：冯桂

联系电话：13819487919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河下 77 号（西溪院区）/浙江省杭州市临

安区大园路 1555 号（青山湖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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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浙江大学-浙江化安安全技术研究院

浙江化安安全技术研究院是浙江省首家专门从事化学反应安全风险研究与

评估工作的第三方实验室，拥有 1300 多平米的反应安全研究实验室，技术依

托于浙江大学，建有浙江大学反应安全实验室（绍兴）、浙江化安—浙江工程

设计有限公司联合实验室、浙江化安—德国耐驰 NETZSCH 联合实验室和浙江化

安—英国赫尔 HEL 联合实验室。服务范围已涵盖浙江、江苏、山东、安徽、甘

肃、宁夏、新疆等 7 个省份，已为 10 多家化工园区提供了专业化服务，与 80

多家精细化工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已对 500 多个化学反应完成了反应安

全风险研究与评估工作。

联系人：谢刚

联系电话：13857501191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科技园科创大厦 A座 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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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分析测试中心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9 年成立，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和在市

场竞争中成长的理念。安环研究所隶属于研究院分析测试中心，2018 年建立后，

一直致力化工过程安全研究。拥有齐全的设备配置和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已

开展工艺安全评估 400 多批次、燃爆风险评估 50 多批次、危险工艺优化 30 余

项。能够为各类型企业提供全面的工艺安全评估及燃爆风险评估，配合开展工

艺安全优化研究。

联系人：王旭明

联系电话：13858590662

地址：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大道西路 4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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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杭州格致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格致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第三方检验检测高技术服务企业，专注

于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过程安全咨询、化工工艺优化、粉尘危害特性检测、

危险化学品鉴定分类、理化参数测定和化学能电池热安全测试等领域。公司获

得 CMA 资格认定和 CNAS 认证认可，拥有一支由国内外知名高校毕业的博士、

硕士人才组成的技术队伍。公司以世界领先的仪器设备和一流的人才队伍为广

大客户提供专业的反应风险评估和咨询服务。

联系人：陈磊侃

联系电话：18069858088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下沙街道医药港小镇和享科技中心 16幢 5楼

18.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艺安全实验室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艺安全实验室组建于 2009 年，是国内较早成立

的化工企业安全实验室之一。多年来实验室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

合，不断提升专业能力与技术水平。目前实验室已拥有多套世界领先的用于精

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与工艺优化的仪器，拥有一支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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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主要致力于联化科技整个集团公司的精细化工项目反应安全风险研究与安

全放大生产，为联化科技精细化工项目的安全生产提供有力支持与保障。

联系人：章周舜

联系电话：15888621025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经济开发区永椒路 8号

19.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HS 研究中心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公司总部建有国家认定的企业技

术中心、省级院士工作站、省内首家具有独立招收资格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公司 EHS 研究中心是省内最早通过 CNAS 认证的化学反应工艺安全评估平台之

一，具有开展化学反应安全风险评估的工作场所、研究设备、软件系统和专业

人员，具备一定的化学风险工艺改进的能力，已为国内多家知名医药化工企业

提供了化学反应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联系人：卢炯

联系电话：0576-88820273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路 4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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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台州学院医化过程安全风险评价中心

台州市生物医化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是中共台州市委、市政府为服务医药

化工产业建立的公共服务平台，公司化运作。先后获批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国家级专家服务基地、浙江省新型研发机构等，是国内较早从事安全风险

评估和工艺优化的服务机构，拥有多套反应安全评估和工艺优化设备，包括反

应量热仪（配有 60 公斤哈氏合金高压反应釜）、绝热加速量热仪、在线红外

光谱仪、微通道反应器等，仪器设备价值 6000 余万元。

联系人：武承林

电话：13586120611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市府大道 1139 号台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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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浙江华颀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颀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浙江工业大学国家化学原料药合成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化工过程安全研究所，专业从事精细化工过程安全研究和本质更安

全工艺的开发。公司拥有 CNAS、CMA 资质，建立了完善的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

险评估体系，配备了多套行业内最先进的检测设备和数据处理软件系统，可承

担常/高温、常/高压等各类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并可进一步开展

工艺优化，优化反应条件或改变工艺路线，帮助客户实现化工过程本质安全。

联系人：陈晓

联系电话：13706797676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长虹东街 926 号 1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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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常大-时立态合联合安全实验室

常大-时立态合联合安全实验室由常州大学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院与

浙江时立态合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组建的化工安全研究专业实验室，在化工与石

油化工安全技术和工艺安全性评估分析测试等方面具有 30 多年的研究经验。

实验室具备进行化学品及化工反应过程热安全性分析测试设备和软件系统，能

够开展氢化、氧化、烷基化、氯化、胺基化、硝化等多种类型反应风险评估，

可以为化工企业提供化工反应过程热安全性评估与工艺优化等一站式研究测试

服务。

联系人：邢志祥/倪伟中

联系电话：13401351898/13967590076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滆湖中路常州科教城东区测试楼 A 座/浙江省

绍兴市越城区畅和路 58号环保中心

23.浙江博安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博安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是由”国千”专家带头筹建，旨在利用实

验室先进的软硬件，结合多名安全领域合作专家的能力将化工生产过程中的危

害“可视化”，真正的识别出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潜在风险，并将本质安全化设

计进行全方面的推广。公司开展的业务包括反应风险评估、HAZOP 和 LOPA 情

景模拟数据支撑、生产条件突变的后果模拟与事故仿真以及本质安全化的工艺

设计、优化。旨在从多方面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安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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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葛长芝

联系电话：17336240772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画溪大道长兴生命科学园 A 栋四楼

24.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艺安全实验室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艺安全实验室依托公司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设立对外开放的公共服务平台。实验室通过了 CNAS 认证，面向企业、机构开

展制药、精细化工、新材料合成等领域的风险评估工作，通过过程筛选、工艺

优化等手段确定风险等级，并提出改进方案，提升企业本质工艺安全。实验室

配备了多台（套）用于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和工艺研究的先进设备和系统分析软

件，具有较强的技术服务能力，为国内医化企业提供针对性的专业化服务。

联系人：王梓臣

联系电话：13586117676

地址：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头门港新区东海第五大道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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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工艺安全评估中心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工艺安全评估中心始建于 2018 年，中心建有

先进完备的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与工艺优化的仪器及相关配套分析检测

设备，拥有一支在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与工艺优化领域具有较高职业技

术素养和较为丰富经验的专业队伍，技术力量雄厚，并已通过 CNAS 认证认可。

中心立足新化股份内部、面向全国，可为用户提供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

化工工艺研究与优化、反应过程热安全评价等方面的技术服务。

联系人：刘承伟/陈攀

联系电话：15158829573/13675859210

地址：浙江省建德市洋溪街道新安江路 909 号

26.厦门大学-厦门熙宝源化工技术有限公司化工安全联合实验室

厦门大学-厦门熙宝源化工技术有限公司化工安全联合实验室具有 CMA 认

证资质。反应评估工作组拥有 28 人的评估专家小组，主要围绕精细化工装置/

项目中的反应单元操作的部分开展物性分析以及反应热机理测试，结合工艺危

害分析，提升项目/装置的本质安全。机构长期从事工艺危害分析（HAZOP、

LOPA、SIL 评估验证）及反应评估技术服务，拥有一批精干的专家团队，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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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导则（试行）》的原则对反应风险评估结果，

根据需要对反应工艺危险度比较高但必须实施产业化的项目开展工艺危害分析。

联系人：黄加乐/黄玖来

联系电话：13860184068/13126899995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 422 号

27.福建中检康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华侨大学化工工艺与本质安全研究所

中检集团与华侨大学长期以来合作密切，本联合机构是中检集团和华侨大

学共同支持下的化工安全领域的综合性科研单位，其中中检集团福建康泰测试

评价技术有限公司是中检集团福建公司（CCIC）的控股子公司,是福建省内规

模最大的安全及风险防控领域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是国内开展化工安全研究

及评估的早期单位之一，具备有多年各行业安全技术研究及相关技术服务的经

验，下属有福建中检康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福州现代安全科学研究院 2 家全

资子公司；集成了测试评价技术服务、检测与检测相关技术服务、安全技术服

务、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研究推广、安全产品研发等安全环保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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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为政府、工业园区、企业提供一站式安全技术专业服务。华侨大学化工工

艺与本质安全研究所依托华侨大学的化工和安全类专业建立，以实施科技兴安

战略，推动安全生产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为宗旨；以开展化工安全领域基础性、

综合性、前瞻性科学研究和解决重大事故预防、监控、预警和应急救援等重大

技术关键问题为主要方向。

联系人：陈桂友/刘勇军

联系电话：13805928256/13559222170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百花洲路 16 号/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集美大道

668 号

28.江西和元安全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和元安全科学技术有限公司是江西省内首家专业从事反应安全风险研

究与评估的第三方实验室。公司成立于 2018 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拥有

CNAS 证书与 CMA 证书。公司配备了多台套先进设备和专业分析软件用于反应安

全风险评估，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和技术服务能力。可承接低温/中温/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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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压/高压/回流等多类型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目前，已为多家精

细化工企业提供反应安全风险研究与评估服务以及工艺优化服务。

联系人：肖峻/王秀猛

电话：13307912026/13879110257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京东大道 698 号浙江大学科技园 C603～C605

号

29.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中国石化安全工程研究院

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中国石化安全工程研究院是国内最早开展化

工工艺安全研究及评估的单位之一，拥有化学品安全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具

备 CNAS、CMA、ISO9000、ISO14000、ISO18000 等多项认证，具备多年的研究

基础及实践经验，建有完整的工艺热危害、气相燃爆危害、粉尘燃爆危害的评

估试验设备及人员力量。2016 年以来，为多家化工企业的 50 余套装置，开展

了精细化工装置反应风险评估工作，涉及氧化、聚合、磺化、氯化、硝化等多

种反应类型，并对其中的高危工艺提出了工艺安全优化专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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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徐伟

联系电话：0532-83786595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 339 号

30.青岛青科英赛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青科英塞科技有限公司反应评估工作组主要技术负责人 2003 年开始

作为过程安全及反应动力学专家从事化工产品危险性分析、工艺危险性及安全

控制条件、化工过程本质安全化技术、化工生产过程中本质安全助剂开发、可

降解材料研究开发、化工过程的绿色化学技术研究开发等。先后主持 “硫化

亚铁自燃烧塔机理研究”“氨肟化装置安全性及控制方案研究”“环己酮、环

氧氯丙烷装置工艺危险性及安全解决方案研究”“双氧水装置工艺危险性及控

制方案研究”等课题 20 余项。目前开展的项目包括：化工原料、中间体、产

物的理化性质、热稳定性、绝热稳定性、爆炸极限、燃烧烟气及产物分析等相

关检测；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相关技术服务；对于具有不可运输性的工艺

（如氟材类的聚合工艺），英塞公司从客户角度出发，开展入厂检测服务，满

足客户需求。

联系人：谢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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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15505327173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郑州路 53号

31.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过程基础研究实验室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过程基础研究实验室隶属于万华化学研发中心，

于 2012 年正式成立。本实验室通过了国家 CNAS 资质认证，拥有国际领先的反

应危害评估软、硬件设施和经验丰富、素质过硬的过程安全专家团队。目前本

实验室已为万华化学和其他单位近百个自研和引进装置系统地完成了反应危害

评估、粉尘爆炸评估、应急泄放设计、定量风险评估和过程危害分析（HAZOP、

LOPA、SIL）等安全技术工作，提升了装置的本质安全水平。

联系人：胡爽/梁广荣

联系电话：18953558573/18953568275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亚路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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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山东润博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润博安全实验室建立于 2013 年，自建立来一直致力于工艺优化及过程开

发工作，并通过反应热风险评估，准确识别系统危害、改进安全设计、提升本

质安全水平。经过近 10 年的发展，团队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所服务的客

户分布于全国各地，得到政府专家的认可和客户的良好口碑。为加强专业性和

公正性，2021 年山东润博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公司愿通过客户导向

快速响应 持续奋斗 开放包容 团队协作 共享共赢的核心价值观，成为您的最

佳合作伙伴！

联系人：王建娜

联系电话：15665722802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综合保税区港兴三路北段 1 号济南药谷研发平

台区 2号楼 9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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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山东金特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金特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是山东特检科技有限公司（隶属山东特检集团）

全资子公司。公司拥有各类技术人才 20 余人，其中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 1 人、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 3 人、高级工程师 3 人；配备了多台套用于

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和化工工艺研究的先进设备和系统分析软件，具有较强的研

发能力和技术服务能力。可承担常/高温、常/高压（聚合、硝化、氯化等）多

类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公司通过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的 CNAS 实验室认可及检验机构认可，是国内极少数在该专业领域全参数通过

CNAS 认可的专业机构之一。公司立足山东、面向全国，可为用户提供精细化

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化工工艺研究与优化、反应过程热安全评价、化工生产

过程智能监测与控制等方面的技术服务。

联系人：姜仁龙

联系电话：13969006817

地址：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经济开发区龙女路 14 号(山东特检集团技术中

心大厦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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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隶属于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4 年开始进行精细化工工艺风险研究及评估工作。检

测中心获得分析测试、化工工艺风险评估 CNAS 认证认可，拥有多台套用于分

析检测、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化工工艺研究的先进设备，具有很强研发和技术

服务能力。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沉淀，检测中心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团队，

将竭诚为化工企业提供专业安全风险评估，为化工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联系人：李颖/牛纪胜

联系电话：18615176697/18866862698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春兰路 1177 号银丰生物城 3号地块 6 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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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山东省农药科学研究院产品检测中心

山东省农药科学研究院成立于 1966 年，隶属于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公益

事业单位。检测中心经 CNAS、CMA、GLP 认证，具有农业农村部认定的农药登

记资质。配置完善的量热仪器和软件分析系统，团队骨干在国家应急管理部反

应风险创新中心长期学习交流，在化工反应风险评估、安全评价、工艺优化、

微通道、分析检测等领域有丰富经验，能为政府、工业园区、企业提供一站式

专业技术服务。

联系人：丛云波

联系电话：15553132235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北园大街 2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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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湖南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有限公司

湖南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安全风险评估和技术服务的咨

询机构，同时也是国家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测检验与物证分析平台创建单位，已

通过 CMA 和 CNAS 认证认可，拥有一支在安全生产咨询服务、检验检测等领域

有较高技术素质和较为丰富经验的专业队伍，技术力量雄厚。实验室配备有专

业的反应评估仪器，人员具备丰富的危险化学品物性检测分析经验，已对湖南、

浙江、江西、福建等地企业的 50 余个反应工艺开展了物性分析以及反应热机

理测试，结合工艺危害分析，进行评估，达到了提升装置本质安全的目的。

联系人：陈力华

联系电话：13875880007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 2段 25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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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诺诚（深圳）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诺诚（深圳）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化学品登记中心华南实验室）是化学品

登记中心控股的下属实验室。化学品登记中心参与研究起草了《重点监管的危

险化工工艺目录》，熟悉 18 种重点监管的化工工艺的特征和评估方法。在化

学品登记中心和中国石化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的指导下，公司在化学品的 GHS

危险性鉴定、物质热分析、反应量热、反应动力学评估、热危害识别和模拟方

面建立了完备的仪器设备和技术能力，能为化工企业提供反应风险评估、工艺

危害识别、产品危险性鉴定、SDS 和标签编制、危化品登记合规咨询等服务。

联系人：黄飞

联系电话：13791801169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腾丰五路 2 号 A栋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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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重庆阁睿斯工程科技有限公司金锴安化学过程安全实验室

重庆阁睿斯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高端设备研发、设计、制造、施工

于一体的工程科技企业。聚焦于医药及相关精细化工领域，核心业务包括过程

安全评价与管理咨询、工程设计与施工；智能设备研发、设计与制造等三大板

块。公司建立了化学反应热安全测试与评价实验室，拥有多套精细化工反应安

全风险评估的仪器，是国内极少数在该专业领域全参数通过 CNAS 认可的专业

机构之一，也是首家在西南地区独立开展反应热安全风险评估的机构。

联系人：曹卫东/马宇驰

联系电话：15023392323/15002128190

公司地址：重庆市高新区高腾大道 1000 号 4 栋 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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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中蓝晨光成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中蓝晨光成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隶属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业务

范围为检测、标准化、工艺安全测试与评估服务、技术咨询等。现有资质“国

家合成树脂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工业塑料与化工新材料产品质量控制和技

术评价实验室”、“全国塑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国际标准化组织塑料技

术委员会（ISO/TC 61）”秘书处等。晨光检测经 CMA 资质认定和 CNAS 认可，

是具有 30多年检测经验的第三方检测实验室。

联系人：陈敏剑

联系电话：18080176663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倪家桥路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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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

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隶属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是我国最大的化学含能材

料研究中心，已通过国家检测实验室（CNAS）、国家计量实验室(CMA) 、国防

检测实验室(DILAC)和国军标（GJB 9001B-2009）认可认证，具备国家军工武

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二级保密资格，在火炸药等精细化工产品合成工艺研究、

产品理化性能研究和检测方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研究工作获得国家相关部委

的长期资助，并且建立了完备的反应安全性评估所需仪器设备平台，培养了一

支反应工艺安全性研究人才队伍，先后完成一系列单质炸药合成反应过程的安

全评估工作，突破了反应热精确测定、反应飞温失控机理分析、强放热反应过

程强化等关键技术，成功指导了产品的工程化制造，积累了丰富的精细化工反

应安全评估实践经验。近年来，响应国家“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将反应安全

性评估服务于民用精细化工产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联系人：李亚南

联系电话：13759900351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东路 16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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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定位于资源化学、新材料、分析与天然药

物创新研究基地，是重要且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国立研究机构。中科院兰州

化物所公共技术中心整合原有分析测试技术资源， 2008 年通过了“CNAS /CMA

/CAL”三合一管理体系，2009 年经中科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批准成立。中心建

有化学、材料、药物、能源、精细化工反应工艺优化技术平台和科学数据中心，

为全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分析测试和技术咨询服务，赢得了广泛的认可。

联系人：任伟

联系电话：13919034676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天水中路 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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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甘肃省化工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化工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至今已 57 年，是甘肃省内唯一一所

精细化工领域的开发类科研院所，行政隶属于甘肃省国资委。在精细化工行业

的实验室技术研发、中试放大、化工过程控制、分析检测等领域有近 30 年的

技术研究经历；实验室团队成员均为精细化工领域从事多年研究的工程技术专

家及研究技术人员，并配有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评价师、环境影响评价工程

师、注册咨询工程师。依托“甘肃省精细化工重点实验室”等 17个科技平台，

已建成省内最为完善的精细化工全过程研发产业链平台，具备化工过程安全、

化工工艺技术、反应热安全和热动力学分析技术能力，已为省内多家化工园区

提供安全、环保等方面的专业化服务，为 20 余家化工企业开展反应安全风险

评估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评估实践经验。

联系人：李卫平

联系电话：13893148079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古城坪 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