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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基础能力建设， 提高有色行业企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与防范能力， 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有效预

防、 遏制各类事故的发生， 特组织编写了《有色行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与防范指导手册》。

该手册结合了有色行业企业的安全特点， 针对易发生较大以上事故的生产作业场所、 环节、 部位和作业行为， 依据国

家、 行业法规、 标准和技术规范， 通过吸取相关事故教训， 运用对照经验法、 类比法、 事故分析法等方法， 提出了有色行业

企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的主要内容及其防范措施， 供有关企业在开展较大危险因素辨识及制订防范措施中参考， 供监管部门

作为重点执法检查内容参考。

由于有色行业品种众多， 工艺千差万别， 加之编写时间和水平所限， 本手册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 欢迎大家在参考使用

的同时， 多提宝贵意见， 以便于及时改进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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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行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与防范指导手册

一、 铜冶炼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一、 熔炼

（一）火法熔炼

１ 熔炼炉

（１）原料、 辅料水分进

入高温熔体。

灼烫

火灾

爆炸

（１）加入各冶炼炉的原料、 燃辅料应有专用厂房或仓库， 无厂

房或仓库的应有其他防雨、 防潮措施。

《铜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０）
《铜及铜合金熔铸安全

生产规范》（ＧＢ ３００８０）

（２） 耐火砖蚀损或掉

落， 高温熔体泄漏。
灼烫

火灾

（１）熔炼炉应配备重要工艺参数的测量装置， 测量数据传输至

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 应有出现炉体发红情况的应急处置设

施； 出现紧急情况应有风冷或其他应急处置设施炉体温度监

测报警。
（２）铜冶炼用炉窑冷却水系统须配备应急备用泵。
（３）加强炉体检查， 观察是否有发红现象； 密切关注耐火砖热

电偶温度的变化情况并作好记录； 调整工艺控制， 适当降低

渣型控制， 便于炉体挂渣。
（４）对炉墙变薄的部位加装轴流风机强制冷却。
（５）控制好炉渣磁性铁及熔池温度。

《铜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０）
《铜及铜合金熔铸安全

生产规范》（ＧＢ ３００８０）

（３）水冷件漏水进入炉

体高温熔体。
灼烫

火灾

（１）带有水冷件、 余热回收的冶炼炉， 应设置流量、 温度报警

装置。
（２）其参数应上传至自动控制系统。
（３）应有防止水进入炉内的安全设施（如： 切断阀、 水冷闸板、
泄流口等）。

《铜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０）
《铜及铜合金熔铸安全

生产规范》（ＧＢ ３０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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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４）喷枪运行系统、 氧

气、 油、 工艺空气管

路、 阀门失控造成二

氧化硫烟气泄漏。

中毒和窒息

（１）各冶炼炉应安装收尘及 ＳＯ２ 烟气收集处理系统。
（２）操作平台必须设立安全防护设施。
（３）现场安装二氧化硫烟气浓度监测装置。
（４）调整 ＩＤ 风机、 硫酸风机转速。
（５）硫酸系统风机与铜熔炼用炉间应有安全联锁装置。

《铜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０）
《铜及铜合金熔铸安全

生产规范》（ＧＢ ３００８０）

（５）炉内形成喷发性泡

沫 渣 时， 附 近 有 人、
有可燃物体接触， 遇

水爆炸。

灼烫

火灾

其他爆炸

（１）易受高温辐射、 炉渣喷溅或物体撞击的梁柱结构和墙壁、
设备、 操作室等， 应有隔热、 防撞击设施。
（２）应设置熔体泄漏后能够存放熔体的安全设施， 如安全坑、
挡火墙、 隔离带等。
（３）储备一定数量的应急处置物资， 如灭火器、 沙袋、 防火服

等。

《铜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０）
《铜及铜合金熔铸安全

生产规范》（ＧＢ ３００８０）

２ 火法精炼炉

（１）原料、 辅料高水分

入炉。

其他爆炸

火灾

中毒和窒息

（１）加入各冶炼炉的原料、 燃辅料应有专用厂房或仓库， 无厂

房或仓库的应有其他防雨、 防潮措施。
（２）进料前， 相关作业人员应对入炉原料、 辅料进行检查， 确

保安全， 方可进料。

《铜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０）
《铜及铜合金熔铸安全

生产规范》（ＧＢ ３００８０）

（２）大面积停电。
火灾

灼烫

中毒和窒息

（１）倾动式精炼炉窑应配备应急电源或发电装置； 具备紧急停

车装置。
（２）工艺用风的流量、 压力与炉子倾动角度应有联锁控制装

置。
（３）应设置熔体泄漏后能够存放熔体的安全设施， 如安全坑、
挡火墙、 隔离带等； 并储备一定数量的应急处置物资， 如灭

火器、 沙袋、 防火服等。
（４）冶金炉窑周围不应有易燃易爆物质， 并确保安全通道畅

通。

《铜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０）
《铜及铜合金熔铸安全

生产规范》（ＧＢ ３０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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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３）水冷件漏水， 进入

炉内。

其他爆炸

火灾

中毒和窒息

（１）带有水冷件、 余热回收的冶炼炉， 应设置流量、 温度报警

装置， 其参数应上传至自动控制系统。
（２）应有防止水进入炉内的安全设施（如： 切断阀、 水冷闸板、
泄流口等）。
（３）水冷构件应进行日常点检、 维护。

《铜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０）
《铜及铜合金熔铸安全

生产规范》（ＧＢ ３００８０）

（４） 耐火砖蚀损或掉

落， 炉体发红或高温

熔体泄漏。

其他爆炸

火灾

中毒和窒息

（１）精炼炉应配备炉体耐火砖厚薄度测量的设施、 装置及措

施。
（２）出现炉体发红情况应有风冷或其他应急处置设施。
（３）铜冶炼用炉窑冷却水系统应配备应急备用泵。
（４）加强检查， 定期测量炉体各方位温度， 观察炉内掉砖情

况， 当出现温度过高或炉体局部发红， 及时报告处理。
（５）应设置熔体泄漏后能够存放熔体的安全设施， 如安全坑、
挡火墙、 隔离带等； 并储备一定数量的应急处置物资， 如灭

火器、 沙袋、 防火服等。
（６）冶金炉窑周围不应有易燃易爆物质， 并确保安全通道畅

通。

《铜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０）
《铜及铜合金熔铸安全

生产规范》（ＧＢ ３００８０）

３ 阳极浇铸系统
（１） 高温熔体遇水爆

炸。

灼烫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阳极浇铸系统应有防爆、 防灼烫防火灾、 防泄漏措施。
（２）浇铸阳极板前， 确保溜槽、 中间包、 浇包、 铜模干燥。
（３）浇铸过程中应有相应的模温控制设施或相应的控制措施，
确保在浇铸位铜模无积水。
（４）烘烤溜槽、 浇包等辅助设备应有相应的安全控制设施。
（５）应设置蒸汽收集及排气装置。
（６）浇铸操作室应有相应的防铜水喷溅进入室内的设施， 如操

作室窗户使用夹胶玻璃或铁丝网。
（７）浇铸系统配置有液压站的应与高温区进行隔离， 液压油应

设置油温、 油压报警装置及液位检测装置。
（８）固定式铜冶炼炉的排放口应配置堵口工具、 设施或装置。

《铜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０）
《铜及铜合金熔铸安全

生产规范》（ＧＢ ３００８０）

—３—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４ 余热锅炉 （１）余热锅炉爆炸。
锅炉爆炸

火灾

中毒和窒息

（１）余热锅炉与铜熔炼用炉间应有安全联锁装置。
（２）余热锅炉不正常信号（水流量低、 汽包液位低）反馈给铜熔

炼用炉自动化控制系统， 保证铜熔炼用炉实现自动停产。
（３）余热锅炉或汽化冷却装置安全附件、 监测控制设施完备；
给水系统必须有备用装置， 并实现安全联锁控制； 余热锅炉

系统有强制循环泵的必须配备备用泵， 泵实现双回路供电，
并根据重要工艺参数（流量、 温度、 压力等）实施可靠的安全

自启联锁。

《铜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０）
《铜及铜合金熔铸安全

生产规范》（ＧＢ ３００８０）

二、 湿法精炼

（一）湿法精炼

１ 精炼 （１）电解液泄漏。 中毒和窒息

（１）电解相关构建筑物应做防腐处理。
（２）在浓酸储存处应设置防泄漏设施。
（３）应配置安全存放电解液的设施； 存放设施应能满足紧急停

电时电解液的存放； 需设置应急泵类设施。
（４）电解车间槽面和浓酸储存处应设置应急冲洗装置。

《铜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０）
《铜及铜合金熔铸安全

生产规范》（ＧＢ ３００８０）

２ 净化
（１）酸雾、 砷化氢超过

岗位限值。
中毒和窒息

（１）电积脱砷厂房应设抽风系统， 槽面抽风系统与硅整流应设

联锁装置。
（２）电解液循环系统应设置酸雾排空装置。

《铜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０）
《铜及铜合金熔铸安全

生产规范》（ＧＢ ３００８０）

三、 公共部分

（一）建构筑物

１
厂房、 烟 囱 等

高大建构筑物

（１）厂房、 烟囱等高大

建构筑物未进行防腐

处理。
坍塌 （１）接触酸、 碱等腐蚀类物质的建构筑物应进行防腐处理。

《有色金属工业厂房结

构 设 计 规 范 》 （ ＧＢ
５１０５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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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槽、 罐地基下沉。
坍塌

其他伤害

（１）厂址应具有良好工程和水文地质条件， 应避开断层、 淤泥

层、 地下河道、 塌陷、 岩溶、 膨胀土地区等不良地质地段及

地下水位高且有侵蚀性的地区。
（２）施工隐蔽工程应由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三方共

同审查验收， 经验收合格， 方可进行隐蔽。
（３）建设工程项目竣工后， 应按规定进行安全设施验收合格

后， 方可投入正常运行。
（４）出现不均匀沉降状况， 应立即排料停用隔离并组织处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

范》（ＧＢ ５０００７）
《有色金属工业厂房结

构 设 计 规 范 》 （ ＧＢ
５１０５５）

（二）特种设备

１ 特种设备

（１）设备及其安全装置

未按规定开展定期检

验、 检 测、 维 修、 保

养及大修。

火灾

（１）特种设备应由符合国家相应资质要求的专业单位设计、 生

产、 安装、 维修， 经具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机构检验合格， 并

取得安全使用证或标志方可使用。
（２）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对在用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 安全

保护装置、 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仪表进行定期校验、
检修， 并作出记录。 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

备， 不得继续使用。
（３）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对在用设备进行自行检查， 日常维护保

养时发现的异常情况， 应当及时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

设备法》 （主席令第 ４
号）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

例》 （国务院令第 ５４９
号）

２ 起重机械

（１）吊运熔融金属起重

机是非冶金铸造起重

机或不满足强制性安

全技术条件。

火灾

起重伤害

其他爆炸

（１）吊运熔融金属起重机应使用符合冶金铸造起重机相关安全

装置要求： ①起重机起升机构的每套驱动系统应设置两套独

立的工作制动器； ②应设置起重量限制器； ③应设置不同形

式的上升极限位置的双重限位器， 并能控制不同的断路装置；
④起升高度＞２０ｍ 时， 还应设置下降极限位置限位器； ⑤额定

起重量＞２０ｔ 应设置超速保护装置； ⑥司机室和工作通道的门

应设连锁保护装置； ⑦大车行走机构应设置限位器和缓冲器

以及止挡装置等。

《起重机械安全技术监

察规程 －桥式起重机》
（ＴＳＧ Ｑ０００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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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起重机械功能缺失

或失效。

触电

起重伤害

高空坠落

（１）严格执行起重机械、 吊具检修、 维护、 专检、 点检、 巡

检、 月检、 周检、 日常性检查管理制度， 吊具必须在其安全

系数允许范围内使用。
（２）吊车必须装有能从地面辨别额定荷重的标识， 严禁超负荷

运行。 吊车滑线必须安装通电指示灯或采用其他标识带电的

措施。 滑线必须布置在吊车司机室的另一侧； 若布置在同一

侧， 必须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３）吊车必须设有下列安全装置： ①吊车之间防碰撞装置； ②
大、 小行车端头缓冲和防冲撞装置； ③过载保护装置； ④主、
副卷扬限位、 报警装置； ⑤登吊车信号装置及门联锁装置；
⑥露天作业的吊车必须设置防风装置； ⑦端梁内侧应设置安

全防护设施。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ＧＢ ６０６７）

（３）违规起重作业。
火灾

灼烫

起重伤害

（１）起重作业应按规定路线进行。
（２）起重机启动和移动时应发出声响与灯光信号， 吊物不应从

人员头顶和重要设备设施（操作室、 易燃易爆气体管道及设

施）上方越过； 吊运时， 吊车司机必须鸣笛， 严禁同时操作

大、 小车； 不应用吊物撞击其他物体或设备； 吊物上不应有

人。
（３）起重作业应遵循国家标准对现场指挥人员和起重机司机所

使用基本信号和有关安全技术规定。 起重机指挥人员应易于

被起重机司机所识别。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ＧＢ ６０６７）
《起重吊运指挥信号》
（ＧＢ ５０８２）

３
压力 容 器、 管

道

（１）超压使用、 安全装

置缺失或失效。

火灾

物体打击

容器爆炸

（１）容器、 管道的设计压力应当不小于在操作中可能遇到的最

苛刻的压力与温度组合工况的压力。 容器、 管道不应超压运行。
（２）应按规定设置安全阀、 爆破片、 紧急切断装置、 压力表、
液面计、 测温仪表、 安全联锁等安全装置。
（３）应按规定设置安全阀、 爆破片、 阻火器、 紧急切断装置等

安全装置。
（４）容器、 管道使用单位应当在工艺操作规程和岗位操作规程

中， 明确提出容器、 管道的安全操作要求。

《压力容器使用管理规

则》（ＴＳＧ Ｒ５００２）
《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

察 规 程 － 工 业 管 道 》
（ＴＳＧ Ｄ０００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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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三）消防

１
易发生火灾的

建（构）筑物

（１）未设置自动火灾报

警装置， 未设消防水

系统与消防通道。
火灾

（１）主控室、 电气间、 电缆隧道、 可燃介质的液压站等易发生

火灾的建构筑物， 应设自动火灾报警装置， 应设置消防水系

统与消防通道， 并设置警示标志。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６）

（２）车间主控楼（室）等
要害部位的疏散出口

未按要求设置 ２ 个安

全出口。

火灾

其他伤害

（１）车间主控楼（室）、 主电室、 配电室、 电气室、 电缆夹层、
地下油库、 地下液压站、 地下润滑站、 地下加压站等要害部

位的疏散出口必须按规定设置 ２ 个安全出口； 主控楼（室）、
主电室、 配电室等、 电气室面积小于 ６０ｍ２ 时； 建筑面积不超

过 ２５０ｍ２ 的电缆夹层及不超过 １００ｍ２ 的地下电气室、 油库、
地下液压站、 地下润滑站（库）、 地下加压站且无人值守的，
可设一个， 其门必须向外开。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６）

（四）电气

１ 电气设备

（１）易燃易爆场所未设

置防爆电器或防爆电

器相应等级不够。

触电

火灾

其他爆炸

（１）防爆场所应配用防爆电器。 应根据爆炸性危险区域的等级

及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级别、 组别， 正确选择相应类型的级

别和组别的电气设备， 并应安装漏电保护装置。 敷设的配电

线路必须穿金属管保护。
（２）每层厂房应设独立电源箱， 使用断路保护器。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

置 设 计 规 范 》 （ ＧＢ
５００５８）

（２）临时线路未装总开

关控制和漏电保护装

置。
触电

（１）临时线路敷设符合安全要求， 应安装总开关控制和漏电保

护装置。
（２）临时用电设备 ＰＥ（保护接地线）连接可靠。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５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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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
主电 室、 电 气

室、 配电室

（１）电气盘、 箱、 柜安

全防护装置缺失。
火灾

触电

（１）电气盘、 箱、 柜必须设置设备编号、 当心触电标识、 单线

系统图、 接地和接零标识。
（２）相序线及接线标识规范、 柜门保护接地并牢靠、 接线位和

母牌等裸露部位均有有机玻璃罩、 穿线孔应封堵、 线路应横

平竖直、 固定有序。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５４）

（２）高、 低压电气柜前

未铺设绝缘胶板， 使

用不合格安全用具。
触电

（１）高压柜前必须铺设绝缘胶板。
（２）高压试电笔、 绝缘手套、 绝缘套鞋、 接地线、 等电工工具

和防护用品必须按检验标准要求送检， 并张贴检测标识， 确

保有效。

《电 业 安 全 工 作 规 程

（发电厂和变电所电气

部分）》（ＤＬ ４０８）

３ 电缆隧道

（１）可燃气体、 液体管

道穿越和敷设于电缆

隧（廊）道或电缆沟。
火灾

（１）可燃气体、 液体管道严禁穿越和敷设于电缆隧（廊）道或电

缆沟。
（２）氧气管道不得与燃油管道、 腐蚀性介质管道和电缆、 电线

同沟敷设。
（３）动力电缆不得与可燃、 助燃气体和燃油管道同沟敷设。

《有色金属工程防火设

计规范》（ＧＢ ５０６３０）

４
燃气 （油） 管道

和钢制储罐

（１）未设防静电装置和

避雷装置。

火灾

容器爆炸

其他爆炸

（１）露天设置的可燃气体、 可燃液体钢制储罐必须设防雷接

地。
（２）输送氧气、 乙炔、 煤气、 氢气等可燃或助燃的气体、 液体

管道必须设置防静电装置。 每隔 ８０ ～ １００ｍ 应重复接地， 进车

间的分支法兰处也应接地。

《有色金属工程防火设

计规范》（ＧＢ ５０６３０）

（五）危险作业

１
二氧化硫等有

毒有害气体危

险区域

（１）进入危险区域未佩

戴个人防护用具。
中毒和窒息

（１）进入有毒有害气体容易聚集场所应监测合格后， 携带便携

式毒害气体泄漏监测仪， 佩戴防毒面具。 含尘岗位应佩戴口

罩或面具。 有毒有害气体工作场所必须备有必要的联系信号

及风向标志等。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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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 有限空间作业

（１）进入有限空间未执

行“先通风、 后检测，
再作业”规定。

中毒和窒息

（１）作业人员必须经过安全教育培训， 了解有限空间存在的风

险。 应指派专人全程监护， 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和有限

空间管理牌。
（２）进入有限空间必须坚持“先通风、 后检测、 再作业”的原

则， 经氧含量和有毒有害气体含量检测至合格水平， 作业人

员方能进入。
（３）保持有限空间出入口畅通和强制通风。 作业前、 后， 必须

清点作业人员和工器具。 进入有限空间应携带氧含量报警仪。
（４）严禁盲目施救。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

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

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５９
号）
《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

程》（ＧＢ ８９５８）

３ 动火作业
（１）防范措施落实不到

位。
火灾

其他爆炸

（１）防火区内施工应办理动火审批手续。
（２）不应携带火种进入防火区域。
（３）重点防火岗位检修维护设备应使用防爆工具。
（４）作业现场应配备适宜数量的灭火设施。

《生产区域动火作业安

全规范》（ＨＧ ３００１０）

（六）检维修和清理作业

１ 检维修作业

（１）检维修无安全施工

方案， 停机未执行操

作牌、 停电牌制度。

高处坠落

车辆伤害

（１）设备检维修和清理工作应制定安全施工方案， 进行安全交

底， 严格执行工作票制、 安全确认制度、 挂牌制、 监护制、
锁具制， 做好现场的安全措施和现场的安全交底。
（２）检修之前应有专人对电、 煤气、 蒸汽、 氧气、 氮气等要害

部位及安全设施进行确认， 预先切断与设备相连的所有电路、
风路、 氧气管道、 煤气管道、 氮气管道、 蒸汽管道、 喷吹煤

粉管道及液体管道， 并办理有关检修、 动火审批手续。

《化学品生产单位设备

检修 作 业 安 全 规 范 》
（ＡＱ ３０２６）

（２）检修过程未落实检

维修作业方案。

火灾

高处坠落

机械伤害

（１）检修中应按检修方案拆除安全装置， 并有安全防护措施。
安全防护装置的变更， 应经安全部门同意， 并应作好记录归档。
（２）高处作业应佩戴安全带， 应设安全通道、 梯子、 支架、 吊

台或吊盘， 不应利用煤气管道、 氧气管道作起重设备的支架。
高处检修管道及电气线路， 应使用乘人升降机， 不应使用起

重卷扬机类设备带人作业。

《化学品生产单位设备

检修 作 业 安 全 规 范 》
（ＡＱ ３０２６）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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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３）检修结束未按程序

进行试车， 安全装置

未及时恢复。

火灾

机械伤害

其他爆炸

（１）设备检修完毕， 应先做单项试车， 然后联动试车。 试车

时， 操作工应到场， 各阀门应调好行程极限， 做好标记。
（２）设备试车， 应按规定程序进行。 施工单位交出操作牌， 由

操作人员送电操作， 专人指挥， 共同试车。 非试车人员， 不

应进入试车规定的现场。
（３）检修完毕， 安全装置应及时恢复。

《化学品生产单位设备

检修 作 业 安 全 规 范 》
（ＡＱ ３０２６）

２ 承压设备检修
（１） 承压设备带压作

业。

灼烫

触电

机械伤害

（１）检修承压设备前， 应将压力泄放到常压状态； 带料承压管

道、 容器不应重力敲打和拉挂负重； 拆卸管道及槽罐人孔等，
应将料、 风、 汽、 水排空； 作业时不应垂直面对法兰， 防止

物料喷出。

《化学品生产单位设备

检修 作 业 安 全 规 范 》
（ＡＱ ３０２６）

３ 炉窑改造
（１）炉窑改造由无资质

单位施工。

物体打击

机械伤害

其他爆炸

（１）炉窑改造应当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施工。
（２）使用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在施工前应当制定重大维修方案，
重大维修方案应当经过使用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

《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

资 质 标 准 》 （ 建 市

［２００７］７２ 号）

（七）厂内运输

１ 皮带运输机

（１）皮带运输机事故开

关、 紧急拉绳等安全

装置缺失、 损坏或失

效。

火灾

机械伤害

（１）带式输送机应有防打滑、 防跑偏和防纵向撕裂的措施以及

能随时停机的事故开关和事故警铃； 头部应设置遇物料阻塞

能自动停车的装置； 首轮上缘、 尾轮及拉紧装置应有防护装

置； 煤粉输送系统应设除铁器和杂物筛。
（２）带式输送机运转期间， 不应进行清扫和维修作业， 也不应

从胶带下方通过或乘坐、 跨越胶带。

《带 式 输 送 机 安 全 规

范》（ＧＢ １４７８４）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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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氧化铝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一、 生料磨制

１ 石灰炉

（１） 清理炉或处理结

瘤。

灼烫

高处坠落

中毒和窒息

（１）检修炉、 窑应停电， 上料箕斗应挂牌、 上锁。
（２）进行炉壁结疤清理时， 应自上而下进行。
（３）不停风清理炉或处理结瘤， 必须两人同时进行。 作业前应

对作业现场进行一氧化碳气体、 氧含量监测， 符合安全标准

方可进行作业。
（４）石灰炉炉体及卷扬、 下料漏斗、 布料器等应定期进行检

查， 设备出现裂纹、 破损、 炉体焊缝开裂、 明显变形、 机械

失灵、 衬砖损坏等应报修或报废。

《氧 化 铝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３０１８６）

（２）清理洗涤塔、 二氧

化碳管道。
中毒和窒息

（１）清理洗涤塔、 二氧化碳管道等应制定可靠措施及事故应急

预案， 由专人负责， 隔绝炉气， 二氧化碳管道设明显断开点。
（２）停风后， 开压缩机抽气半小时、 并对作业现场进行一氧化

碳气体、 氧含量监测， 符合安全标准后方可工作。 进入洗涤

塔、 二氧化碳平管， 应两人以上在现场， 有人监护， 进入一

次时间不超过 １０ 分钟。

《氧 化 铝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３０１８６）

二、 料浆配制

１ 磨机

（１）磨机及附属设施零

部件不齐全、 有松动

和缺陷。

物体打击

机械伤害

高处坠落

（１）磨机及附属设施应定期检查， 设备零部件应齐全， 紧固可

靠， 无缺陷。
（２）磨机装球时应确认磨内无人， 人员距料斗落点 ２ 米以外。
紧固磨门或磨体螺栓， 应使用专用紧固扳手， 磨机上端作业

时应采取防坠落措施。

《氧 化 铝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３０１８６）

（２）更换衬板作业。
物体打击

机械伤害

（１）磨内检修时磨外必须有人监护。 衬板拆卸时要同时拆除相

应的端部衬板， 保证作业过程安全。
（２）磨机底部必须进行有效的安全隔离， 挂好警示牌， 并采取

壁垒措施； 防止无关人员误入危险区域。

—１１—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３）作业人员进入磨机后禁止开动“慢拖”， 同时必须在“慢
拖”开关上悬挂“禁止起动”的警告标志。 如需开动“慢拖”，
必须通知磨内人员全部撒出， 并经过检查确认磨内、 磨底无

人后方可开动， 此项工作要指定专人负责。
（４）吊运衬板时， 吊斗、 吊钩下严禁站人。 起重指挥作业必须

由专业持证人员完成。
（５）检修结束时应把拆下的衬板全部清出磨外。

《氧 化 铝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３０１８６）

２ 布袋收尘器
（１）进入收尘器内检修

或清理更换布袋。
中毒和窒息

（１）应先停风机和反吹风机， 后卸风管。
（２）对收尘器内一氧化碳气体、 氧含量进行监测， 一氧化碳气

体含量在 ３０ｍｇ ／ ｍ３ 以下， 氧含量大于 １９ ５％后方可清理或更

换收尘布袋。

《氧 化 铝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３０１８６）

三、 熟料烧结

１ 熟料窑

（１） 窑体出现裂纹破

损、 焊缝开裂、 明显

弯曲变形、 衬砖损坏。

灼烫

机械伤害

（１）熟料窑应定期检查， 窑体出现裂纹破损、 焊缝开裂、 明显

弯曲变形、 衬砖损坏等应检修处置。
（２）停窑清理耐火砖及附着物应执行停电挂牌制度， 单人不应

入窑作业。
（３）新换砖点火烘窑时， 应打开窑尾立烟道门， 防止煤粉在电

收尘系统积存燃烧、 爆炸。
（４）熟料窑料泵必须设置压力检测、 超压报警、 自动停车等安

全装置。

《氧 化 铝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３０１８６）

（２）喷煤时窑头站人或

通过。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喷煤时窑头不应站人或通过， 以防回火伤人。
（２）窑内温度高或有明火， 试送煤系统设备应提前开启排风机

转窑， 以防止放炮。
（３）排风机故障停止运转， 应立即停止向窑内喷煤。

《氧 化 铝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３０１８６）

—２１—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 电收尘器 （１）超载、 超温运行。 触电

（１）电收尘不应超载、 超温运行。 运行中不应转动升压开关或

空载运行， 防止过电压伤人、 损坏设备。
（２）高压运行中， 不应打开保护网门和整流室门。
（３）高压静电收尘接触高压部分应先行放电。

《氧 化 铝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３０１８６）

四、 脱硅

１ 脱硅机
（１） 机体出现焊缝开

裂、 腐蚀、 凸凹变形。
淹溺

中毒和窒息

（１）脱硅机及附属设施应定期检查、 检测， 机体出现焊缝开

裂、 腐蚀、 凸凹变形、 超过规定使用年限等， 应报修或报废。
（２）出现密封泄漏或管道破裂， 应立即切断料源、 气源等， 待

机内压力降至零确定无泄露后方可处理。
（３）检修脱硅机应对机内进行断料加盲板， 并停电挂牌、 通

风， 待机内氧含量大于 １９ ５％后， 方可检修。

《氧 化 铝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３０１８６）

五、 溶出

１ 溶出器

（１）溶出器超压运行、
堵塞。

灼烫

容器爆炸

（１）溶出器、 料浆管道等压力容器、 管道应设 ２ 个安全阀。 高

压管道法兰应设置防护罩。
（２）对溶出系统压力、 温度及液位等参数进行检测监控， 应有

相应联锁系统， 不应超压运行、 带压检修。
（３）溶出器及安全设施应定期检查， 带压管道不应外力击打。
溶出器堵塞不应高压冲击， 应泄压后清理。
（４）溶出器停用， 清扫管内余料应缓慢， 应降低稀释槽液位，
防止物料溢出伤人。

《氧 化 铝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３０１８６）

（２）隔膜泵、 油隔泵未

设安全保护设施。
灼烫

容器爆炸

（１）隔膜泵、 油隔泵等进出料部位应设置进出料补偿器等措

施， 确保系统压力稳定。
（２）泵本体应设置超压报警、 跳停和油系统自动卸压等安全保

护设施运行良好。

《氧 化 铝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３０１８６）

—３１—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３）酸储罐泄漏。
灼烫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酸洗作业应按酸加入水的原则进行。
（２）酸储罐应设防泄漏围堰， 周围应有明显的警示标示， 半径

１５ 米内应设紧急冲洗、 喷淋装置。
（３）溶出器、 酸槽等动火作业前， 应用水冲洗干净， 卸开管道

通风放气。

《氧 化 铝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３０１８６）

２ 熔盐炉

（１）熔盐接触酸碱有机

物， 装卸过程存在撞

击摩擦。

灼烫

火灾

（１）应定期检查熔盐炉及相关设施， 设备零部件应齐全， 紧固

可靠， 无缺陷。
（２）熔盐应分开放置， 不应接触酸、 碱等有机物。 避免受热、
受潮、 阳光暴晒， 应置于阴凉、 干燥、 通风处。 发生火灾应

先用砂土灭火。
（３）装卸熔盐不应摩擦撞击。 混盐应避免混入异物。 所用工具

应采用硬质实木， 如有掉屑应及时更换。

《氧 化 铝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３０１８６）

六、 沉降、 分解

１
沉降 槽、 分 解

槽
（１）防坠落措施不全。

淹溺

高处坠落

（１）定期检查槽体基础沉降状况， 有异常及时处理。
（２）槽体出现焊缝开裂、 腐蚀、 破损、 明显变形、 机械失灵应

报修或报废。
（３）人员聚集场所（休息室、 操作室等）不应设置在槽体下方及

紧邻周边。
（４）碳分槽、 种分槽开启人孔， 检查出料阀、 拆卸三通， 应确

认槽内无料方可作业。

《氧 化 铝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３０１８６）

七、 蒸发

１ 蒸发器

（１）蒸发器酸洗后未经

置换、 通风， 即开始

动火作业。

灼烫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蒸发器及附属设施应定期检查、 检测， 机体出现焊缝开

裂、 腐蚀、 凸凹变形、 超过规定使用年限等， 应报修或报废。
（２）蒸发器酸洗后未经置换、 通风， 不应动火作业。

《氧 化 铝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３０１８６）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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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八、 焙烧

１ 焙烧炉

（１） 炉体出现焊缝开

裂、 明显变形， 监控

装置和衬砖损坏。

灼烫

火灾

中毒和窒息

（１）焙烧炉及相关设施应定期检查， 炉体焊缝开裂、 明显变

形、 监控装置和衬砖损坏、 超过规定使用周期， 应报修或报

废。
（２）焙烧炉煤气放散管应高出厂房高度 ４ 米以上。

《氧 化 铝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３０１８６）

九、 煤粉磨制

１ 煤粉磨

（１）磨机及附属设施零

部件不齐全， 有松动

和缺陷。

火灾

其他爆炸

（１）磨机及附属设施应定期检查， 设备零部件应齐全， 紧固可

靠无缺陷。 煤粉容器、 管道应设卸压孔。
（２）磨机检修时， 应关闭熟料窑热风管道。
（３）应定期清理现场粉尘， 防止自燃。 磨机进料管、 粗粉分离

器、 磨出口管道不应积存原煤和煤粉。 制粉系统和输煤管道

停用时应吹扫除粉。

《氧 化 铝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３０１８６）

（２）携带易燃品进入制

粉岗位。
火灾

其他爆炸

（１）不应携带汽油、 煤油、 酒精、 橡胶水等易燃品进入岗位和

操作室。 棉纱和带油污的杂物应放入指定的带盖容器内， 防

止混入生产流程。
（２）不应穿化纤工作服进入制粉检修区域。

《氧 化 铝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３０１８６）

２ 煤粉仓

（１）煤粉仓内未设置二

氧化碳灭火系统、 充

氮系统以及在线监控

和报警系统。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在煤粉储仓等容器内设置二氧化碳灭火和充氮系统， 并保

证该系统处于随时可用状态。 应设置在线监控装置、 报警系

统， 并确保安全运行有效。
（２）煤粉仓检修应将煤粉全部排空， 自然通风 ２ 小时以上， 监

测仓内一氧化碳气体、 氧含量在安全范围内， 扎好安全绳，
方可进入。 应二人以上同时入仓工作， 并另设专人仓外监护。

《氧 化 铝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３０１８６）

—５１—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十、 公共部分

（一）建构筑物

１
厂房、 烟 囱 等

高大建构筑物

（１）厂房、 烟囱等高大

建构筑物未进行防腐

处理。
坍塌 （１）接触酸、 碱等腐蚀类物质的建构筑物应进行防腐处理。

《有色金属工业厂房结构

设计规范》（ＧＢ ５１０５５）

（２）槽、 罐地基下沉。
坍塌

其他伤害

（１）厂址应有良好工程和水文地质条件， 应避开断层、 淤泥

层、 地下河道、 塌陷、 岩溶、 膨胀土地区等不良地质地段及

地下水位高且有侵蚀性的地区。
（２）施工隐蔽工程应由建设、 监理和施工单位三方共同审查验

收， 经验收合格， 方可进行隐蔽。
（３）建设工程项目竣工后， 应按规定进行安全设施和安全条件

验收合格后， 方可投入正常运行。
（４）出现不均匀沉降状况， 应立即排料停用隔离并组织处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

范》（ＧＢ ５０００７）
《有色金属工业厂房结

构 设 计 规 范 》 （ ＧＢ
５１０５５）

２
煤粉 制 备、 重

油库等易燃易

爆场所

（１）粉尘爆炸场所未设

置通风除尘系统、 未

选用防爆电器、 未落

实防雷防静电措施。

火灾

其他爆炸

（１）按标准规范设计、 安装、 使用和维护通风除尘系统， 每班

按规定检测和规范清理粉尘， 在除尘系统停运期间和粉尘超

标时严禁作业。
（２）按规范使用防爆电气设备， 落实防雷、 防静电等措施， 保

证设备设施接地， 严禁作业场所存在各类明火和违规使用作

业工具。
（３）执行安全操作规程和劳动防护制度， 确保员工培训合格，
按规定佩戴使用防尘、 防静电等劳保用品。

《严防企业粉尘爆炸五

条规定》 （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６８ 号）

（２）油罐区和卸油区未

设避雷与接地装置。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重油库区的电气设施应选用防爆型， 电气线路应采用阻燃

电缆或钢管配线， 不应有架空线。
（２）油罐区和卸油区应有避雷装置和接地装置， 应有可靠的防

静电安全接地装置， 油罐接地线和电气设备接地线应分别装

设， 并定期检测、 维修。

《石油库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０７４）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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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３ 煤气发生炉
（１）安全装置缺失或失

效。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煤气发生炉炉顶若设探火孔， 探火孔应有汽封。
（２）煤气发生炉附近有人值守的岗位应设固定式一氧化碳监测

报警装置， 值守的房间应保证正压通风。
（３）水套集汽包应设安全阀、 自动水位控制器。 进水管应设止

回阀。
（４）炉体进口空气管道上应设有阀门、 止回阀和蒸汽吹扫装

置。 空气总管末端应设有泄爆装置和放散管， 放散管应接至

室外。
（５）炉体空气鼓风机应有两路电源供电。 两路电源供电若有困

难， 应采取防止停电的安全措施。
（６）从发生炉引出的煤气管道应有隔断装置。 以烟煤气化的煤

气发生炉与竖管或除尘器之间的接管， 应有消除管内积尘的

措施。 新建、 扩建煤气发生炉后的竖管、 除尘器顶部或煤气

发生炉出口管道， 应设煤气自动放散装置。

《发生炉煤气站设计规

范》（ＧＢ ５０１９５）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

程》（ＧＢ ６２２２）

（二）特种设备

１ 特种设备

（１）设备及其安全装置

未按规定开展定期检

验、 检 测、 维 修、 保

养及大修。

火灾

起重伤害

高处坠落

物体打击

容器爆炸

（１）特种设备由符合国家相应资质要求的专业单位设计、 生

产、 安装、 维修， 经具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机构检验合格， 并

取得安全使用证或标志方可使用。
（２）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对在用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 安全

保护装置、 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仪表进行定期校验、
检修， 并作出记录。 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

备， 不得继续使用。
（３）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对在用设备进行自行检查， 日常维护保

养时发现的异常情况， 应当及时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

设备法》 （主席令第 ４
号）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

例》 （国务院令第 ５４９
号）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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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 起重机械

（１）起重机械功能缺失

或失效。

触电

起重伤害

高空坠落

（１）严格执行起重机械、 吊具检修、 维护、 专检、 点检、 巡

检、 月检、 周检、 日常性检查管理制度， 吊具必须在其安全

系数允许范围内使用。
（２）吊车必须装有能从地面辨别额定荷重的标识， 严禁超负荷

运行。 吊车滑线必须安装通电指示灯或采用其他标识带电的

措施。 滑线必须布置在吊车司机室的另一侧； 若布置在同一

侧， 必须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３）吊车必须设有下列安全装置： ①吊车之间防碰撞装置； ②
大、 小行车端头缓冲和防冲撞装置； ③过载保护装置； ④主、
副卷扬限位、 报警装置； ⑤登吊车信号装置及门联锁装置；
⑥露天作业的吊车必须设置防风装置； ⑦端梁内侧应设置安

全防护设施。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ＧＢ ６０６７）

（２）违规起重作业。
火灾

灼烫

起重伤害

（１）起重作业应按规定路线进行。
（２）起重机启动和移动时应发出声响与灯光信号， 吊物不应从

人员头顶和重要设备设施（操作室、 易燃易爆气体管道及设

施）上方越过； 吊运时， 吊车司机必须鸣笛， 严禁同时操作

大、 小车； 不应用吊物撞击其他物体或设备； 吊物上不应有

人。
（３）起重作业应遵循国家标准对现场指挥人员和起重机司机所

使用基本信号和有关安全技术规定。 起重机指挥人员应易于

被起重机司机所识别。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ＧＢ ６０６７）
《起重吊运指挥信号》
（ＧＢ ５０８２）

３
压力 容 器、 管

道

（１）超压使用、 安全装

置缺失或失效。

火灾

物体打击

容器爆炸

（１）容器、 管道的设计压力应当不小于在操作中可能遇到的最

苛刻的压力与温度组合工况的压力。 容器、 管道不应超压运行。
（２）应按规定设置安全阀、 爆破片、 紧急切断装置、 压力表、
液面计、 测温仪表、 安全联锁等安全装置。
（３）应按规定设置安全阀、 爆破片、 阻火器、 紧急切断装置等

安全装置。
（４）容器、 管道使用单位应在工艺操作规程和岗位操作规程

中， 明确提出容器、 管道的安全操作要求。

《压力容器使用管理规

则》（ＴＳＧＲ ５００２）
《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

察 规 程 － 工 业 管 道 》
（ＴＳＧＤ ０００１）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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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三）消防

１
易发生火灾的

建（构）筑物

（１）未设置自动火灾报

警装置， 未设消防水

系统与消防通道。
火灾

（１）主控室、 电气间、 电缆隧道、 可燃介质的液压站等易发生

火灾建构筑物， 应设自动火灾报警装置， 应设置消防水系统

与消防通道， 并设置警示标志。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６）

（２）车间主控楼（室）等
要害部位的疏散出口

未按要求设置 ２ 个安

全出口。

火灾

其他伤害

（１）车间主控楼（室）、 主电室、 配电室、 电气室、 电缆夹层、
地下油库、 地下液压站、 地下润滑站、 地下加压站等要害部

位的疏散出口必须按规定设置 ２ 个安全出口； 主控楼（室）、
主电室、 配电室等、 电气室面积小于 ６０ｍ２ 时； 建筑面积不超

过 ２５０ｍ２ 的电缆夹层及不超过 １００ｍ２ 的地下电气室、 油库、
地下液压站、 地下润滑站（库）、 地下加压站且无人值守的，
可设一个， 其门必须向外开。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６）

２
危险化学品储

存设施

（１）库房内混合存放危

险化学品。
火灾

其他爆炸

（１）库房内不应混合存放各类油脂、 油漆、 易燃易爆等危险

品， 库房照明应使用防爆灯具。
（２）清洗设备、 工具及地面时不应使用汽油等易挥发溶剂。 仓

库内除固定照明外， 不应使用其他电器。 可燃物品仓库， 不

应使用碘钨灯和白炽灯， 照明开关应设在库外。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

通则》（ＧＢ １５６０３）

（四）电气

１ 电气设备

（１）易燃易爆场所未设

置防爆电器或防爆电

器等级不够。

触电

火灾

其他爆炸

（１）防爆场所应配防爆电器。 应根据爆炸性危险区域的等级及

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级别、 组别， 正确选择相应类型的级别

和组别的电气设备， 并应安装漏电保护装置。 敷设的配电线

路必须穿金属管保护。
（２）每层厂房应设独立电源箱， 使用断路保护器。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

置 设 计 规 范 》 （ ＧＢ
５００５８）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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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
主电 室、 电 气

室、 配电室

（１）电气盘、 箱、 柜安

全防护装置缺失。
火灾

触电

（１）电气盘、 箱、 柜必须设置设备编号、 当心触电标识、 单线

系统图、 接地和接零标识。
（２）相序线及接线标识规范， 柜门保护接地并牢靠， 接线位和

母牌等裸露部位均有有机玻璃罩， 穿线孔应封堵， 线路应横

平竖直、 固定有序。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５４）

（２）高压电气柜前未铺

设绝缘胶板。 使用不

合格安全用具。
触电

（１）高压柜前必须铺设绝缘胶板。
（２）高压试电笔、 绝缘手套、 绝缘套鞋、 接地线、 等电工工具

和防护用品必须按检验标准要求送检， 并张贴检测标识， 确

保有效。

《电 业 安 全 工 作 规 程

（发电厂和变电所电气

部分）》（ＤＬ ４０８）

３ 电缆隧道

（１）可燃气体、 液体管

道穿越和敷设于电缆

隧（廊）道或电缆沟。
火灾

（１）可燃气体、 液体管道严禁穿越和敷设于电缆隧（廊）道或电

缆沟。
（２）氧气管道不得与燃油管道、 腐蚀性介质管道和电缆、 电线

同沟敷设。
（３）动力电缆不得与可燃、 助燃气体和燃油管道同沟敷设。

《有色金属工程防火设

计规范》（ＧＢ ５０６３０）

４
燃气 （油） 管道

和钢制储罐
（１）未设防静电装置。

火灾

容器爆炸

其他爆炸

（１）露天设置的可燃气体、 可燃液体钢制储罐必须设防雷接

地。
（２）输送氧气、 乙炔、 煤气、 氢气等可燃或助燃的气体、 液体

管道必须设置防静电装置。 每隔 ８０ ～ １００ｍ 应重复接地， 进车

间的分支法兰处也应接地。

《有色金属工程防火设

计规范》（ＧＢ ５０６３０）

（五）危险作业

１
槽、 罐、 炉、
窑釜、 塔 类 设

备及附属设施

（１）设备及附属设施未

定期检查， 出现焊缝

开 裂、 腐 蚀、 破 损、
明显变形、 机械失灵。

物体打击

中毒和窒息

（１）槽、 罐、 炉、 窑等设备及附属设施应定期检查， 出现焊缝

开裂、 腐蚀、 破损、 明显变形、 机械失灵应报修或报废。
（２）槽、 罐、 炉、 窑等设备顶部应有专用检修通道， 顶部观察

孔应有防护隔栅。

《氧化铝企业安全生产

标准化评定标准》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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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违规进行清理炉结

（爆破）作业。
火药爆炸

（１）清理炉结作业可由专业爆破公司采用爆破方式进行； 由企

业内部人员从事爆破作业的应经过专门技术培训并经考核合

格持有爆破作业证方可操作。
（２）爆破作业应统一指挥、 专人负责， 各路口应有警戒人员，
严格执行爆破作业信号联系及警戒岗哨规定； 放炮前， 鸣哨

警示并将爆破区域内的人员、 设备清理干净后， 方可点炮。
（３）严格控制每次放炮的数量， 要注意数好每次炮声与实际的

数量是否相符； 发现哑炮， 应等待 ３０ 分钟后， 指定一人排

除。 在遇到阴雨天、 闪电、 打雷及六级以上大风或有妨碍警

戒视线等恶劣气候条件下， 严禁爆破作业； 夜间和酒后严禁

从事爆破作业。
（４）不带火种、 易燃物进入炸药加工间， 应用专用工具运、 带

雷管和炸药， 不在衣服口袋内装雷管。 爆破结束后应对爆破

材料检查整理， 销毁用剩炸药。

《爆破安全规程》 （ ＧＢ
６７２２）

２
煤气等有毒有

害气体危险区

域

（１）进入危险区域未佩

戴个人防护用具。
中毒和窒息

（１）进入有毒有害气体容易聚集场所应监测合格后， 携带便携

式毒害气体泄漏监测仪， 佩戴防毒面具。 含尘岗位应佩戴口

罩或面具。 到煤气区域作业的人员， 应配备便携式一氧化碳

报警仪。 一氧化碳报警装置应定期校核。
（２）煤气作业工作场所必须备有必要的联系信号、 煤气压力表

及风向标志等。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

程》（ＧＢ ６２２２）

（２）使用煤气（天然气）
点火未执行正确点火

顺序。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炉子点火时， 点火程序必须是先点燃火种后给燃气， 严禁

先给燃气后点火。 凡送煤气前已烘炉的炉子， 其炉膛温度超

过 １０７３Ｋ（８００℃）时， 可不点火直接送煤气， 但必须严密监视

其是否燃烧。
（２）送燃气时不着火或者着火后又熄灭， 必须立即关闭燃气阀

门， 查清原因， 排净炉内混合气体后， 再按规定程序重新点火。
（３）凡强制送风炉子， 点火时必须先开鼓风机但不送风， 待点

火送燃气燃着后， 再逐步增大风量和煤气量。 送煤气后， 必

须检查所有连接部位和隔断装置是否泄漏煤气。
（４）停燃气时必须先关闭所有烧嘴， 然后停鼓风机。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

程》（ＧＢ ６２２２）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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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３ 有限空间作业

（１）进入有限空间未执

行“先通风、 后检测，
再作业”规定。

中毒和窒息

（１）作业人员必须经过安全教育培训， 了解有限空间存在的风

险。 应指派专人全程监护， 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和有限

空间管理牌。
（２）进入有限空间必须坚持“先通风、 后检测、 再作业”的原

则， 经氧含量和有毒有害气体含量检测至合格水平， 作业人

员方能进入。
（３）保持有限空间出入口畅通和强制通风。 作业前、 后， 必须

清点作业人员和工器具。 进入有限空间应携带煤气报警仪和

氧气探测仪。
（４）严禁盲目施救。

《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

程》（ＧＢ ８９５８）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

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

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５９
号）

（２）进入有限空间检修

前， 未进行毒害介质

有效隔离， 未实行停

电、 挂牌。

触电

中毒和窒息

其他爆炸

（１）进入有限空间检修前， 必须确认切断煤气来源， 必须用蒸

汽、 氮气或合格烟气吹扫和置换煤气管道、 设备及设施内的

煤气， 不允许用空气直接置换煤气。 煤气置换完后用空气置

换氮气和烟气， 然后进行含氧量检测， 含氧量合格， 确认安

全措施后方可进入。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

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

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５９
号）

４ 动火作业
（１）防范措施落实不到

位。
火灾

其他爆炸

（１）防火区内施工应办理动火审批手续。
（２）不应携带火种进入防火区域。
（３）重点防火岗位检修维护设备应使用防爆工具。
（４）作业现场应配备适宜数量的灭火设施。

《生产区域动火作业安

全规范》（ＨＧ ３００１０）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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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六）检维修和清理作业

１ 检维修作业

（１）检维修无安全施工

方案， 停机未执行操

作牌、 停电牌制度。

触电

高处坠落

车辆伤害

（１）设备检维修和清理工作应制定安全施工方案， 进行安全交

底， 严格执行工作票制、 安全确认制度、 挂牌制、 监护制、
锁具制， 做好现场的安全措施和现场的安全交底。
（２）检修之前应有专人对电、 煤气、 蒸汽、 氧气、 氮气等要害

部位及安全设施进行确认， 预先切断与设备相连的所有电路、
风路、 氧气管道、 煤气管道、 氮气管道、 蒸汽管道、 喷吹煤

粉管道及液体管道， 并办理有关检修、 动火审批手续。
（３）使用行灯电压不应大于 ３６Ｖ， 进入潮湿密闭容器内作业不

应大于 １２Ｖ。

《化学品生产单位设备

检修 作 业 安 全 规 范 》
（ＡＱ ３０２６））

（２）检修过程未落实检

维修作业方案。

火灾

高处坠落

机械伤害

（１）进入槽、 罐、 炉、 窑、 釜、 塔内清理检修， 应采取充分的

通风换气措施， 测定槽罐内氧含量高于 １９ ５％， 在人孔处有

专人监护。
（２）检修中应按检修方案拆除安全装置， 并有安全防护措施。
安全防护装置的变更， 应经安全部门同意， 并应作好记录归

档。
（３）高处作业应佩戴安全带， 设安全通道、 梯子、 支架、 吊台

或吊盘， 不应用煤气、 氧气管道作起重设备的支架。 高处检

修管道及电气线路， 应使用乘人升降机， 不应使用起重卷扬

机类设备带人作业。

《化学品生产单位设备

检修 作 业 安 全 规 范 》
（ＡＱ ３０２６）
《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

程》（ＧＢ ８９５８）

（３）检修结束未按程序

进行试车， 安全装置

未及时恢复。

火灾

机械伤害

其他爆炸

（１）设备检修完毕， 应先做单项试车， 然后联动试车。 试车

时， 操作工应到场， 各阀门应调好行程极限， 做好标记。
（２）设备试车， 应按规定程序进行。 施工单位交出操作牌， 由

操作人员送电操作， 专人指挥， 共同试车。 非试车人员， 不

应进入试车规定的现场。
（３）检修完毕， 安全装置应及时恢复。

《化学品生产单位设备

检修 作 业 安 全 规 范 》
（ＡＱ ３０２６）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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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 承压设备检修
（１） 承压设备带压作

业。

灼烫

触电

机械伤害

（１）检修承压设备前， 应将压力泄放到常压状态； 带料承压管

道、 容器不应重力敲打和拉挂负重； 拆卸管道及槽罐人孔等，
应将料、 风、 汽、 水排空； 作业时不应垂直面对法兰， 防止

物料喷出。

《化学品生产单位设备

检修 作 业 安 全 规 范 》
（ＡＱ ３０２６）

３ 槽罐清理
（１） 槽罐清理操作不

当。

物体打击

高空坠落

中毒和窒息

（１）进入前应对有毒有害气体浓度进行监测， 一氧化碳气体含

量在 ３０ｍｇ ／ ｍ３ 以下， 氧含量高于 １９ ５％方可进入， 进入一次

的时间应小于 ２０ｍｉｎ。
（２）进入前应先观察有无松脱的结疤、 耐火砖等。
（３）在槽内进行清理槽壁结疤时， 应自上而下进行。
（４）在各类槽、 罐、 窑体上等高处作时应采取防坠落措施， 在

活动爬梯上应设专人扶梯保护。

《氧 化 铝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３０１８６）
《氧化铝企业安全生产

标准化评定标准》

４ 炉窑改造
（１）炉窑改造由无资质

单位施工。

物体打击

机械伤害

其他爆炸

（１）炉窑改造应当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施工。
（２）使用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在施工前应当制定重大维修方案，
重大维修方案应当经过使用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

《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

资 质 标 准 》 （ 建 市

［２００７］７２ 号）

（七）厂内运输

１ 皮带运输机

（１）皮带运输机事故开

关、 紧急拉绳等安全

装置缺失、 损坏或失

效。

火灾

机械伤害

（１）带式输送机应有防打滑、 防跑偏和防纵向撕裂的措施以及

能随时停机的事故开关和事故警铃； 头部应设置遇物料阻塞

能自动停车的装置； 首轮上缘、 尾轮及拉紧装置应有防护装

置； 煤粉输送系统应设除铁器和杂物筛。
（２）带式输送机运转期间， 不应进行清扫和维修作业， 也不应

从胶带下方通过或乘坐、 跨越胶带。

《带 式 输 送 机 安 全 规

范》（ＧＢ １４７８４）

—４２—

（续表）　 　



三、 电解铝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一、 电解

１ 启动槽作业

（１）压接不可靠。
机械伤害

触电

（１）装拆分流片、 软连接作业前戴好防护眼镜、 绝缘手套劳保

用品。
《铝 电 解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７４１）

（２）槽电压异常。
触电

灼烫

机械伤害

（１）拆除分流片时， 要先拆水平母线压接处， 并在分流片于水

平母线之间装上一绝缘体。 拆完分流片后注意观察电压的变

化， 同时安排人员测量阳极电流分布情况。
（２）对通电焙烧的电解槽要在其槽控机上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在焙烧期间， 要时刻关注槽电压， 出现电压往上升的趋势要

及时处理。
（３）停电开停槽时， 要确认系列电流为 ０ 时， 方可操作短路

口， 以防短路口放炮。

《铝 电 解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７４１）

２ 电解槽管理 （１）漏炉。
火灾

其他爆炸

触电

（１）制定漏炉事件应急处置方案（预案）， 并定期演练。
（２）建立破损槽管理制度。

《铝 电 解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７４１）

３ 测量作业 （１）工具潮湿。
灼烫

触电

（１）工具使用前充分预热。
（２）工具使用完毕后， 存放在指定干燥位置。
（３）穿戴好绝缘鞋等劳动防护用品。

《铝 电 解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７４１）

４ 换极作业
（１） 操作人员站位不

当。
灼烫

触电

（１）在残极提出、 新极未装之前， 操作人员不应站在槽沿板

上。
（２）工具使用前充分预热。
（３）穿戴劳动防护用品， 穿戴绝缘鞋。
（４）禁止站在槽沿板上或踩踏到壳面上加料整形。

《铝 电 解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７４１）

—５２—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５ 抬母线作业 （１）提升机失控。
起重伤害

其他爆炸

触电

（１）抬母线前， 应确认电解槽状态。
（２）电解槽处于效应等待期间不应进行抬母线。 注意水平母线

提升过程中要有专人监控槽电压， 槽电压上升应小于 ３００ｍｖ，
否则应停止继续提升操作， 查找出槽电压上升的原因并采取

措施处理完毕后方可继续操作。
（３）抬母线前， 应确保母线提升机各机构正常有效。
（４）气动三联件压力不低于 ０ ５ＭＰａ， 确保母线提升框架气压

正常， 压接有效。
（５）提升阳极母线时， 升降母线框架必须听从地面人员的指

挥， 在不明白指示和信号或有疑问时， 应重复确认， 不得任

意放置。
（６）提升水平母线过程中， 必须有一个母线工认真检查槽上部

机构， 发现异常情况要立即停止作业， 待排除异常后方可继

续操作。

《铝 电 解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７４１）

６ 熄灭阳极效应
（１） 电解质或铝液溅

出。
灼烫

（１）在向电解槽插入或拔出效应棒时， 不应正对电解槽。
（２）穿戴阻燃服等个体防护用品。
（３）效应过程中， 电压超过 ３０ｍｖ， 需手动把电压降到 ３０ｍｖ 以

下， 防止电压过高引起放炮事故。

《铝 电 解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７４１）

７ 出铝作业

（１）工器具潮湿。 灼烫
（１）工具使用前充分预热。
（２）工具使用完毕后， 存放在指定干燥位置。

《铝 电 解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７４１）

（２）出铝包未烘干。
灼烫

其他爆炸

（１）新使用或修补过的包、 间断使用的铝包应作标识， 以提醒

使用人员观察， 且应预热后方可使用。
（２）严禁垫物打出铝孔。
（３）预热好之后的真空包， 不得用压缩空气和其他潮湿工具进

行对喷射泵除灰， 以防带进水份。
（４）严禁站在包盖背面作业， 防范突然爆炸造成包盖弹起伤人

事故。
（５）吸出作业时， 不得在驾驶室操作天车。

《铝 电 解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７４１）

—６２—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３）真空包铝液超量吸

铝。
灼烫

（１）出铝时作业人员应距离观察口侧面 １５ｃｍ 以外进行观察。
（２）铝液盛装不能过满， 应低于铝包口 ２０ｃｍ 左右。

《铝 电 解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７４１）

（４）槽电压异常。 触电

（１）出铝作业必须有人关注槽控箱， 做好槽电压控制， 达到出

铝状态。
（２）出铝作业应两人配合作业。

《铝 电 解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７４１）

（５）抬包吊架损坏。 起重伤害
（１）注意检查抬包吊架。
（２）吊架有裂纹时， 及时进行更换。

《铝 电 解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７４１）

（６）抬包倾翻。
灼烫

火灾

其他爆炸

（１）出铝作业前应将倾包装置锁止。
（２）清包作业前应将抬包放平稳。 轧紧分管， 紧固风镐连接

头， 安装防脱装置。
（３）抬包应冷却后方可进行清理。

《铝 电 解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７４１）

二、 熔炼铸造

１ 入铝作业 （１）吊运过程翻包。
灼烫

其他爆炸

（１）吊运过程中抬包应平稳放在开口包底座上。
（２）包梁卡具应锁止。
（３）抬包应冷却后方可进行清理。

《铝 电 解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７４１）

２ 混合炉操作 （１）炉眼堵塞。
灼烫

火灾

其他爆炸

（１）电炉使用前应检查入铝口是否畅通， 出铝是否完好。
（２）使用前应检查炉眼是否堵好， 是否有松动现场。
（３）炉眼应制定专人负责操作， 发现异常及时进行处理。
（４）入铝液时应时刻观察铝液面上升情况， 防止铝液溢出炉

膛。
（５）打开炉眼时， 应戴好防护面罩。
（６）如需加固体物料时， 应用专用工具将物料缓慢推入； 不应

两人同时投料。
（７）混合炉工作时非作业人员禁止在附近停留。
（８）应设置应急投料箱。
（９）倾翻炉应保持应急复位开关良好。

《铝 电 解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７４１）

—７２—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天然气炉天然气与

助燃风调节器螺母松

动。

火灾

其他爆炸

（１）点火前检查燃气是否泄漏。
（２）定期检查阀门、 密封垫有无天然气泄漏现象。
（３）检查天然气与助燃风调节器螺母紧固。
（４）检修、 维修天然气管路、 各种阀门、 接口处， 应使用专业

工具。

《铝 电 解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７４１）

３ 铸锭操作 （１）铝水泄漏。
火灾

其他爆炸

灼烫

（１）铸机周边地面不能有积水。
（２）结晶器冷却水系统应有备用水源。
（３）倾翻炉应保持应急复位开关良好。
（４）铸锭时应保持入铝口畅通， 并控制好流量。
（５）操作时应设置应急存铝箱。

《铝 电 解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７４１）

三、 净化

１
电解槽上加料

检查或加料异

常槽处理作业

（１）天车运行漏电。
机械伤害

触电
（１）禁止同时接触电解槽支烟阀绝缘法兰的两端。

《铝 电 解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７４１）

２
更换收尘器布

袋作业
（１）有害烟气。 中毒和窒息

（１）作业人员穿戴安全帽、 劳保服、 防尘口罩、 手套劳保用

品， 携带照明电筒。
（２）打开除尘器净气室检修门（盖）必须锁紧固定。 等待 ５ 分钟

后， 方可进入箱体进行布袋检查， 并有人在外监护， 作业时

必须戴好防尘用品。
（３）严禁带压进行布袋检查与更换作业。

《铝 电 解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７４１）

３
氧化铝仓堵料

清理作业
（１）堵料塌陷。 其他伤害

（１）作业人员清理堵料时应系好安全带。
（２）作业过程中应有人员监护。

《铝 电 解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７４１）

四、 阳极组装

１
电解质破碎输

送
（１）运行设备。 机械伤害

（１）生产过程中严禁将头、 手伸入到观察孔或人孔。
（２）严禁跨越设备或皮带。

《铝 电 解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７４１）

—８２—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 浇注作业 （１）高温铝水。
灼烫

其他爆炸

（１）穿戴好规定使用安全帽、 防尘口罩、 劳保鞋、 手套、 面

罩、 防护眼镜等劳动保护用品。
（２）禁止在浇注工位上清理磷铁。

《铝 电 解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７４１）

３
工（中） 频炉操

作
（１）高温铝水遇水。

爆炸

烫伤

火灾

（１）确认接地装置， 漏炉报警装置正常、 安全可靠。
（２）确认冷却水系统冷却塔、 水泵运转无异常； 应急水源正

常。

《铝 电 解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７４１）

五、 公共部分

（一）建构筑物

１
厂房、 烟 囱 等

高大建构筑物

（１）厂房、 烟囱等高大

建构筑物未进行防腐

处理。
坍塌 （１）接触酸、 碱等腐蚀类物质的建构筑物应进行防腐处理。

《有色金属工业厂房结

构 设 计 规 范 》 （ ＧＢ
５１０５５）

２
煤粉 制 备、 重

油库等易燃易

爆场所

（１）粉尘爆炸场所未设

置通风除尘系统、 未

选用防爆电器、 未落

实防雷防静电措施。

火灾

其他爆炸

（１）按标准规范设计、 安装、 使用和维护通风除尘系统， 每班

按规定检测和规范清理粉尘， 在除尘系统停运期间和粉尘超

标时严禁作业。
（２）按规范使用防爆电气设备， 落实防雷、 防静电等措施， 保

证设备设施接地， 严禁作业场所存在各类明火和违规使用作

业工具。
（３）执行安全操作规程和劳动防护制度， 确保员工培训合格，
按规定佩戴使用防尘、 防静电等劳保用品。

《严防企业粉尘爆炸五

条规定》 （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６８ 号）

（２）油罐区和卸油区未

设避雷与接地装置。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重油库区的电气设施应选用防爆型， 电气线路应采用阻燃

电缆或钢管配线， 不应有架空线。
（２）油罐区和卸油区应有避雷装置和接地装置， 应有可靠的防

静电安全接地装置， 油罐接地线和电气设备接地线应分别装

设， 并定期检测、 维修。

《石油库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０７４）

３ 电解厂房
（１）厂房内运输车辆作

业人员未避让。
车辆伤害

（１）在出铝端作业时， 要注意来往的工艺车辆的动向， 并主动

避让， 严防发生车辆伤害。
《铝 电 解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７４１）

—９２—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残极放置不规范。 物体打击
（１）配合天车把残极放稳到残极架上， 如果导杆有断裂或残极

过薄， 则放稳到带架托盘上并固定。
《铝 电 解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７４１）

（３）违规上下天车。 高处坠落 （１）严禁从电解槽上部上、 下天车驾驶室。
《铝 电 解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７４１）

４ 煤气发生炉
（１）安全装置缺失或失

效。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煤气发生炉炉顶若设探火孔， 探火孔应有汽封。
（２）煤气发生炉附近有人值守的岗位应设固定式一氧化碳监测

报警装置， 值守的房间应保证正压通风。
（３）水套集汽包应设安全阀、 自动水位控制器。 进水管应设止

回阀。
（４）炉体进口空气管道上应设有阀门、 止回阀和蒸汽吹扫装

置。 空气总管末端应设有泄爆装置和放散管， 放散管应接至

室外。
（５）炉体空气鼓风机应有两路电源供电。 两路电源供电若有困

难， 应采取防止停电的安全措施。
（６）从发生炉引出的煤气管道应有隔断装置。 以烟煤气化的煤

气发生炉与竖管或除尘器之间的接管， 应有消除管内积尘的

措施。 新建、 扩建煤气发生炉后的竖管、 除尘器顶部或煤气

发生炉出口管道， 应设煤气自动放散装置。

《发生炉煤气站设计规

范》（ＧＢ ５０１９５）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

程》（ＧＢ ６２２２）

（二）特种设备

１ 特种设备

（１）设备及其安全装置

未按规定开展定期检

验、 检 测、 维 修、 保

养及大修。

火灾

起重伤害

（１）特种设备应由符合国家相应资质要求的专业单位设计、 生

产、 安装、 维修， 经具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机构检验合格， 并

取得安全使用证或标志方可使用。
（２）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对在用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 安全

保护装置、 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仪表进行定期校验、
检修， 并作出记录。 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

备， 不得继续使用。
（３）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对在用设备进行自行检查， 日常维护保

养时发现的异常情况， 应当及时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

设备法》 （主席令第 ４
号）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

例》 （国务院令第 ５４９
号）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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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 起重机械

（１）吊运熔融金属起重

机是非冶金铸造起重

机或不满足强制性安

全技术条件。

火灾

起重伤害

其他爆炸

（１）吊运熔融金属起重机应使用符合冶金铸造起重机相关安全

装置要求： ①起重机起升机构的每套驱动系统应设置两套独

立的工作制动器； ②应设置起重量限制器； ③应设置不同形

式的上升极限位置的双重限位器， 并能控制不同的断路装置；
④起升高度＞２０ｍ 时， 还应设置下降极限位置限位器； ⑤额定

起重量＞２０ｔ 应设置超速保护装置； ⑥司机室和工作通道的门

应设连锁保护装置； ⑦大车行走机构应设置限位器和缓冲器

以及止挡装置等。

《起重机械安全技术监

察规程 －桥式起重机》
（ＴＳＧＱ ０００２）

（２）起重机械功能缺失

或失效。

触电

起重伤害

高空坠落

（１）严格执行起重机械、 吊具检修、 维护、 专检、 点检、 巡

检、 月检、 周检、 日常性检查管理制度， 吊具必须在其安全

系数允许范围内使用。
（２）吊车必须装有能从地面辨别额定荷重的标识， 严禁超负荷

运行。 吊车滑线必须安装通电指示灯或采用其他标识带电的

措施。 滑线必须布置在吊车司机室的另一侧； 若布置在同一

侧， 必须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３）吊车必须设有下列安全装置： ①吊车之间防碰撞装置； ②
大、 小行车端头缓冲和防冲撞装置； ③过载保护装置； ④主、
副卷扬限位、 报警装置； ⑤登吊车信号装置及门联锁装置；
⑥露天作业的吊车必须设置防风装置； ⑦端梁内侧应设置安

全防护设施。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ＧＢ ６０６７）

（３）违规起重作业。
火灾

灼烫

起重伤害

（１）起重作业应按规定路线进行。
（２）起重机启动和移动时应发出声响与灯光信号， 吊物不应从

人员头顶和重要设备设施（操作室、 易燃易爆气体管道及设

施）上方越过； 吊运时， 吊车司机必须鸣笛， 严禁同时操作

大、 小车； 不应用吊物撞击其他物体或设备； 吊物上不应有

人。
（３）起重作业应遵循国家标准对现场指挥人员和起重机司机所

使用基本信号和有关安全技术规定。 起重机指挥人员应易于

被起重机司机所识别。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ＧＢ ６０６７）
《起重吊运指挥信号》
（ＧＢ ５０８２）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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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３
压力 容 器、 管

道

（１）超压使用、 安全装

置缺失或失效。

火灾

物体打击

容器爆炸

（１）容器、 管道的设计压力应当不小于在操作中可能遇到的最

苛刻的压力与温度组合工况的压力。 容器、 管道不应超压运

行。
（２）应按规定设置安全阀、 爆破片、 紧急切断装置、 压力表、
液面计、 测温仪表、 安全联锁等安全装置。
（３）应按规定设置安全阀、 爆破片、 阻火器、 紧急切断装置等

安全装置。
（４）容器、 管道使用单位应当在工艺操作规程和岗位操作规程

中， 明确提出容器、 管道的安全操作要求。

《压力容器使用管理规

则》（ＴＳＧＲ ５００２）
《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

察 规 程 － 工 业 管 道 》
（ＴＳＧＤ０００１）

（三）消防

１
易发生火灾的

建（构）筑物

（１）未设置自动火灾报

警装置， 未设消防水

系统与消防通道。
火灾

（１）主控室、 电气间、 电缆隧道、 可燃介质的液压站等易发生

火灾的建构筑物， 应设自动火灾报警装置， 应设置消防水系

统与消防通道， 并设置警示标志。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６）

（２）车间主控楼（室）等
要害部位的疏散出口

未按要求设置 ２ 个安

全出口。

火灾

其他伤害

（１）车间主控楼（室）、 主电室、 配电室、 电气室、 电缆夹层、
地下油库、 地下液压站、 地下润滑站、 地下加压站等要害部

位的疏散出口必须按规定设置 ２ 个安全出口； 主控楼（室）、
主电室、 配电室等、 电气室面积小于 ６０ｍ２ 时； 建筑面积不超

过 ２５０ｍ２ 的电缆夹层及不超过 １００ｍ２ 的地下电气室、 油库、
地下液压站、 地下润滑站（库）、 地下加压站且无人值守的，
可设一个， 其门必须向外开。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６）

（四）电气

１ 电气设备

（１）易燃易爆场所未设

置防爆电器或防爆电

器等级不够。

触电

火灾

其他爆炸

（１）防爆场所应配用防爆电器。 应根据爆炸性危险区域的等级

及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级别、 组别， 正确选择相应类型的级

别和组别的电气设备， 并应安装漏电保护装置。 敷设的配电

线路必须穿金属管保护。
（２）每层厂房应设独立电源箱， 使用断路保护器。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

置 设 计 规 范 》 （ ＧＢ
５００５８）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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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临时线路未装总开

关控制和漏电保护装

置。
触电

（１）临时线路敷设符合安全要求， 应安装总开关控制和漏电保

护装置。
（２）临时用电设备 ＰＥ（保护接地线）连接可靠。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５４）

２
主电 室、 电 气

室、 配电室

（１）电气盘、 箱、 柜安

全防护装置缺失。
火灾

触电

（１）电气盘、 箱、 柜必须设置设备编号、 当心触电标识、 单线

系统图、 接地和接零标识。
（２）相序线及接线标识规范、 柜门保护接地并牢靠、 接线位和

母牌等裸露部位均有有机玻璃罩、 穿线孔应封堵、 线路应横

平竖直、 固定有序。

（ＧＢ ５０６３０） 《低压配电

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０５４）

（２）高、 低压电气柜前

未铺设绝缘胶板， 使

用不合格安全用具。
触电

（１）高压柜前必须铺设绝缘胶板。
（２）高压试电笔、 绝缘手套、 绝缘套鞋、 接地线、 等电工工具

和防护用品必须按检验标准要求送检， 并张贴标识， 确保有

效。

《电 业 安 全 工 作 规 程

（发电厂和变电所电气

部分）》
（ＤＬ ４０８）

３ 电缆隧道

（１）可燃气体、 液体管

道穿越和敷设于电缆

隧（廊）道或电缆沟。
火灾

（１）可燃气体、 液体管道严禁穿越和敷设于电缆隧（廊）道或电

缆沟。
（２）氧气管道不得与燃油管道、 腐蚀性介质管道和电缆、 电线

同沟敷设。
（３）动力电缆不得与可燃、 助燃气体和燃油管道同沟敷设。

《有色金属工程防火设

计规范》（ＧＢ ５０６３０）

４
燃气 （油） 管道

和钢制储罐

（１）未设防静电装置和

避雷装置。

火灾

容器爆炸

其他爆炸

（１）露天设置的可燃气体、 可燃液体钢制储罐必须设防雷接

地。
（２）输送氧气、 乙炔、 煤气、 氢气等可燃或助燃的气体、 液体

管道必须设置防静电装置。 每隔 ８０ ～ １００ｍ 应重复接地， 进车

间的分支法兰处也应接地。

《有色金属工程防火设

计规范》（ＧＢ ５０６３０）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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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五）危险作业

１
炉、 窑 类 设 备

及附属设施

（１）设备及附属设施未

定期检查， 出现焊缝

开 裂、 腐 蚀、 破 损、
明显变形、 机械失灵。

物体打击

中毒和窒息

（１）炉、 窑等设备及附属设施应定期检查， 出现焊缝开裂、 腐

蚀、 破损、 明显变形、 机械失灵应报修或报废。
（２）炉、 窑等设备顶部应有专用检修通道， 顶部观察孔应有防

护隔栅。

《电解铝企业安全生产

标准化评定标准》

（２）违规进行清理炉结

（爆破）作业。
火药爆炸

（１）清理炉结作业可由专业爆破公司采用爆破方式进行； 由企

业内部人员从事爆破作业的， 必须经过专门技术培训并经考

核合格持有爆破作业证方可操作。
（２）爆破作业应统一指挥、 专人负责， 各路口应有警戒人员，
严格执行爆破作业信号联系及警戒岗哨规定； 放炮前， 鸣哨

警示并将爆破区域内的人员、 设备清理干净后， 方可点炮。
（３）严格控制每次放炮的数量， 要注意数好每次炮声与实际的

数量是否相符； 发现哑炮， 应等待 ３０ 分钟后， 指定一人排

除。 在遇到阴雨天、 闪电、 打雷及六级以上大风或有妨碍警

戒视线等恶劣气候条件下， 严禁爆破作业； 夜间和酒后严禁

从事爆破作业。
（４）不带火种、 易燃物进入炸药加工间， 应用专用工具运、 带

雷管和炸药， 不在衣服口袋内装雷管。 爆破结束后应对爆破

材料检查整理， 销毁用剩炸药。

《爆破安全规程》 （ ＧＢ
６７２２）

２
煤气等有毒有

害气体危险区

域

（１）进入危险区域未佩

戴个人防护用具。
中毒和窒息

（１）进入有毒有害气体容易聚集场所应监测合格后， 携带便携

式毒害气体泄漏监测仪， 佩戴防毒面具。 含尘岗位应佩戴口

罩或面具。 到煤气区域作业的人员， 应配备便携式一氧化碳

报警仪。 一氧化碳报警装置应定期校核。
（２）煤气作业工作场所必须备有必要的联系信号、 煤气压力表

及风向标志等。
（３）进入煤气设备内部工作时， 所用照明电压不得超过 １２Ｖ。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

程》（ＧＢ ６２２２）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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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使用煤气（天然气）
点火未执行正确点火

顺序。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炉子点火时， 点火程序必须是先点燃火种后给燃气， 严禁

先给燃气后点火。 凡送煤气前已烘炉的炉子， 其炉膛温度超

过 １０７３Ｋ（８００℃）时， 可不点火直接送煤气， 但必须严密监视

其是否燃烧。
（２）送燃气时不着火或者着火后又熄灭， 必须立即关闭燃气阀

门， 查清原因， 排净炉内混合气体后， 再按规定程序重新点火。
（３）凡强制送风炉子， 点火时必须先开鼓风机但不送风， 待点

火送燃气燃着后， 再逐步增大风量。 送燃气后， 必须检查所

有连接部位和隔断装置是否泄漏煤气。
（４）停燃气时必须先关闭所有烧嘴， 然后停鼓风机。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

程》（ＧＢ ６２２２）

３ 有限空间作业

（１）进入有限空间未执

行“先通风、 后检测，
再作业”规定。

中毒和窒息

（１）作业人员必须经过安全教育培训， 了解有限空间存在的风

险。 应指派专人全程监护， 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和有限

空间管理牌。
（２）进入有限空间必须坚持“先通风、 后检测、 再作业”的原

则， 经氧含量和有毒有害气体含量检测至合格水平， 作业人

员方能进入。
（３）保持有限空间出入口畅通和强制通风。 作业前、 后， 必须

清点作业人员和工器具。 进入有限空间应携带煤气报警仪和

氧气探测仪。
（４）严禁盲目施救。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

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

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５９
号）
《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

程》（ＧＢ ８９５８）

（２）进入有限空间检修

前， 未进行毒害介质

有效隔离， 未实行停

电、 挂牌。

触电

中毒和窒息

其他爆炸

（１）进入有限空间检修前， 必须确认切断煤气来源， 必须用蒸

汽、 氮气或合格烟气吹扫和置换煤气管道、 设备及设施内的

煤气， 不允许用空气直接置换煤气。 煤气置换完后用空气置

换氮气和烟气， 然后进行含氧量检测， 含氧量合格， 确认安

全措施后， 方可进入。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

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

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５９
号）

４ 动火作业
（１）防范措施落实不到

位。
火灾

其他爆炸

（１）防火区内施工应办理动火审批手续。
（２）不应携带火种进入防火区域。
（３）重点防火岗位检修维护设备应使用防爆工具。
（４）作业现场应配备适宜数量的灭火设施。

《生产区域动火作业安

全规范》（ＨＧ ３００１０）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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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六）检维修和清理作业

１ 检维修作业

（１）检维修无安全施工

方案， 停机未执行操

作牌、 停电牌制度。

高处坠落

车辆伤害

（１）设备检维修和清理工作应制定安全施工方案， 进行安全交

底， 严格执行工作票制、 安全确认制度、 挂牌制、 监护制、
锁具制， 做好现场的安全措施和现场的安全交底。
（２）检修之前应有专人对电、 煤气、 蒸汽、 氧气、 氮气等要害

部位及安全设施进行确认， 预先切断与设备相连的所有电路、
风路、 氧气管道、 煤气管道、 氮气管道、 蒸汽管道、 喷吹煤

粉管道及液体管道， 并办理有关检修、 动火审批手续。

《化学品生产单位设备

检修 作 业 安 全 规 范 》
（ＡＱ ３０２６）

（２）检修过程未落实检

维修作业方案。

火灾

高处坠落

机械伤害

（１）进入炉、 窑内清理检修， 应采取充分的通风换气措施， 测

定槽罐内氧含量高于 １９ ５％， 在人孔处有专人监护。
（２）检修中应按检修方案拆除安全装置， 并有安全防护措施。
安全防护装置的变更， 应经安全部门同意， 并应作好记录归

档。
（３）高处作业应佩戴安全带， 应设安全通道、 梯子、 支架、 吊

台或吊盘， 不应利用煤气管道、 氧气管道作起重设备的支架。
高处检修管道及电气线路， 应使用乘人升降机， 不应使用起

重卷扬机类设备带人作业。

《化学品生产单位设备

检修 作 业 安 全 规 范 》
（ＡＱ ３０２６）
《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

程》（ＧＢ ８９５８）

（１）检修结束未按程序

进行试车， 安全装置

未及时恢复。

火灾

机械伤害

其他爆炸

（１）设备检修完毕， 应先做单项试车， 然后联动试车。 试车

时， 操作工应到场， 各阀门应调好行程极限， 做好标记。
（２）设备试车， 应按规定程序进行。 施工单位交出操作牌， 由

操作人员送电操作， 专人指挥， 共同试车。 非试车人员， 不

应进入试车规定的现场。
（３）检修完毕， 安全装置应及时恢复。

《化学品生产单位设备

检修 作 业 安 全 规 范 》
（ＡＱ ３０２６）

２ 承压设备检修

（１） 承压设备带压作

业、 进入设备内部未

使用安全电源。

灼烫

触电

机械伤害

（１）检修承压设备前， 应将压力泄放到常压状态； 带料承压管

道、 容器不应重力敲打和拉挂负重； 拆卸管道及槽罐人孔等，
应将料、 风、 汽、 水排空； 作业时不应垂直面对法兰， 防止

物料喷出。
（２）进入人员必须穿戴好防护用品， 系好安全带， 使用 ３６Ｖ 以

下的电源照明。

《化学品生产单位设备

检修 作 业 安 全 规 范 》
（ＡＱ ３０２６）

—６３—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３ 炉窑改造
（１）炉窑改造由无资质

单位施工。

物体打击

机械伤害

其他爆炸

（１）炉窑改造应当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施工。
（２）使用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在施工前应当制定重大维修方案，
重大维修方案应当经过使用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

《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

资 质 标 准 》 （ 建 市

［２００７］７２ 号）

—７３—

（续表）　 　



四、 铅冶炼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一、 制粒

１ 制粒机
（１） 触摸机器运转部

位。
物体打击

机械伤害

（１）设备运行中， 操作人员应与转动部位保持适当距离， 不得

以手触摸转动部位。
（２）保持各安全护栏、 传动护罩完好， 有损坏或存在故障隐患

时应及时上报处理。

《铅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５１９）

二、 熔炼

（一）烧结机

１ 点火作业
（１）未执行正确点火顺

序。

火灾

灼烫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点火前不开启吸风机， 检查水封是否密封良好， 确认无漏

气且助燃风机风量稳定正常后， 方可点火。
（２）点火时， 应先用火把在炉内点着火， 随后逐步调节水封送

气， 并及时送煤气， 待点火炉喷嘴全部喷火正常后方开启并

逐步调大煤气量， 严禁一次性将煤气调整到最大值。
（３）点火时应保持风压、 气压稳定， 稳定风气比， 同时应先点

火后送气， 以免火焰喷出伤人或爆炸。

《铅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５１９）

２ 水套补水作业 （１）水套缺水。 容器爆炸
（１）当水套缺水时， 应先停机、 停火待温度降低后再补水， 不

应立即补充冷水， 以免发生爆炸事故。
《铅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５１９）

（二）熔炼炉

１ 开停炉
（１） 渣、 铅口有渣流、
铅流渗漏、 泄露。

火灾

灼烫

其他爆炸

（１）底吹炉、 顶吹炉、 基夫赛特炉等熔炼炉均应严格按照开停

炉程序操作， 其他炉型应参照执行。
（２）开停炉前主控室和现场控制处必须有专人负责； 渣、 铅口

应堵好， 防止跑渣； 下料口旋转区域附近严禁站人和堆放易

燃物品。
（３）各监测点必须有专人监护， 以防出现意外情况， 并同时负

责气、 油路安全状况。
（４）使用转炉的， 转炉旋转到位后， 各限位、 制动开关应在正

确位置。

《铅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５１９）

—８３—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 给料
（１）处理加料口内壁粘

渣。
物体打击

灼烫

（１）严禁正对加料口查看炉内情况。
（２）处理加料口内壁粘渣时， 应站在适当位置， 防止热渣喷溅

伤人； 同时钢钎或圆钢应对准凝结渣块， 严禁直接打在加料

口壁上。

《铅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５１９）

３ 出铅出渣

（１）水冷件漏水。 容器爆炸
（１）炉上各水冷件、 冷却水不得断流， 水温、 流量符合冷却要

求。
《铅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５１９）

（２）与渣、 铅流接触的

容器和工具有积水或

潮湿。
其他爆炸

（１）烧氧管、 铅模等应保持干燥； 捅渣眼或铅眼时严禁用空心

管及潮湿工具； 炉体周围地面无积水。
（２）不得在铅 ＼ 渣流槽上踩踏、 跨越； 不得在铅模上行走； 不

得向未凝固的铅液面洒水。
（３）使用转炉应定期清理水套活动门积渣， 防止积渣过多造成

紧急转炉时挂烂水套和直升烟道管束。
（４）铅液放入铅包运输前， 应检查铅包确认干燥无积水、 裂

缝， 铅包内铅液面距离包口 ２００ｍｍ。

《铅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５１９）

４ 铸渣 （１）渣模潮湿有积水。
灼烫

其他爆炸

（１）渣模内必须保持干燥， 防止热渣溅出伤人。
（２）严禁用手测试高铅渣冷却效果， 防止烫伤。

《铅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５１９）

（三）鼓风炉

１ 熔炼

（１）水套漏水或缺水。

容器爆炸

其他爆炸

火灾

灼烫

（１）炉上各水冷件、 冷却水不得断流， 水温、 流量符合冷却要求。
（２）跑渣或有冰铜流出应首先撤到安全位置， 再及时采取补救

措施减风处理。
（３）水套漏水或缺水应及时处理， 严禁浇水冷却， 防止蒸汽烧

伤及水套爆炸。

《铅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５１９）

（２）未按操作程序停炉

或处置突然停电。
火灾

其他爆炸

（１）停炉或突然停电应严格按程序操作， 打开放空阀， 打开风

口大盖转销， 防止回火爆炸。
《铅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５１９）

—９３—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 出铅出渣

（１）跑渣或冰铜流出。
火灾

灼烫

（１）跑渣或有冰铜流出应首先撤到安全位置， 再及时采取补救

措施减风处理。
（２）渣粘流动不畅时应及时降低渣坝并尽量减少烧氧， 严禁烧

氧至咽喉口； 处理聚渣或烧氧时， 应背脸侧身， 使身体处于

安全位置。
（３）烧氧时注意角度深度， 找准位置， 防止烧水套或炉缸； 开

氧气时应缓慢拧开阀门， 不应突然开大。

《铅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５１９）

（２）与渣、 铅流接触的

容器、 工具有积水或

潮湿。
其他爆炸

（１）捅渣、 铅时严禁使用空心钢管或未经预热的湿棍， 应使用

指定规格型号的钢棍预热后操作。
（２）铅模内应保持干燥无积水， 严禁过早向铅液浇水冷却； 不

得在铅模上走动或卧内取暖。

《铅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５１９）

三、 电解

１ 熔铅
（１）铅锅安全防护措施

缺失或失效。

火灾

灼烫

其他爆炸

（１）作业时必须使用专用工具， 严禁用手伸探， 严禁用铁棍等

工具捅压锅内物品。
（２）除机械捞渣、 舀铅外， 任何时候都应加盖防护锅罩， 避免

人员掉入铅锅造成烫伤。
（３）熔铅过程中， 严禁用大量冷水降温； 回残片及舀铅时应距

离锅台 １０ 米以上， 锅台上严禁站人。
（４）放置铅泵、 搅拌机应小心谨慎， 防止跌入铅锅。

《铅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５１９）

２ 铸极板

（１）铸阳极板前吊泵时

离锅太近。
火灾

灼烫

（１）铸阳极板前吊泵时不应离锅太近， 防止跌入锅内； 放泵后

锅上应立即加盖防护锅罩。
《铅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５１９）

（２）向阳极模上浇水。
灼烫

其他爆炸

（１）铸阳极板时， 严禁向阳极模上浇水， 防止铅液爆炸伤人；
严禁在浇铸小车上站立或走动， 以免踩脱陷入铅液中烧伤。

《铅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５１９）

（３）机械故障处理能源

未隔离（断电）。
物体打击

机械伤害

（１）机组上出现挤片、 掉片等故障时， 应停机处理； 提片机上

方挂有极板时， 应先将极板取下。
（２）停机处理故障时 ＰＬＣ 系统开关应断电， 悬挂警示牌或专人

看管， 严禁任何人私自启动各种开关。

《铅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５１９）

—０４—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３ 成品包装
（１）使用氮气包装作业

现场未通风良好。
中毒和窒息

（１）使用氮气进行打包作业的应保持现场通风良好， 避免因氮

气泄漏造成缺氧。
《铅 冶 炼 安 全 生 产 规

范》（ＧＢ ２９５１９）

四、 公共部分

（一）建构筑物

１
厂房、 烟 囱 等

高大建构筑物

（１）厂房、 烟囱等高大

建构筑物未进行防腐

处理。
坍塌 （１）接触酸、 碱等腐蚀类物质的建构筑物应进行防腐处理。

《有色金属工业厂房结

构 设 计 规 范 》 （ ＧＢ
５１０５５）

（２）槽、 罐地基下沉。
坍塌

其他伤害

（１）厂址应有良好工程和水文地质条件， 应避开断层、 淤泥

层、 地下河道、 塌陷、 岩溶、 膨胀土地区等不良地质地段及

地下水位高且有侵蚀性的地区。
（２）施工隐蔽工程应由建设、 单位和施工单位三方共同审查验

收， 经验收合格， 方可进行隐蔽。
（３）建设工程项目竣工后， 应按规定进行安全设施和安全条件

验收合格后， 方可投入正常运行。
（４）出现不均匀沉降状况， 应立即排料停用隔离并组织处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

范》（ＧＢ ５０００７）
《有色金属工业厂房结

构 设 计 规 范 》 （ ＧＢ
５１０５５）

２
煤粉 制 备、 重

油库等易燃易

爆场所

（１）粉尘爆炸场所未设

置通风除尘系统、 未

选用防爆电器、 未落

实防雷防静电措施。

火灾

其他爆炸

（１）按标准规范设计、 安装、 使用和维护通风除尘系统， 每班

按规定检测和规范清理粉尘， 在除尘系统停运期间和粉尘超

标时严禁作业。
（２）按规范使用防爆电气设备， 落实防雷、 防静电等措施， 保

证设备设施接地， 严禁作业场所存在各类明火和违规使用作

业工具。
（３）执行安全操作规程和劳动防护制度， 确保员工培训合格，
按规定佩戴使用防尘、 防静电等劳保用品。

《严防企业粉尘爆炸五

条规定》 （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６８ 号）

（２）油罐区和卸油区未

设避雷与接地装置。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重油库区的电气设施应选用防爆型， 电气线路应采用阻燃

电缆或钢管配线， 不应有架空线。
（２）油罐区和卸油区应有避雷装置和接地装置， 应有可靠的防

静电安全接地装置， 油罐接地线和电气设备接地线应分别装

设， 并定期检测、 维修。

《石油库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０７４）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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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３ 煤气发生炉
（１）安全装置缺失或失

效。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煤气发生炉炉顶若设探火孔， 探火孔应有汽封。
（２）煤气发生炉附近有人值守的岗位应设固定式一氧化碳监测

报警装置， 值守的房间应保证正压通风。
（３）水套集汽包应设安全阀、 自动水位控制器。 进水管应设止

回阀。
（４）炉体进口空气管道上应设有阀门、 止回阀和蒸汽吹扫装置。
空气总管末端应设有泄爆装置和放散管， 放散管应接至室外。
（５）炉体空气鼓风机应有两路电源供电。 两路电源供电若有困

难， 应采取防止停电的安全措施。
（６）从发生炉引出的煤气管道应有隔断装置。 以烟煤气化的煤

气发生炉与竖管或除尘器之间的接管， 应有消除管内积尘的

措施。 新建、 扩建煤气发生炉后的竖管、 除尘器顶部或煤气

发生炉出口管道， 应设煤气自动放散装置。

《发生炉煤气站设计规

范》（ＧＢ ５０１９５）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

程》（ＧＢ ６２２２）

（二）特种设备

１ 特种设备

（１）设备及其安全装置

未按规定开展定期检

验、 检 测、 维 修、 保

养及大修。

火灾

起重伤害

高处坠落

物体打击

容器爆炸

（１）特种设备由符合国家相应资质要求的专业单位设计、 生

产、 安装、 维修， 经具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机构检验合格， 并

取得安全使用证或标志方可使用。
（２）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对在用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 安全

保护装置、 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仪表进行定期校验、
检修， 并作出记录。 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

备， 不得继续使用。
（３）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对在用设备进行自行检查， 日常维护保

养时发现的异常情况， 应当及时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

设备法》 （主席令第 ４
号）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

例》 （国务院令第 ５４９
号）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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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 起重机械

（１）起重机械功能缺失

或失效。

触电

起重伤害

高空坠落

（１）严格执行起重机械、 吊具检修、 维护、 专检、 点检、 巡

检、 月检、 周检、 日常性检查管理制度， 吊具必须在其安全

系数允许范围内使用。
（２）吊车必须装有能从地面辨别额定荷重的标识， 严禁超负荷

运行。 吊车滑线必须安装通电指示灯或采用其他标识带电的

措施。 滑线必须布置在吊车司机室的另一侧； 若布置在同一

侧， 必须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３）吊车必须设有下列安全装置： ①吊车之间防碰撞装置； ②
大、 小行车端头缓冲和防冲撞装置； ③过载保护装置； ④主、
副卷扬限位、 报警装置； ⑤登吊车信号装置及门联锁装置；
⑥露天作业的吊车必须设置防风装置； ⑦端梁内侧应设置安

全防护设施。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ＧＢ ６０６７）

（２）违规起重作业。
火灾

灼烫

起重伤害

（１）起重作业应按规定路线进行。
（２）起重机启动和移动时应发出声响与灯光信号， 吊物不应从

人员头顶和重要设备设施（操作室、 易燃易爆气体管道及设

施）上方越过； 吊运时， 吊车司机必须鸣笛， 严禁同时操作大、
小车； 不应用吊物撞击其他物体或设备； 吊物上不应有人。
（３）起重作业应遵循国家标准对现场指挥人员和起重机司机所

使用基本信号和有关安全技术规定。 起重机指挥人员应易于

被起重机司机所识别。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ＧＢ ６０６７）
《起重吊运指挥信号》
（ＧＢ ５０８２）

３
压力 容 器、 管

道

（１）超压使用、 安全装

置缺失或失效。

火灾

物体打击

容器爆炸

（１）容器、 管道的设计压力应当不小于在操作中可能遇到的最

苛刻的压力与温度组合工况的压力。 容器、 管道不应超压运

行。
（２）应按规定设置安全阀、 爆破片、 紧急切断装置、 压力表、
液面计、 测温仪表、 安全联锁等安全装置。
（３）应按规定设置安全阀、 爆破片、 阻火器、 紧急切断装置等

安全装置。
（４）容器、 管道使用单位应在工艺操作规程和岗位操作规程

中， 明确提出容器、 管道的安全操作要求。

《压力容器使用管理规

则》（ＴＳＧＲ ５００２）
《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

察 规 程 － 工 业 管 道 》
（ＴＳＧＤ ０００１）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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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三）消防

１
易发生火灾的

建（构）筑物

（１）未设置自动火灾报

警装置， 未设消防水

系统与消防通道。
火灾

（１）主控室、 电气间、 电缆隧道、 可燃介质的液压站等易发生

火灾建构筑物， 应设自动火灾报警装置， 应设置消防水系统

与消防通道， 并设置警示标志。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６）

（２）车间主控楼（室）等
要害部位的疏散出口

未按要求设置 ２ 个安

全出口。

火灾

其他伤害

（１）车间主控楼（室）、 主电室、 配电室、 电气室、 电缆夹层、
地下油库、 地下液压站、 地下润滑站、 地下加压站等要害部

位的疏散出口必须按规定设置 ２ 个安全出口； 主控楼（室）、
主电室、 配电室等、 电气室面积小于 ６０ｍ２ 时； 建筑面积不超

过 ２５０ｍ２ 的电缆夹层及不超过 １００ｍ２ 的地下电气室、 油库、
地下液压站、 地下润滑站（库）、 地下加压站且无人值守的，
可设一个， 其门必须向外开。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６）

２
危险化学品储

存设施

（１）库房内混合存放危

险化学品。
火灾

其他爆炸

（１）库房内不应混合存放各类油脂、 油漆、 易燃易爆等危险

品， 库房照明应使用防爆灯具。
（２）清洗设备、 工具及地面时不应使用汽油等易挥发溶剂。 仓

库内除固定照明外， 不应使用其他电器。 可燃物品仓库， 不

应使用碘钨灯和白炽灯， 照明开关应设在库外。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

通则》（ＧＢ １５６０３）

（四）电气

１ 电气设备

（１）易燃易爆场所未设

置防爆电器或防爆电

器等级不够。

触电

火灾

其他爆炸

（１）防爆场所配用防爆电器。 应根据爆炸性危险区域的等级及

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级别、 组别， 正确选择相应类型的级别

和组别的电气设备， 并应安装漏电保护装置。 敷设的配电线

路必须穿金属管保护。
（２）每层厂房应设独立电源箱， 使用断路保护器。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

置 设 计 规 范 》 （ ＧＢ
５００５８）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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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
主电 室、 电 气

室、 配电室

（１）电气盘、 箱、 柜安

全防护装置缺失。
火灾

触电

（１）电气盘、 箱、 柜必须设置设备编号、 当心触电标识、 单线

系统图、 接地和接零标识。
（２）相序线及接线标识规范， 柜门保护接地并牢靠， 接线位和

母牌等裸露部位均有有机玻璃罩， 穿线孔应封堵， 线路应横

平竖直、 固定有序。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５４）

（２）高压电气柜前未铺

设绝缘胶板。 使用不

合格安全用具。
触电

（１）高压柜前必须铺设绝缘胶板。
（２）高压试电笔、 绝缘手套、 绝缘套鞋、 接地线、 等电工工具

和防护用品必须按检验标准要求送检， 并张贴检测标识， 确

保有效。

《电 业 安 全 工 作 规 程

（发电厂和变电所电气

部分）》（ＤＬ ４０８）

３ 电缆隧道

（１）可燃气体、 液体管

道穿越和敷设于电缆

隧（廊）道或电缆沟。
火灾

（１）可燃气体、 液体管道严禁穿越和敷设于电缆隧（廊）道或电

缆沟。
（２）氧气管道不得与燃油管道、 腐蚀性介质管道和电缆、 电线

同沟敷设。
（３）动力电缆不得与可燃、 助燃气体和燃油管道同沟敷设。

《有色金属工程防火设

计规范》（ＧＢ ５０６３０）

４
燃气 （油） 管道

和钢制储罐
（１）未设防静电装置。

火灾

容器爆炸

其他爆炸

（１）露天设置的可燃气体、 可燃液体钢制储罐必须设防雷接

地。
（２）输送氧气、 乙炔、 煤气、 氢气等可燃或助燃的气体、 液体

管道必须设置防静电装置。 每隔 ８０ ～ １００ｍ 应重复接地， 进车

间的分支法兰处也应接地。

《有色金属工程防火设

计规范》（ＧＢ ５０６３０）

（五）危险作业

１
槽、 罐、 炉、
窑釜、 塔 类 设

备及附属设施

（１）设备及附属设施未

定期检查， 出现焊缝

开 裂、 腐 蚀、 破 损、
明显变形、 机械失灵。

物体打击

中毒和窒息

（１）槽、 罐、 炉、 窑等设备及附属设施应定期检查， 出现焊缝

开裂、 腐蚀、 破损、 明显变形、 机械失灵应报修或报废。
（２）槽、 罐、 炉、 窑等设备顶部应有专用检修通道， 顶部观察

孔应有防护隔栅。

《有色重金属冶炼企业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

准》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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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违规进行清理炉结

（爆破）作业。
火药爆炸

（１）清理炉结作业可由专业爆破公司采用爆破方式进行； 由企

业内部人员从事爆破作业必须经过专门技术培训并经考核合

格持有爆破作业证方可操作。
（２）爆破作业应统一指挥、 专人负责， 各路口应有警戒人员，
严格执行爆破作业信号联系及警戒岗哨规定； 放炮前， 鸣哨

警示并将爆破区域内的人员、 设备清理干净后， 方可点炮。
（３）严格控制每次放炮的数量， 要注意数好每次炮声与实际的

数量是否相符； 发现哑炮应等待 ３０ 分钟后， 指定一人排除。
在遇到阴雨天、 闪电、 打雷及六级以上大风或有妨碍警戒视

线等恶劣气候条件下， 严禁爆破作业； 夜间和酒后严禁从事

爆破作业。
（４）不带火种、 易燃物进入炸药加工间， 应用专用工具运、 带

雷管和炸药， 不在衣服口袋内装雷管。 爆破结束后应对爆破

材料检查整理， 销毁用剩炸药。

《爆破安全规程》 （ ＧＢ
６７２２）

２
煤气等有毒有

害气体危险区

域

（１）进入危险区域未佩

戴个人防护用具。
中毒和窒息

（１）进入有毒有害气体容易聚集场所应监测合格后， 携带便携

式毒害气体泄漏监测仪， 佩戴防毒面具。 含尘岗位应佩戴口

罩或面具。 到煤气区域作业的人员， 应配备便携式一氧化碳

报警仪。 一氧化碳报警装置应定期校核。
（２）煤气作业工作场所必须备有必要的联系信号、 煤气压力表

及风向标志等。

《有色重金属冶炼企业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

准》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

程》（ＧＢ ６２２２）

（２）使用煤气（天然气）
点火未执行正确点火

顺序。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炉子点火时， 点火程序必须是先点燃火种后给燃气， 严禁

先给燃气后点火。 凡送煤气前已烘炉的炉子， 其炉膛温度超

过 １０７３Ｋ（８００℃）时， 可不点火直接送煤气， 但必须严密监视

其是否燃烧。
（２）送燃气时不着火或者着火后又熄灭， 必须立即关闭燃气阀

门， 查清原因， 排净炉内混合气体后， 再按规定程序重新点火。
（３）凡强制送风炉子， 点火时必须先开鼓风机但不送风， 待点

火送燃气燃着后， 再逐步增大风量和煤气量。 送煤气后， 必

须检查所有连接部位和隔断装置是否泄漏煤气。
（４）停燃气时必须先关闭所有烧嘴， 然后停鼓风机。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

程》（ＧＢ ６２２２）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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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３ 有限空间作业

（１）进入有限空间未执

行“先通风、 后检测，
再作业”规定。

中毒和窒息

（１）作业人员必须经过安全教育培训， 了解有限空间存在的风

险。 应指派专人全程监护， 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和有限

空间管理牌。
（２）进入有限空间必须坚持“先通风、 后检测、 再作业”的原

则， 经氧含量和有毒有害气体含量检测至合格水平， 作业人

员方能进入。
（３）保持有限空间出入口畅通和强制通风。 作业前、 后， 必须

清点作业人员和工器具。 进入有限空间应携带煤气报警仪和

氧气探测仪。
（４）严禁盲目施救。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

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

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５９
号）
《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

程》（ＧＢ ８９５８）

（２）进入有限空间检修

前， 未进行毒害介质

有效隔离， 未实行停

电、 挂牌。

触电

中毒和窒息

其他爆炸

（１）进入有限空间检修前， 必须确认切断煤气来源， 必须用蒸

汽、 氮气或合格烟气吹扫和置换煤气管道、 设备及设施内的

煤气， 不允许用空气直接置换煤气。 煤气置换完后用空气置

换氮气和烟气， 然后进行含氧量检测， 含氧量合格确认安全

措施后， 方可进入。
（２）使用行灯电压不应大于 ３６Ｖ， 进入潮湿密闭容器内作业不

应大于 １２Ｖ。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

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

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５９
号）

４ 动火作业
（１）防范措施落实不到

位。
火灾

其他爆炸

（１）防火区内施工应办理动火审批手续。
（２）不应携带火种进入防火区域。
（３）重点防火岗位检修维护设备应使用防爆工具。
（４）作业现场应配备适宜数量的灭火设施。

《生产区域动火作业安

全规范》（ＨＧ ３００１０）

—７４—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六）检维修和清理作业

１ 检维修作业

（１）检维修无安全施工

方案， 停机未执行操

作牌、 停电牌制度。

触电

高处坠落

车辆伤害

（１）设备检维修和清理工作应制定安全施工方案， 进行安全交

底， 严格执行工作票制、 安全确认制度、 挂牌制、 监护制、
锁具制， 做好现场的安全措施和现场的安全交底。
（２）检修之前应有专人对电、 煤气、 蒸汽、 氧气、 氮气等要害

部位及安全设施进行确认， 预先切断与设备相连的所有电路、
风路、 氧气管道、 煤气管道、 氮气管道、 蒸汽管道、 喷吹煤

粉管道及液体管道， 并办理有关检修、 动火审批手续。
（３）使用行灯电压不应大于 ３６Ｖ， 进入潮湿密闭容器内作业不

应大于 １２Ｖ。

《化学品生产单位设备

检修 作 业 安 全 规 范 》
（ＡＱ ３０２６）
《有色重金属冶炼企业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

准》

（２）检修过程未落实检

维修作业方案。

火灾

高处坠落

机械伤害

（１）进入槽、 罐、 炉、 窑、 釜、 塔内清理检修， 应采取充分的

通风换气措施， 测定槽罐内氧含量高于 １９ ５％， 在人孔处有

专人监护。
（２）检修中应按检修方案拆除安全装置， 并有安全防护措施。
安全防护装置的变更， 应经安全部门同意， 并应作好记录归

档。
（３）高处作业应佩戴安全带， 应设安全通道、 梯子、 支架、 吊

台或吊盘， 不应利用煤气管道、 氧气管道作起重设备的支架。
高处检修管道及电气线路， 应使用乘人升降机， 不应使用起

重卷扬机类设备带人作业。

《化学品生产单位设备

检修 作 业 安 全 规 范 》
（ＡＱ ３０２６）
《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

程》（ＧＢ ９９５８）

（３）检修结束未按程序

进行试车， 安全装置

未及时恢复。

火灾

机械伤害

其他爆炸

（１）设备检修完毕， 应先做单项试车， 然后联动试车。 试车

时， 操作工应到场， 各阀门应调好行程极限， 做好标记。
（２）设备试车， 应按规定程序进行。 施工单位交出操作牌， 由

操作人员送电操作， 专人指挥， 共同试车。 非试车人员， 不

应进入试车规定的现场。
（３）检修完毕， 安全装置应及时恢复。

《化学品生产单位设备

检修 作 业 安 全 规 范 》
（ＡＱ ３０２６）

—８４—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 承压设备检修
（１） 承压设备带压作

业。

灼烫

触电

机械伤害

（１）检修承压设备前， 应将压力泄放到常压状态； 带料承压管

道、 容器不应重力敲打和拉挂负重； 拆卸管道及槽罐人孔等，
应将料、 风、 汽、 水排空； 作业时不应垂直面对法兰， 防止

物料喷出。

《化学品生产单位设备

检修 作 业 安 全 规 范 》
（ＡＱ ３０２６）

３ 槽罐清理
（１） 槽罐清理操作不

当。

物体打击

高空坠落

中毒和窒息

（１）进入前应对有毒有害气体浓度进行监测， 一氧化碳气体含

量在 ３０ｍｇ ／ ｍ３ 以下， 氧含量高于 １９ ５％方可进入， 进入一次

的时间应小于 ２０ｍｉｎ。
（２）进入前应先观察有无松脱的结疤、 耐火砖等。
（３）在槽内进行清理槽壁结疤时， 应自上而下进行。
（４）在各类槽、 罐、 窑体上等高处作时应采取防坠落措施， 在

活动爬梯上应设专人扶梯保护。

《有色重金属冶炼企业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

准》

４ 炉窑改造
（１）炉窑改造由无资质

单位施工。

物体打击

机械伤害

其他爆炸

（１）炉窑改造应当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施工。
（２）使用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在施工前应当制定重大维修方案，
重大维修方案应当经过使用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

《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

资 质 标 准 》 （ 建 市

［２００７］７２ 号）

（七）厂内运输

１ 皮带运输机

（１）皮带运输机事故开

关、 紧急拉绳等安全

装置缺失、 损坏或失

效。

火灾

机械伤害

（１）带式输送机应有防打滑、 防跑偏和防纵向撕裂的措施以及

能随时停机的事故开关和事故警铃； 头部应设置遇物料阻塞

能自动停车的装置； 首轮上缘、 尾轮及拉紧装置应有防护装

置； 煤粉输送系统应设除铁器和杂物筛。
（２）带式输送机运转期间， 不应进行清扫和维修作业， 也不应

从胶带下方通过或乘坐、 跨越胶带。

《带 式 输 送 机 安 全 规

范》（ＧＢ １４７８４）

—９４—

（续表）　 　



五、 锌冶炼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一、 火法竖罐炼锌

（一）焙烧

１ 沸腾炉
（１）开炉或烘炉燃烧介

质使用防护不当。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开炉或烤炉时使用煤气， 应严防煤气中毒、 火灾和爆炸等

事故。 使用柴油、 重油， 应采取相应的消防措施， 防止油罐

着火。
（２）沸腾炉炉膛应保持负压， 避免炉膛向外冒烟气。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火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２）

（二）制团

１ 干燥窑
（１）煤气（天然气）突然

熄火或点不着火。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使用煤气过程中， 突然熄火或点不着火时， 应立即关闭煤

气阀门。
（２）停用煤气时关闭煤气阀门， 确保阀门不漏煤气。
（３）干燥窑窑尾温度不得超过规定， 防止煤粉爆炸。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火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２）

（三）焦结

１ 降温塔
（１）进塔之前未良好通

风。
中毒和窒息

（１）进入降温塔前将塔门全部开通， 塔内通风。 经检测氧气浓

度达到 １９ ５％以上， 毒害气体浓度符合安全标准后方可进入

塔内， 并设专人在塔外监护。
（２）处理塔内积尘， 应从塔顶向下进行， 防止积尘脱落伤人。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火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２）

（四）蒸馏

１ 蒸馏
（１）使用煤气操作过程

违规。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调整蒸馏炉温度或封挡空气道时防止烫伤、 煤气中毒。 单

项煤气压力、 空气负压突然减小时立即联系相关岗位， 缩小

其他部位煤气压力或空气负压。
（２）不能在同一座炉子上同时进行补炉和扫除。 补炉前后应调

整好煤气压力和蒸馏炉罐口压力。
（３）拆卸废气管时， 防止烫伤、 中毒、 砸伤。
（４）开炉时按照计划进行。 点火前应向煤气管道送蒸汽， 防止

爆炸。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火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２）

—０５—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 蒸馏炉排渣

（１）送风管道使用及其

清扫。
中毒和窒息

（１）风机停电时关严送风计量闸门， 防止废气倒流。
（２）清扫大送风管道时， 要三个人配合， 依次清扫， 防止废气

中毒。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火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２）

（２）水套水汽阀门使用

不当。
其他爆炸

（１）蒸馏炉大、 中修后， 打开冷却水套的水、 汽阀门， 防止开

炉后阀门打不开、 水套爆炸或烧坏。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火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２）

３ 出锌 （１）锌液与水接触。
灼烫

其他爆炸

（１）塔前地面不应有积水， 防止熔体遇水爆炸。
（２）接触锌液的各种工具应事先烘干、 不潮湿、 避免烫伤。 不

应将潮湿和漏水的水管放入锌槽中， 不应把冷却水管插入冷

凝器内部。
（３）出锌、 加锌时， 锌包周围不得站人。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火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２）

４ 废气排出

（１）冷凝器部件密封不

严， 有堵塞。
其他爆炸

容器爆炸

（１）冷凝器附近不应有明火。
（２）要及时清理冷凝器水封内物料， 防止水流入炉子， 引起爆

炸。
（３）开炉加料前， 冷凝器各部位要通畅、 无泄漏， 防止开炉时

冷凝器爆炸。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火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２）

（２）洗涤机废气管道未

保持正压。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洗涤机入口废气管道应保持正压， 各种孔门要密封， 防止

废气中毒、 爆炸。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火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２）

（五）精馏

１ 精馏

（１）使用煤气操作过程

违规。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停电掉闸不能供应煤气时， 应立即关闭所有煤气阀门和废

气挡板， 防止回火爆炸。
（２）开塔时各煤气阀门应关严， 塔内不应有煤气。 开关煤气

阀、 取样、 点火时， 应站在侧面上风口处， 有人监护。 更换

大煤气阀门前， 应采取措施， 避免点火时灭火。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火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２）

（２）熔融金属吊运未使

用专用吊具。
火灾

其他爆炸

（１）吊运熔融金属时应用专用吊具。
（２）锌包不应装载过满， 防止锌液洒落烫伤。
（３）吊运熔融金属线路地面应无积水。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火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２）

—１５—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 出锌 （１）锌液与水接触。
灼烫

火灾

其他爆炸

（１）塔前地面应无积水。
（２）封堵出锌口时要堵严； 疏通出锌口时应侧身并戴好防护

镜。
（３）浇铸时要控制好流量， 防止锌液溅出烫伤。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火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２）

二、 火法密闭鼓风炉炼锌

（一）烧结

１
开停炉和点火

作业

（１）使用煤气操作过程

违规。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开停炉（机）时， 严格按照程序进行。
（２）点火后， 逐步调大煤气量， 不应一次性将煤气调到最大

值。
（３）突然停水停电停煤气时， 应立即关闭煤气阀门， 打开点火

炉放散阀， 排走余气； 待来水来电来气后， 取样分析炉内气

体成分合格， 按点火程序重新点火。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火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２）

２ 水套 （１）水套缺水。 容器爆炸
（１）当水套缺水时， 应先停机、 停火， 待温度降低后再补水，
不应立即补充冷水， 以免发生爆炸事故。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火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２）

３ 清灰作业 （１）未佩戴防护用品。 中毒和窒息 （１）清灰时佩戴防护用具， 防止二氧化硫中毒窒息。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火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２）

（二）熔炼

１ 空气预热
（１）燃烧室处于非负压

状态。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热风炉点火时， 燃烧时应处于负压状态， 防止中毒、 爆

炸。
（２）煤气压力不足时， 应立即关闭阀门。 鼓风炉休风时， 应停

用鼓风炉煤气， 打开放散阀。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火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２）

２ 熔炼
（１）炉前地面有积水、
渣口未封堵。

灼烫

火灾

其他爆炸

（１）炉前地面无积水， 防止熔体溢出遇水爆炸伤人。
（２）鼓风炉渣口应封堵， 避免跑铅。
（３）开铅泵时， 附近人员应车里铅锌冷却槽， 铅液流动正常后

才能进入， 发生异常应及时停泵。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火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２）

—２５—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３ 出锌出渣

（１） 地面有积水， 渣、
锌包装载过满。

灼烫

火灾

其他爆炸

（１）炉前地面无积水， 防止熔体溢出遇水爆炸伤人。
（２）锌包、 渣包装载不应过满， 吊运中不应靠近。
（３）冲水淬渣时， 应停止其他操作。 不应跨越正在放渣的流

槽、 渣口， 放渣后不应马上清理冲渣口。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火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２）

（２）水套缺水。 容器爆炸

（１）当水套缺水时， 应先停机、 停火， 待温度降低后再补水，
不应立即补充冷水， 以免发生爆炸事故。
（２）烧氧时应注意角度深度， 找准位置， 防止烧坏水套或炉

缸； 开氧气时缓慢拧开阀门不应突然开大。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火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２）

（三）烟化炉

１ 电热前床作业

（１）钢钎同时接触两根

炭极。
触电 （１）探测前床内液面高度， 钢钎严禁同时接触两根炭极。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火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２）

（２） 接触吊运中的渣

包、 吊钩。
灼烫

其他爆炸

（１）锌包、 渣包装载不应过满， 吊运中不应靠近。
（２）吊运熔融金属线路地面无积水。
（３）配合吊车吊运渣包时， 不得用手接触渣包、 吊钩， 应使用

专用工具并与渣包保持安全距离。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火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２）

２
粉煤制备及输

送

（１）煤粉仓、 球磨机附

近有明火、 火种。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煤粉仓、 球磨机附近不应有明火、 带入火种。
（２）粉煤输送前后应防止输送管堵塞。 进料后， 慢慢打开旋

塞， 防止管道积粉煤较多而造成燃烧爆炸。
（３）加料期间不得更换中间仓。 遇突然停电， 应及时关闭阀

门， 防止输送管和煤仓回火引起爆炸。
（４）热风炉点火停风要防止煤气中毒、 爆炸。 防止球磨机进口

温度过高而造成煤仓、 布袋室着火爆炸。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火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２）

３ 三次风口
（１）三次封口送煤、 检

查和清理作业违规。
火灾

其他爆炸

（１）进第一包渣后开始送煤， 渣放至风口线以下停煤； 停炉时

渣位应降至风口线以下， 然后先停鼓风机， 后停排风机， 炉

体温度降至 １００℃后再停冷却水。
（２）根据炉况适当控制给煤量防止喷火和爆炸。
（３）检查和清理三次风口， 应在停炉时进行， 防止喷火、 喷渣

和溅渣伤人。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火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２）

—３５—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４ 加料放渣

（１） 渣包吊运摇动过

大。
灼烫

火灾

（１）渣包装载不应过满， 吊运中不应靠近。
（２）吊运熔融金属线路地面无积水。
（３）渣包吊运时， 地面和平台人员应首先撤离到安全地带， 吊

运过程应避免行车的大、 小车同时移动， 造成摇动过大， 熔

渣溅出伤人。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火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２）

（２）无水放渣、 渣流向

控制不当。

灼烫

火灾

其他爆炸

（１）炉前地面无积水， 防止熔体溅出遇水爆炸伤人。
（２）突然停电时应立即将渣口小水套打开放渣， 控制渣的流

向， 防止热渣流入冷却水池， 引起爆炸。
（３）放渣前应先开通循环水， 严禁无水放渣； 放渣时， 应适当

控制放渣量， 溜槽周围严禁站人， 横跨溜槽应走安全通道。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火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２）

三、 湿法炼锌

（一）锌精矿备料

１ 干燥窑
（１）煤气（天然气）突然

熄火或点不着火。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使用煤气（天然气）过程中， 突然熄火或点不着火时， 应马

上关闭燃气阀门， 放散燃烧室余气， 待试点火正常后， 才能

再次点火。
（２）严禁熄火后立即点火， 煤气（天然气）管道堵塞时， 排污阀

应慢慢打开。 煤气（天然气）正常后， 应及时关好排污阀和放

散阀。
（３）使用燃气时打开燃烧室 ２ 个以上的煤气嘴， 并调整燃气开

关大小来调整燃烧室温度。 停用燃气时关闭燃气阀， 并从燃

烧室操作孔确认燃烧已经终止。
（４）干燥窑点火作业， 应先开窑尾风机， 煤气（天然气）点燃

后， 再开窑头风机。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湿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３）

—４５—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二）沸腾焙烧

１ 沸腾炉
（１）开炉或烘炉燃烧介

质使用防护不当。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在开炉或烤炉如果使用煤气， 应严防煤气中毒、 火灾和爆

炸等事故。 如果使用柴油或重油， 应采取相应的消防措施，
防止火灾。
（２）开炉点火应及时调整沸腾炉排风机入口负压， 避免炉膛正

压过大外冒烟气。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湿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３）

２ 余热锅炉 （１）锅炉满水或缺水。 容器爆炸

（１）严防锅炉满水与缺水事故发生， 锅炉出现严重缺水时， 禁

止继续向炉内加水。 如断水事件过长或水套变形时应停炉检

修。
（２）排污时， 不得两个排污点同时进行， 应注意汽包水位， 防

止缺水。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湿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３）

３ 电收尘 （１）设施未可靠接地。 触电

（１）电收尘壳体、 收尘极、 气流分布板、 灰斗楼梯、 操作台和

保温箱等处接地可靠。
（２）收尘器各人孔与高压供电设备联锁。
（３）处理电场故障时由两人以上， 一人负责安全监督。 应将电

场对应的硅整流停车断电， 确认接地完好， 挂上停电牌， 反

复核准故障电场后， 方能处理。
（４）故障处理完后， 应将所有人员、 工具和其他金属杂物全部

清出场外， 断开接地， 关闭检修场所， 方可取走警告牌， 开

车送电。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湿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３）

（三）焙砂浸出

１ 浸出反应罐槽

（１）酸碱度控制不当，
入罐前未断电、 未良

好通风。

灼烫

触电

中毒和窒息

（１）严格控制溶液酸度， 防止剧烈反应造成溶液冒槽、 飞溅。
（２）入罐清渣时， 首先应将设备断电、 挂安全警示牌， 检查检

修设施结实可靠， 同时防止槽盖上物品坠落， 操作时， 罐内

应保持良好通风。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湿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３）

—５５—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 加酸作业
（１）危险化学品与水接

触。
灼烫

其他爆炸

（１）加酸作业现场严格管理水和浓硫酸， 防止两类物质接触。
同时应准备碱、 石灰等应急物资， 配备清水喷淋装置等个人

安全应急系统。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湿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３）

（四）浸出液净化

１ 净化作业

（１） 净化罐未密封加

盖， 现场未配备砷化

氢气体检测、 报警装

置， 现场存在烟火。

灼烫

火灾

其他爆炸

（１）净化罐应加盖密封， 配有抽风装置， 减少和杜绝砷化氢自

罐面溢出对操作人员造成危害。
（２）保持作业现场通风， 现场应配备砷化氢气体检测、 报警装

置。
（３）作业现场严禁烟火。 操作时应防止金属相碰产生火花， 以

免引起氢气爆炸。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湿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３）

（五）电积

１ 电解槽
（１） 槽体断路、 短路，
工作区域有烟火。

火灾

灼烫

其他爆炸

（１）电解槽出槽时从槽内最多同时吊出一半阴极， 待全部装完

新的阴极， 并确认导电后方可再取出另一半阴极进行更换，
以防放生断路。
（２）平整单片阳极时， 防止发生断路的措施。
（３）经常检查， 防止电解槽漏液， 采取保障措施保持槽内液

面。 槽上作业， 要严防槽间短路。
（４）锌电解工序， 楼面禁止吸烟， 防止氢气爆炸。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湿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３）

（六）熔铸

１ 熔铸炉
（１）入炉物料潮湿， 作

业工具潮湿或有缺陷。
灼烫

其他爆炸

（１）入炉锌片应干燥， 有少量水分时一次进料量要少。 扒渣口

（进料口）前有人时不能进行进料作业。
（２）现场各类入炉物料应保持干燥， 并做到定置堆放， 同时保

证现场安全通道畅通。
（３）各类作业工具要经常检查， 防止受潮发生锌爆伤人， 或由

于缺陷引发突发事故。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湿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３）

—６５—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 铸锭机 （１）锭模、 工具潮湿。
灼烫

其他爆炸

（１）开动铸锭机前应检查确认有无障碍物， 浇铸前检查锭模和

所用工具干燥， 冷模作业前， 先对模具进行预热或加油处理。
《锌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湿法）》（ＧＢ ／ Ｔ ２９５２３）

四、 公共部分

（一）建构筑物

１
厂房、 烟 囱 等

高大建构筑物

（１）厂房、 烟囱等高大

建构筑物未进行防腐

处理。
坍塌 （１）接触酸、 碱等腐蚀类物质的建构筑物应进行防腐处理。

《有色金属工业厂房结

构 设 计 规 范 》 （ ＧＢ
５１０５５）

（２）槽、 罐地基下沉。
坍塌

其他伤害

（１）厂址应有良好工程和水文地质条件， 应避开断层、 淤泥

层、 地下河道、 塌陷、 岩溶、 膨胀土地区等不良地质地段及

地下水位高且有侵蚀性的地区。
（２）施工隐蔽工程应由建设、 监理和施工单位三方共同审查验

收， 经验收合格， 方可进行隐蔽。
（３）建设工程项目竣工后， 应按规定进行安全设施和安全条件

验收合格后， 方可投入正常运行。
（４）出现不均匀沉降状况， 应立即排料停用隔离并组织处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

范》（ＧＢ ５０００７）
《有色金属工业厂房结

构 设 计 规 范 》 （ ＧＢ
５１０５５）

２
煤粉 制 备、 重

油库等易燃易

爆场所

（１）粉尘爆炸场所未设

置通风除尘系统、 未

选用防爆电器、 未落

实防雷防静电措施。

火灾

其他爆炸

（１）按标准规范设计、 安装、 使用和维护通风除尘系统， 每班

按规定检测和规范清理粉尘， 在除尘系统停运期间和粉尘超

标时严禁作业。
（２）按规范使用防爆电气设备， 落实防雷、 防静电等措施， 保

证设备设施接地， 严禁作业场所存在各类明火和违规使用作

业工具。
（３）执行安全操作规程和劳动防护制度， 确保员工培训合格，
按规定佩戴使用防尘、 防静电等劳保用品。

《严防企业粉尘爆炸五

条规定》 （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６８ 号）

（２）油罐区和卸油区未

设避雷与接地装置。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重油库区的电气设施应选用防爆型， 电气线路应采用阻燃

电缆或钢管配线， 不应有架空线。
（２）油罐区和卸油区应有避雷装置和接地装置， 应有可靠的防

静电安全接地装置， 油罐接地线和电气设备接地线应分别装

设， 并定期检测、 维修。

《石油库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０７４）

—７５—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３ 煤气发生炉
（１）安全装置缺失或失

效。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煤气发生炉炉顶若设探火孔， 探火孔应有汽封。
（２）煤气发生炉附近有人值守的岗位应设固定式一氧化碳监测

报警装置， 值守的房间应保证正压通风。
（３）水套集汽包应设安全阀、 自动水位控制器。 进水管应设止

回阀。
（４）炉体进口空气管道上应设有阀门、 止回阀和蒸汽吹扫装置。
空气总管末端应设有泄爆装置和放散管， 放散管应接至室外。
（５）炉体空气鼓风机应有两路电源供电。 两路电源供电若有困

难， 应采取防止停电的安全措施。
（６）从发生炉引出的煤气管道应有隔断装置。 以烟煤气化的煤

气发生炉与竖管或除尘器之间的接管， 应有消除管内积尘的

措施。 新建、 扩建煤气发生炉后的竖管、 除尘器顶部或煤气

发生炉出口管道， 应设煤气自动放散装置。

《发生炉煤气站设计规

范》（ＧＢ ５０１９５）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

程》（ＧＢ ６２２２）

（二）特种设备

１ 特种设备

（１）设备及其安全装置

未按规定开展定期检

验、 检 测、 维 修、 保

养及大修。

火灾

起重伤害

高处坠落

物体打击

容器爆炸

（１）特种设备由符合国家相应资质要求的专业单位设计、 生

产、 安装、 维修， 经具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机构检验合格， 并

取得安全使用证或标志方可使用。
（２）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对在用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 安全

保护装置、 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仪表进行定期校验、
检修， 并作出记录。 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

备， 不得继续使用。
（３）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对在用设备进行自行检查， 日常维护保

养时发现的异常情况， 应当及时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

设备法》 （主席令第 ４
号）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

例》 （国务院令第 ５４９
号）

—８５—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 起重机械

（１）起重机械功能缺失

或失效。

触电

起重伤害

高空坠落

（１）严格执行起重机械、 吊具检修、 维护、 专检、 点检、 巡

检、 月检、 周检、 日常性检查管理制度， 吊具必须在其安全

系数允许范围内使用。
（２）吊车必须装有能从地面辨别额定荷重的标识， 严禁超负荷

运行。 吊车滑线必须安装通电指示灯或采用其他标识带电的

措施。 滑线必须布置在吊车司机室的另一侧； 若布置在同一

侧， 必须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３）吊车必须设有下列安全装置： ①吊车之间防碰撞装置； ②
大、 小行车端头缓冲和防冲撞装置； ③过载保护装置； ④主、
副卷扬限位、 报警装置； ⑤登吊车信号装置及门联锁装置；
⑥露天作业的吊车必须设置防风装置； ⑦端梁内侧应设置安

全防护设施。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ＧＢ ６０６７）

（２）违规起重作业。
火灾

灼烫

起重伤害

（１）起重作业应按规定路线进行。
（２）起重机启动和移动时应发出声响与灯光信号， 吊物不应从

人员头顶和重要设备设施（操作室、 易燃易爆气体管道及设施）
上方越过； 吊运时， 吊车司机必须鸣笛， 严禁同时操作大、 小

车； 不应用吊物撞击其他物体或设备； 吊物上不应有人。
（３）起重作业应遵循国家标准对现场指挥人员和起重机司机所

使用基本信号和有关安全技术规定。 起重机指挥人员应易于

被起重机司机所识别。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ＧＢ ６０６７）
《起重吊运指挥信号》
（ＧＢ ５０８２）

３
压力 容 器、 管

道

（１）超压使用、 安全装

置缺失或失效。

火灾

物体打击

容器爆炸

（１）容器、 管道的设计压力应当不小于在操作中可能遇到的最

苛刻的压力与温度组合工况的压力。 容器、 管道不应超压运

行。
（２）应按规定设置安全阀、 爆破片、 紧急切断装置、 压力表、
液面计、 测温仪表、 安全联锁等安全装置。
（３）应按规定设置安全阀、 爆破片、 阻火器、 紧急切断装置等

安全装置。
（４）容器、 管道使用单位应在工艺操作规程和岗位操作规程

中， 明确提出容器、 管道的安全操作要求。

《压力容器使用管理规

则》（ＴＳＧＲ ５００２）
《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

察 规 程 － 工 业 管 道 》
（ＴＳＧＤ ０００１）

—９５—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三）消防

１
易发生火灾的

建（构）筑物

（１）未设置自动火灾报

警装置， 未设消防水

系统与消防通道。
火灾

（１）主控室、 电气间、 电缆隧道、 可燃介质的液压站等易发生

火灾建构筑物， 应设自动火灾报警装置， 应设置消防水系统

与消防通道， 并设置警示标志。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６）

（２）车间主控楼（室）等
要害部位的疏散出口

未按要求设置 ２ 个安

全出口。

火灾

其他伤害

（１）车间主控楼（室）、 主电室、 配电室、 电气室、 电缆夹层、
地下油库、 地下液压站、 地下润滑站、 地下加压站等要害部

位的疏散出口必须按规定设置 ２ 个安全出口； 主控楼（室）、
主电室、 配电室等、 电气室面积小于 ６０ｍ２ 时； 建筑面积不超

过 ２５０ｍ２ 的电缆夹层及不超过 １００ｍ２ 的地下电气室、 油库、
地下液压站、 地下润滑站（库）、 地下加压站且无人值守的，
可设一个， 其门必须向外开。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６）

２
危险化学品储

存设施

（１）库房内混合存放危

险化学品。
火灾

其他爆炸

（１）库房内不应混合存放各类油脂、 油漆、 易燃易爆等危险

品， 库房照明应使用防爆灯具。
（２）清洗设备、 工具及地面时不应使用汽油等易挥发溶剂。 仓

库内除固定照明外， 不应使用其他电器。 可燃物品仓库， 不

应使用碘钨灯和白炽灯， 照明开关应设在库外。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

通则》（ＧＢ １５６０３）

（四）电气

１ 电气设备

（１）易燃易爆场所未设

置防爆电器或防爆电

器等级不够。

触电

火灾

其他爆炸

（１）防爆场所应配用防爆电器。 应根据爆炸性危险区域的等级

及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级别、 组别， 正确选择相应类型的级

别和组别的电气设备， 并应安装漏电保护装置。 敷设的配电

线路应穿金属管保护。
（２）每层厂房应设独立电源箱， 使用断路保护器。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

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０５８）

２
主电 室、 电 气

室、 配电室

（１）电气盘、 箱、 柜安

全防护装置缺失。
火灾

触电

（１）电气盘、 箱、 柜必须设置设备编号、 当心触电标识、 单线

系统图、 接地和接零标识。
（２）相序线及接线标识规范， 柜门保护接地并牢靠， 接线位和

母牌等裸露部位均有有机玻璃罩， 穿线孔应封堵， 线路应横

平竖直、 固定有序。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５４）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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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高压电气柜前未铺

设绝缘胶板。 使用不

合格安全用具。
触电

（１）高压柜前必须铺设绝缘胶板。
（２）高压试电笔、 绝缘手套、 绝缘套鞋、 接地线、 等电工工具

和防护用品必须按检验标准要求送检， 并张贴检测标识， 确

保有效。

《电 业 安 全 工 作 规 程

（发电厂和变电所电气

部分）》（ＤＬ ４０８）

３ 电缆隧道

（１）可燃气体、 液体管

道穿越和敷设于电缆

隧（廊）道或电缆沟。
火灾

（１）可燃气体、 液体管道严禁穿越和敷设于电缆隧（廊）道或电

缆沟。
（２）氧气管道不得与燃油管道、 腐蚀性介质管道和电缆、 电线

同沟敷设。
（３）动力电缆不得与可燃、 助燃气体和燃油管道同沟敷设。

《有色金属工程防火设

计规范》（ＧＢ ５０６３０）

４
燃气 （油） 管道

和钢制储罐
（１）未设防静电装置。

火灾

容器爆炸

其他爆炸

（１）露天设置的可燃气体、 可燃液体钢制储罐必须设防雷接

地。
（２）输送氧气、 乙炔、 煤气、 氢气等可燃或助燃的气体、 液体

管道必须设置防静电装置。 每隔 ８０ ～ １００ｍ 应重复接地， 进车

间的分支法兰处也应接地。

《有色金属工程防火设

计规范》（ＧＢ ６０６３０）

（五）危险作业

１
槽、 罐、 炉、
窑釜、 塔 类 设

备及附属设施

（１）设备及附属设施未

定期检查， 出现焊缝

开 裂、 腐 蚀、 破 损、
明显变形、 机械失灵。

物体打击

中毒和窒息

（１）槽、 罐、 炉、 窑等设备及附属设施应定期检查， 出现焊缝

开裂、 腐蚀、 破损、 明显变形、 机械失灵应报修或报废。
（２）槽、 罐、 炉、 窑等设备顶部应有专用检修通道， 顶部观察

孔应有防护隔栅。

《有色重金属冶炼企业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

准》

—１６—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违规进行清理炉结

（爆破）作业。
火药爆炸

（１）清理炉结作业可由专业爆破公司采用爆破方式进行； 由企

业内部人员从事爆破作业必须经过专门技术培训并经考核合

格持有爆破作业证方可操作。
（２）爆破作业应统一指挥、 专人负责， 各路口应有警戒人员，
严格执行爆破作业信号联系及警戒岗哨规定； 放炮前， 鸣哨

警示并将爆破区域内的人员、 设备清理干净后， 方可点炮。
（３）严格控制每次放炮的数量， 要注意数好每次炮声与实际的

数量是否相符； 发现哑炮， 应等待 ３０ 分钟后， 指定一人排

除。 在遇到阴雨天、 闪电、 打雷及六级以上大风或有妨碍警

戒视线等恶劣气候条件下， 严禁爆破作业； 夜间和酒后严禁

从事爆破作业。
（４）不带火种、 易燃物进入炸药加工间， 应用专用工具运、 带

雷管和炸药， 不在衣服口袋内装雷管。 爆破结束后应对爆破

材料检查整理， 销毁用剩炸药。

《爆破安全规程》 （ ＧＢ
６７２２）

２
煤气等有毒有

害气体危险区

域

（１）进入危险区域未佩

戴个人防护用具。
中毒和窒息

（１）进入有毒有害气体容易聚集场所应监测合格后， 携带便携

式毒害气体泄漏监测仪， 佩戴防毒面具。 含尘岗位应佩戴口

罩或面具。 到煤气区域作业的人员， 应配备便携式一氧化碳

报警仪。 一氧化碳报警装置应定期校核。
（２）煤气作业工作场所必须备有必要的联系信号、 煤气压力表

及风向标志等。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

程》（ＧＢ ６２２２）
《有色重金属冶炼企业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

准》

（２）使用煤气（天然气）
点火未执行正确点火

顺序。

火灾

其他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炉子点火时， 点火程序必须是先点燃火种后给燃气， 严禁

先给燃气后点火。 凡送煤气前已烘炉的炉子， 其炉膛温度超

过 １０７３Ｋ（８００℃）时， 可不点火直接送煤气， 但必须严密监视

其是否燃烧。
（２）送燃气时不着火或者着火后又熄灭， 必须立即关闭燃气阀

门， 查清原因， 排净炉内混合气体后， 再按规定程序重新点火。
（３）凡强制送风炉子， 点火时必须先开鼓风机但不送风， 待点

火送燃气燃着后， 再逐步增大风量和煤气量。 送煤气后， 必

须检查所有连接部位和隔断装置是否泄漏煤气。
（４）停燃气时必须先关闭所有烧嘴， 然后停鼓风机。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

程》（ＧＢ ６２２２）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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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３ 有限空间作业

（１）进入有限空间未执

行“先通风、 后检测，
再作业”规定。

中毒和窒息

（１）作业人员必须经过安全教育培训， 了解有限空间存在的风

险。 应指派专人全程监护， 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和有限

空间管理牌。
（２）进入有限空间必须坚持“先通风、 后检测、 再作业”的原

则， 经氧含量和有毒有害气体含量检测至合格水平， 作业人

员方能进入。
（３）保持有限空间出入口畅通和强制通风。 作业前、 后， 必须

清点作业人员和工器具。 进入有限空间应携带煤气报警仪和

氧气探测仪。
（４）严禁盲目施救。

《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

程》（ＧＢ ８９５８）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

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

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５９
号）

（２）进入有限空间检修

前， 未进行毒害介质

有效隔离， 未实行停

电、 挂牌。

触电

中毒和窒息

其他爆炸

（１）进入有限空间检修前， 必须确认切断煤气来源， 必须用蒸

汽、 氮气或合格烟气吹扫和置换煤气管道、 设备及设施内的

煤气， 不允许用空气直接置换煤气。 煤气置换完后用空气置

换氮气和烟气， 然后进行含氧量检测， 含氧量合格确认安全

措施后， 方可进入。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

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

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５９
号）

４ 动火作业
（１）防范措施落实不到

位。
火灾

其他爆炸

（１）防火区内施工应办理动火审批手续。
（２）不应携带火种进入防火区域。
（３）重点防火岗位检修维护设备应使用防爆工具。
（４）作业现场应配备适宜数量的灭火设施。

《生产区域动火作业安

全规范》（ＨＧ ３００１０）

（六）检维修和清理作业

１ 检维修作业

（１）检维修无安全施工

方案， 停机未执行操

作牌、 停电牌制度。

触电

高处坠落

车辆伤害

（１）设备检维修和清理工作应制定安全施工方案， 进行安全交

底， 严格执行工作票制、 安全确认制度、 挂牌制、 监护制、
锁具制， 做好现场的安全措施和现场的安全交底。
（２）检修之前应有专人对电、 煤气、 蒸汽、 氧气、 氮气等要害

部位及安全设施进行确认， 预先切断与设备相连的所有电路、
风路、 氧气管道、 煤气管道、 氮气管道、 蒸汽管道、 喷吹煤

粉管道及液体管道， 并办理有关检修、 动火审批手续。
（３）使用行灯电压不应大于 ３６Ｖ， 进入潮湿密闭容器内作业不

应大于 １２Ｖ。

《化学品生产单位设备

检修 作 业 安 全 规 范 》
（ＡＱ ３０２６）
《有色重金属冶炼企业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

准》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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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检修过程未落实检

维修作业方案。

火灾

高处坠落

机械伤害

（１）进入槽、 罐、 炉、 窑、 釜、 塔内清理检修， 应采取充分的

通风换气措施， 测定槽罐内氧含量高于 １９ ５％， 在人孔处有

专人监护。
（２）检修中应按检修方案拆除安全装置， 并有安全防护措施。
安全防护装置的变更， 应经安全部门同意， 并应作好记录归

档。
（３）高处作业应佩戴安全带， 应设安全通道、 梯子、 支架、 吊

台或吊盘， 不应利用煤气管道、 氧气管道作起重设备的支架。
高处检修管道及电气线路， 应使用乘人升降机， 不应使用起

重卷扬机类设备带人作业。

《化学品生产单位设备

检修 作 业 安 全 规 范 》
（ＡＱ ３０２６）
《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

程》（ＧＢ ８９５８）

（３）检修结束未按程序

进行试车， 安全装置

未及时恢复。

火灾

机械伤害

其他爆炸

（１）设备检修完毕， 应先做单项试车， 然后联动试车。 试车

时， 操作工应到场， 各阀门应调好行程极限， 做好标记。
（２）设备试车， 应按规定程序进行。 施工单位交出操作牌， 由

操作人员送电操作， 专人指挥， 共同试车。 非试车人员， 不

应进入试车规定的现场。
（３）检修完毕， 安全装置应及时恢复。

《化学品生产单位设备

检修 作 业 安 全 规 范 》
（ＡＱ ３０２６）

２ 承压设备检修
（１） 承压设备带压作

业。

灼烫

触电

机械伤害

（１）检修承压设备前， 应将压力泄放到常压状态； 带料承压管

道、 容器不应重力敲打和拉挂负重； 拆卸管道及槽罐人孔等，
应将料、 风、 汽、 水排空； 作业时不应垂直面对法兰， 防止

物料喷出。

《化学品生产单位设备

检修 作 业 安 全 规 范 》
（ＡＱ ３０２６）

３ 槽罐清理
（１） 槽罐清理操作不

当。

物体打击

高空坠落

中毒和窒息

（１）进入前应对有毒有害气体浓度进行监测， 一氧化碳气体含

量在 ３０ｍｇ ／ ｍ３ 以下， 氧含量高于 １９ ５％方可进入， 进入一次

的时间应小于 ２０ｍｉｎ。
（２）进入前应先观察有无松脱的结疤、 耐火砖等。
（３）在槽内进行清理槽壁结疤时， 应自上而下进行。
（４）在各类槽、 罐、 窑体上等高处作时应采取防坠落措施， 在

活动爬梯上应设专人扶梯保护。

《有色重金属冶炼企业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

准》

—４６—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４ 炉窑改造
（１）炉窑改造由无资质

单位施工。

物体打击

机械伤害

其他爆炸

（１）炉窑改造应当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施工。
（２）使用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在施工前应当制定重大维修方案，
重大维修方案应当经过使用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

《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

资 质 标 准 》 （ 建 市

［２００７］７２ 号）

（七）厂内运输

１ 皮带运输机

（１）皮带运输机事故开

关、 紧急拉绳等安全

装置缺失、 损坏或失

效。

火灾

机械伤害

（１）带式输送机应有防打滑、 防跑偏和防纵向撕裂的措施以及

能随时停机的事故开关和事故警铃； 头部应设置遇物料阻塞

能自动停车的装置； 首轮上缘、 尾轮及拉紧装置应有防护装

置； 煤粉输送系统应设除铁器和杂物筛。
（２）带式输送机运转期间， 不应进行清扫和维修作业， 也不应

从胶带下方通过或乘坐、 跨越胶带。

《带 式 输 送 机 安 全 规

范》（ＧＢ １４７８４）

—５６—

（续表）　 　



六、 钨生产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一、 仲钨酸铵生产

（一）钨精矿预处理

１ 电加热反应釜

（１）进入电加热反应釜

维修 搅 拌 或 者 检 查、
清理壁厚时， 未进行

足够清洗及确保通风。

中毒和窒息

（１）严格按照受限空间作业操作规程进行作业， 执行作业许可

管理， 执行严格的审批程序， 明确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和控

制措施。
（２）为从业人员配备与工作岗位相适应的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的专业工器具和劳动防护用品， 并监督、 教育从业人

员正确佩戴、 使用。 进入现场作业人员及相关人员应按规定

正确佩戴劳动防护用品。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２）温控失灵、 安全阀

失灵、 锅壁结垢或磨

损变薄容易造成超温

超压甚至爆炸。

容器爆炸

（１）严格按照特种设备要求， 对特种设备进行登记管理， 定期

检验效验安全阀、 压力表等。
（２）定期检查锅垢情况及锅壁厚度。
（３）企业应依法建立健全各工序、 各岗位、 各设备的安全操作

规程。 指导、 督促员工进行好开机前的检查准备工作， 严格

设备运行监测工作， 确保设备安全运行。
（４）编制碱性料液泄露应急处置措施， 并进行演练。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２ 压滤机

（１）进料前板框及压滤

布未装好， 容易造成

物料溅射。
灼烫

（１）企业应依法建立健全各工序、 各岗位、 各设备的安全操作

规程。
（２）高温、 高碱料液进行压滤时， 操作人员应当站到压滤机范

围以外进行观察， 并有合适的防溅射措施。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６６—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二）除杂与制备

１ 交换柱

（１）盐酸槽、 碱槽、 硫

酸槽 等 动 火 作 业 前，
未用水冲洗干净， 即

卸开管道通风放气。

灼烫

中毒和窒息

（１）防火区内施工应办理动火审批手续。 不应携带火种进入防

火区域。 在重点防火岗位检修维护设备时应使用防爆工具。
（２）清理检修作业应制定安全施工方案， 进行现场安全确认，
每项工作应设置安全监护人并严格履行职责。
（３）电工、 金属焊接作业应穿绝缘鞋， 鞋带应系牢。 登高作业

不应穿光滑的硬底鞋。

《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

害防护规范》 （ ＧＢＺ ／ Ｔ
２０５）

２ 槽罐

（１）槽罐类设备及附属

设施未定期检查， 槽

体出现焊缝开裂、 腐

蚀、 破损、 明显变形、
机械失灵未报修或报

废。

灼烫

中毒和窒息

（１）槽罐应设置液面指示装置和防止冒槽的溢流装置。 槽罐顶

应设置专门的安全通道。 槽罐区设围堰， 地沟加盖板， 现场

应设事故喷淋及冲洗设施。
（２）对涉及强酸、 强碱及高碱料浆等生产岗位实施有效的监

控。 对储槽设置液位进行监测， 液位超限报警后， 应立即采

取停止进料等措施。 各种防护罩、 溢流管道等设施应完好。
（３）各种槽罐不应超额定荷载， 否则应由有资质的单位设计、
施工。
（４）对各类容器、 贮罐、 槽、 管道、 泵等设备检修、 清理前应

通知相关运行岗位人员， 并对所有可能来料的管道或设备采

取可靠的隔离措施， 如加盲板等， 关键部位的阀门应关闭，
排空物料， 作业期间， 外部必须设置专人监护。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７６—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３ 液氨罐

（１）液氨储罐类设备及

附属设施未定期检查，
检验。

容器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液氨储罐属于压力容器， 应符合《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

术监察规程》的要求， 各种安全附件（安全阀、 防爆膜、 压力

表、 温度表、 报警器等）应齐全， 并应确保泄压排出点符合安

全要求。
（２）应按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进行核定， 是否构成

重大危险源并评级。 如果已构成重大危险源， 应根据相应的

重大危险源管理要求， 完善管理。

《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

程》（ＴＳＧＧ０００１）

（２）液氨罐超温、 超压

运行、 阀门失灵。
容器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根据重大危险源的要求， 对储罐压力、 温度及液位等参数

进行检测和监控， 并有相应的降温措施、 泄压保护措施和联

锁系统。 定期对系统检测仪表进行维护保养， 系统检测仪表

应完好、 灵敏、 精确。
（２）应当有储罐超温超压、 泄露报警装置， 并安排人员值班管

理。
（３）配备足够的劳动保护用品和应急救援物资。 编制液氨泄漏

应急预案， 报备， 并定期组织演练。
（４）液氨罐压力表、 阀门等配件必须是专门的有生产资质企业

生产的并经过效验的方可适用。 从业作业人员应当取得相应

的管理及操作证书。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３）液氨罐区未使用防

爆类型电器。
容器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液氨罐区属于重点防火防爆区域， 应杜绝一切火源， 事故

风机及应急照明均采用防爆类。
（２）防火区内施工应办理动火审批手续。 不应携带火种进入防

火区域。 在重点防火岗位检修维护设备时应使用防爆工具。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８６—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三）结晶与干燥

１ 钛结晶锅

（１）结晶锅冒槽、 氨回

收装 置 运 行 失 效 等，
造成氨气污染， 并可

能产生中毒、 晕倒等

事故。

中毒和窒息

（１）企业应依法建立健全各工序、 各岗位、 各设备的安全操作

规程。
（２）生产前应检查锅体、 传动部件及环保设施是否正常。 结晶

过程中检查并记录环保设施运行状况。
（３）加料过程中按指令操作， 不得出现冒槽。 结晶过程注意控

制蒸汽大小， 防止冒槽事故发生。
（４）在可能造成氨中毒晕倒的岗位， 配备足够的劳动保护用

品， 应急救援物资， 制定应急处置措施， 并进行演练。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２）蒸汽管及结晶锅保

温层脱落、 蒸汽管及

开关损伤爆裂。
灼烫

（１）现场设置明显的高温警示标识。 员工操作一律佩戴好劳动

保护用品。
（２）加强设备维护保养， 确保保温层及疏水阀等完好。 配置安

全阀， 并定期效验。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２ 双锥烘干机
（１）安全阀失效、 蒸汽

压力过大。
机械伤害

灼烫

（１）配备蒸汽安全阀， 并定期效验。
（２）开机前检查各管道是否畅通， 杜绝管道堵塞运行。 烘干过

程保持真空负压设备运转正常。
（３）设置高温警示标识。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３ 锅炉
（１）锅炉未定期检验，
安全设施不符合标准。

锅炉爆炸

灼烫

（１）企业应依法建立健全各工序、 各岗位、 各设备的安全操作

规程。
（２）应符合工业锅炉经济运行 ＧＢ ／ Ｔ １７９５４－２００７ 标准。
（３）锅炉的安全设施应符合 ＴＳＧ Ｇ０００１－２０１２《锅炉安全技术监

察规程》要求。

《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

程》（ＴＳＧ Ｇ０００１）

—９６—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４ 收尘器

（１）进入收尘器内检修

或清理更换布袋， 未

先停风机和反吹风机，
后卸风管， 未同时对

收尘器内 ＣＯ 气体、 氧

含量进行监测， 即清

理或更换收尘布袋。

中毒和窒息

（１）清理检修作业应制定安全施工方案， 进行现场安全确认，
每项工作应设置安全监护人并严格履行职责。
（２）设备清理检修作业应严格实施停电挂牌。 应关闭进出料、
风、 汽、 水等管道、 溜槽的阀门， 加盲板， 挂警示牌， 由施

工负责人进行安全确认后方可施工。 进入槽内清理、 检修，
应测定槽罐内氧含量高于 １９ ５％。 在槽罐人孔处有专人监护。
（３）检修承压设备前， 应将压力一氧化碳气体浓度在 ３０ｍｇ ／ ｍ２

以下泄放为零。 带料承压管道、 容器不应重力敲打和拉挂负

重。 拆卸管道及槽罐人孔等， 应将料、 风、 汽、 水排空。 作

业时不应垂直面对法兰， 拆卸螺栓由下而上， 注意物料喷出。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５
离心喷雾干燥

机

（１） 蒸汽管道保温脱

落、 管道堵塞。
灼烫

其他伤害

（１）开机前检查各管道是否畅通， 杜绝管道堵塞运行。
（２）设置高温警示标识和防护设施。
（３）为从业人员配备与工作岗位相适应的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的专业工器具和劳动防护用品， 并监督、 教育从业人

员按照使用正确佩戴、 使用。 进入现场作业人员及相关人员

应按规定正确佩戴劳动防护用品。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二、 氧化钨生产

１ 回转炉

（１）震打击锤掉落， 炉

体、 石墨环等高温部

位， 没有完全断电接

触加热电阻。

机械伤害

灼烫

触电

（１）震打击锤等有可能掉落的转动部件应有防护栏等安全装

置。
（２）应当设置高温、 带电等警示标识， 划定禁止穿行区域。
（３）只要未关闭加热总开关， 加热电路就带电， 不可对电路进

行检修。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０７—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三、 钨粉、 碳化钨生产

２ 电解制氢

（１）氢气管道法兰连接

处 泄 漏， 长 期 冲 刷、
腐蚀产生泄漏。

火灾

其他爆炸

（１）氢气管道法兰连接处应牢固并密封， 对管道经常检查， 并

及时防腐。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２）电解过程中氧气采

取排空氧气与氢气压

力的失衡。

火灾

其他爆炸
（１）排空系统应设有水封装置。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３） 氧气中含氢量过

高。
火灾

其他爆炸

（１）制氢站应设氢气、 氧气纯度分析仪。 当氧气回收时， 应设

氧中氢含量报警装置。 对氢、 氧含量不间断进行分析。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４）电解槽内中断原料

水。
火灾

其他爆炸
（１）电解槽设置报警装置和联锁装置。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５）设备仪表和控制系

统中报警和紧急事故

处理装置损坏失效。

火灾

其他爆炸
（１）加强设备仪表的检查、 维护， 及时处理， 消除隐患。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６）生产过程冷却水中

断或水压过低。
火灾

其他爆炸

（１）对冷却水系统、 氢液位、 碱液、 氢槽温氢中氧上下限等设

置多种安全联锁。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７）受外部温度影响，
内部压力升高， 安全

阀失灵。

火灾

其他爆炸
（１）安全阀定期检测校验合格。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８）排空过程中遇点火

源。
火灾

其他爆炸
（１）排空管应设有阻火器等。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９）储存、 输送过程中

静电积聚。
火灾

其他爆炸

（１）氢气站管线至氢气储罐设置水填封， 储罐至用户设置回火

装置。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１０）雷击设备损坏。
火灾

其他爆炸

（１）厂房应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规定执行。 并设有防雷装

置， 防雷装置、 排空管等应与设备接地可靠连接， 并定期检

测合格。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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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１１） 违章动火， 吸烟

等。
火灾

其他爆炸

（１）严格动火作业审批， 设立禁火区， 现场严禁吸烟， 机动车

辆进入， 必须戴好阻火器。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１２）设备检修过程中

置换不彻底， 残余氢

含量过高。

火灾

其他爆炸

（１）设备检修过程中应彻底吹扫、 置换干净， 并进行检测分析

合格， 确认无误方可动火作业。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３ 氢气贮罐

（１）氢气贮罐类设备及

附属设施未定期检查，
检验。

容器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氢气贮罐属于压力容器， 应符合《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

术监察规程》（ＴＳＧＲ０００４）的要求， 各种安全附件（安全阀、 防

爆膜、 压力表、 温度表、 报警器等）应齐全， 并应确保泄压排

出点符合安全要求。
（２）应按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进行核定， 是否构成

重大危险源并评级。 如果已构成重大危险源， 应根据相应的

重大危险源管理要求， 完善管理。
（３）氢气贮罐的定期检查检测应当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按时进

行检验。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

技术监察规程》 （ ＴＳＧ
Ｒ０００４）

（２）氢气贮罐超温、 超

压运行、 阀门失灵。
容器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根据重大危险源的要求， 对储罐压力、 温度及液位等参数

进行检测和监控， 并有相应的降温措施、 泄压保护措施和联

锁系统。 定期对系统检测仪表进行维护保养， 系统检测仪表

应完好、 灵敏、 精确。
（２）应当有储罐超温超压、 泄露报警装置， 并安排人员值班管理。
（３）配备足够的劳动保护用品和应急救援物资。 编制氢气泄露

应急预案， 报备， 并定期组织演练。
（４）氢气罐压力表、 阀门等配件必须是专门的有生产资质企业

生产的并经过效验的方可使用。 从业作业人员应当取得相应

的管理及操作证书。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３）氢气罐区未使用防

爆类型电器。
容器爆炸

中毒和窒息

（１）氢气罐区属于重点防火防爆区域， 应杜绝一切火源， 并全

部使用防爆类电器。
（２）防火区内施工应办理动火审批手续。 不应携带火种进入防

火区域。 在重点防火岗位检修维护设备时应使用防爆工具。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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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４
还原 炉、 高 温

钼丝炉

（１）抢修设备人员接触

高温设备。
灼烫

其他爆炸

（１）定期检查高温设备， 保持设备的高温保温隔离层完好。
（２）涉及高温物料作业的员工配备和穿戴相应防护用品。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２）管道、 阀门材质不

良、 安装不当， 或运

行中受损、 管道爆裂。

灼烫

其他爆炸

（１）加强对有关高温物料灼烫预防知识和应急处理方法的培训

和教育。
（２）设立救护点， 并配备相应的灼烫药品。
（３）设立警示标志。
（４）严格执行作业规程。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３）开炉门前未先点火

即打开炉门。 装卸料

时， 操作不当至使炉

内未能保持正压。

灼烫

其他爆炸

（１）加强对有关高温物料灼烫预防知识和应急处理方法的培训

和教育。
（２）设立救护点， 并配备相应的灼灼烫药品。
（３）设立警示标志。
（４）严格执行作业规程。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四、 硬质合金烧结

（一）脱蜡

１ 烧结炉

（１）炉体内通入氢气进

行烧结， 炉体泄漏进

入空气， 或者开炉前

未用惰性气体吹扫干

净。

其他爆炸

（１）设备在启动前需要进行微正压检漏和真空度的检漏测试。
微正压检漏： 充氩气到炉内压力 １０６ ５ｋＰａ， 测试 １ 分钟， 炉

内压力不小于 １０５ｋＰａ。 真空检漏： 设备抽到极限真空至少达

到 ５Ｐａ， 测试 １５ 分钟左右， 真空度应保持在 ５０ｋＰａ 以内。
（２）升温前要通入足够的惰性气体至炉内进行保护。
（３）点好长明火， 保证氢气排出炉体后迅速燃烧， 避免氢气聚集。
（４）真空度表要定期进行检测。
（５）保持水压稳定。
（６）氢气管道要定期检漏， 避免氢气泄露导致爆炸。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二）真空阶段

１ 烧结炉

（１）进入真空烧结前系

统未通入惰性气体排

出炉体内的氢气。

其他爆炸

灼烫

（１）产品在通氢气脱蜡结束后要立即通入惰性气体进行吹扫，
吹扫时间定在 ６０ 分钟， 进入真空烧结后关闭长明火。
（２）冷却水的水压和供水量要充足。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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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三）加压阶段

２ 烧结炉

（１）加压烧结一般为高

温阶段， 加压时系统

要关 闭 抽 真 空 程 序，
炉门前不要站人， 炉

内压力过大使部分零

部件冲开。

其他爆炸

灼烫

（１）产品在加压过程前要关闭抽真空程序， 炉门前不要站人，
通入氩气要缓慢， 避免快速通入惰性（氩气）气体造成炉内压

力迅速增大， 一般规定 １５ 分钟加入到指定的压力。
（２）安全阀、 压力表要定期校验。
（３）冷却水的水压和供水量要充足。

《碳化钨粉安全生产规

程》（ＧＢ ３００３９）

五、 公共部分

（一）建构筑物

１
厂房、 烟 囱 等

高大建构筑物

（１）厂房、 烟囱等高大

建构筑物未进行防腐

处理。
坍塌 （１）接触酸、 碱等腐蚀类物质的建构筑物应进行防腐处理。

《有色金属工业厂房结

构 设 计 规 范 》 （ ＧＢ
５１０５５）

（二）特种设备

１ 特种设备

（１）设备及其安全装置

未按规定开展定期检

验、 检 测、 维 修、 保

养及大修。

火灾

起重伤害

（１）特种设备应由符合国家相应资质要求的专业单位设计、 生

产、 安装、 维修， 经具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机构检验合格， 并

取得安全使用证或标志方可使用。
（２）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对在用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 安全

保护装置、 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仪表进行定期校验、
检修， 并作出记录。 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

备， 不得继续使用。
（３）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对在用设备进行自行检查， 日常维护保

养时发现的异常情况， 应当及时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

设备法》 （主席令第 ４
号）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

例》 （国务院令第 ５４９
号）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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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 起重机械

（１）起重机械功能缺失

或失效。

触电

起重伤害

高空坠落

（１）严格执行起重机械、 吊具检修、 维护、 专检、 点检、 巡

检、 月检、 周检、 日常性检查管理制度， 吊具必须在其安全

系数允许范围内使用。
（２）吊车必须装有能从地面辨别额定荷重的标识， 严禁超负荷

运行。 吊车滑线必须安装通电指示灯或采用其他标识带电的

措施。 滑线必须布置在吊车司机室的另一侧。 若布置在同一

侧， 必须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３）吊车必须设有下列安全装置： ①吊车之间防碰撞装置。 ②
大、 小行车端头缓冲和防冲撞装置。 ③过载保护装置。 ④主、
副卷扬限位、 报警装置。 ⑤登吊车信号装置及门联锁装置。
⑥露天作业的吊车必须设置防风装置。 ⑦端梁内侧应设置安

全防护设施。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ＧＢ ６０６７）

（２）违规起重作业。
火灾

灼烫

起重伤害

（１）起重作业应按规定路线进行。
（２）起重机启动和移动时应发出声响与灯光信号， 吊物不应从

人员头顶和重要设备设施（操作室、 易燃易爆气体管道及设施）
上方越过。 吊运时， 吊车司机必须鸣笛， 严禁同时操作大、 小

车。 不应用吊物撞击其他物体或设备。 吊物上不应有人。
（３）起重作业应遵循国家标准对现场指挥人员和起重机司机所

使用基本信号和有关安全技术规定。 起重机指挥人员应易于

被起重机司机所识别。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ＧＢ ６０６７）
《起重吊运指挥信号》
（ＧＢ ５０８２）

３
压力 容 器、 管

道

（１）超压使用、 安全装

置缺失或失效。

火灾

物体打击

容器爆炸

（１）容器、 管道的设计压力应当不小于在操作中可能遇到的最

苛刻的压力与温度组合工况的压力。 容器、 管道不应超压运

行。
（２）应按规定设置安全阀、 爆破片、 紧急切断装置、 压力表、
液面计、 测温仪表、 安全联锁等安全装置。
（３）应按规定设置安全阀、 爆破片、 阻火器、 紧急切断装置等

安全装置。
（４）容器、 管道使用单位应当在工艺操作规程和岗位操作规程

中， 明确提出容器、 管道的安全操作要求。

《压力容器使用管理规

则》（ＴＳＧＲ ５００２）
《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

察规程－工业管道》
（ＴＳＧＤ ０００１）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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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三）消防

１
易发生火灾的

建（构）筑物

（１）未设置自动火灾报

警装置， 未设消防水

系统与消防通道。
火灾

（１）主控室、 电气间、 电缆隧道、 可燃介质的液压站等易发生

火灾的建构筑物， 应设自动火灾报警装置， 应设置消防水系

统与消防通道， 并设置警示标志。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６）

（２）车间主控楼（室）等
要害部位的疏散出口

未按要求设置 ２ 个安

全出口。

火灾

其他伤害

（１）车间主控楼（室）、 主电室、 配电室、 电气室、 电缆夹层、
地下油库、 地下液压站、 地下润滑站、 地下加压站等要害部

位的疏散出口必须按规定设置 ２ 个安全出口。 主控楼（室）、
主电室、 配电室等、 电气室面积小于 ６０ｍ２ 时。 建筑面积不超

过 ２５０ｍ２ 的电缆夹层及不超过 １００ｍ２ 的地下电气室、 油库、
地下液压站、 地下润滑站（库）、 地下加压站且无人值守的，
可设一个， 其门必须向外开。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６）

（四）电气

１ 电气设备

（１）易燃易爆场所未设

置防爆电器或防爆电

器等级不够。

触电

火灾

其他爆炸

（１）防爆场所应配用防爆电器。 应根据爆炸性危险区域的等级

及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级别、 组别， 正确选择相应类型的级

别和组别的电气设备， 并应安装漏电保护装置。 敷设的配电

线路必须穿金属管保护。
（２）每层厂房应设独立电源箱， 使用断路保护器。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

置 设 计 规 范 》 （ ＧＢ
５００５８）

（２）临时线路未装总开

关控制和漏电保护装

置。
触电

（１）临时线路敷设符合安全要求， 应安装总开关控制和漏电保

护装置。
（２）临时用电设备 ＰＥ（保护接地线）连接可靠。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５４）

２
主电 室、 电 气

室、 配电室

（１）电气盘、 箱、 柜安

全防护装置缺失。
火灾

触电

（１）电气盘、 箱、 柜必须设置设备编号、 当心触电标识、 单线

系统图、 接地和接零标识。
（２）相序线及接线标识规范、 柜门保护接地并牢靠、 接线位和

母牌等裸露部位均有有机玻璃罩、 穿线孔应封堵、 线路应横

平竖直、 固定有序。

（ＧＢ ５０６３０） 《低压配电

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０５４）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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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高、 低压电气柜前

未铺设绝缘胶板， 使

用不合格安全用具。
触电

（１）高压柜前必须铺设绝缘胶板。
（２）高压试电笔、 绝缘手套、 绝缘套鞋、 接地线、 等电工工具

和防护用品必须按检验标准要求送检， 并张贴标识， 确保有

效。

《电 业 安 全 工 作 规 程

（发电厂和变电所电气

部分）》（ＤＬ ４０８）

３ 电缆隧道

（１）可燃气体、 液体管

道穿越和敷设于电缆

隧（廊）道或电缆沟。
火灾

（１）可燃气体、 液体管道严禁穿越和敷设于电缆隧（廊）道或电

缆沟。
（２）氧气管道不得与燃油管道、 腐蚀性介质管道和电缆、 电线

同沟敷设。
（３）动力电缆不得与可燃、 助燃气体和燃油管道同沟敷设。

《有色金属工程防火设

计规范》（ＧＢ ５０６３０）

４
燃气 （油） 管道

和钢制储罐
（１）未设防静电装置。

火灾

容器爆炸

其他爆炸

（１）露天设置的可燃气体、 可燃液体钢制储罐必须设防雷接

地。
（２）输送氧气、 乙炔、 煤气、 氢气等可燃或助燃的气体、 液体

管道必须设置防静电装置。 每隔 ８０ ～ １００ｍ 应重复接地， 进车

间的分支法兰处也应接地。

《有色金属工程防火设

计规范》（ＧＢ ５０６３０）

（五）危险作业

１ 有限空间作业

（１）进入有限空间未执

行“先通风、 后检测，
再作业”规定。

中毒和窒息

（１）作业人员必须经过安全教育培训， 了解有限空间存在的风

险。 应指派专人全程监护， 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和有限

空间管理牌。
（２）进入有限空间必须坚持“先通风、 后检测、 再作业”的原

则， 经氧含量和有毒有害气体含量检测至合格水平， 作业人

员方能进入。
（３）保持有限空间出入口畅通和强制通风。 作业前、 后， 必须

清点作业人员和工器具。 进入有限空间应携带氧含量报警仪。
（４）严禁盲目施救。

《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

程》（ＧＢ ８９５８）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

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

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５９
号）

—７７—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２ 动火作业
（１）防范措施落实不到

位。
火灾

其他爆炸

（１）防火区内施工应办理动火审批手续。
（２）不应携带火种进入防火区域。
（３）重点防火岗位检修维护设备应使用防爆工具。
（４）作业现场应配备适宜数量的灭火设施。

《生产区域动火作业安

全规范》（ＨＧ ３００１０）

（六）检维修和清理作业

１ 检维修作业

（１）检维修无安全施工

方案， 停机未执行操

作牌、 停电牌制度。

高处坠落

车辆伤害

（１）设备检维修和清理工作应制定安全施工方案， 进行安全交

底， 严格执行工作票制、 安全确认制度、 挂牌制、 监护制、
锁具制， 做好现场的安全措施和现场的安全交底。

《化学品生产单位设备

检修 作 业 安 全 规 范 》
（ＡＱ ３０２６）

（２）检修过程未落实检

维修作业方案。

火灾

高处坠落

机械伤害

（１）检修中应按检修方案拆除安全装置， 并有安全防护措施。
安全防护装置的变更， 应经安全部门同意， 并应作好记录归

档。
（２）高处作业应佩戴安全带， 应设安全通道、 梯子、 支架、 吊

台或吊盘， 不应利用煤气管道、 氧气管道作起重设备的支架。
高处检修管道及电气线路， 应使用乘人升降机， 不应使用起

重卷扬机类设备带人作业。

《化学品生产单位设备

检修 作 业 安 全 规 范 》
（ＡＱ ３０２６）
《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

程》（ＧＢ ８９５８）

（３）检修结束未按程序

进行试车， 安全装置

未及时恢复。

火灾

机械伤害

其他爆炸

（１）设备检修完毕， 应先做单项试车， 然后联动试车。 试车

时， 操作工应到场， 各阀门应调好行程极限， 做好标记。
（２）设备试车， 应按规定程序进行。 施工单位交出操作牌， 由

操作人员送电操作， 专人指挥， 共同试车。 非试车人员， 不

应进入试车规定的现场。
（３）检修完毕， 安全装置应及时恢复。

《化学品生产单位设备

检修 作 业 安 全 规 范 》
（ＡＱ ３０２６）

２ 承压设备检修

（１） 承压设备带压作

业、 进入设备内部未

使用安全电源。

灼烫

触电

机械伤害

（１）检修承压设备前， 应将压力泄放到常压状态。 带料承压管

道、 容器不应重力敲打和拉挂负重。 拆卸管道及槽罐人孔等，
应将料、 风、 汽、 水排空。 作业时不应垂直面对法兰， 防止

物料喷出。
（２）进入人员必须穿戴好防护用品， 系好安全带， 使用 ３６Ｖ 以

下的电源照明。

《化学品生产单位设备

检修 作 业 安 全 规 范 》
（ＡＱ ３０２６）

—８７—

（续表）　 　



序号 场所 ／环节 ／部位 较大危险因素 易发生的事故类型 主要防范措施 依据

（七）厂内运输

皮带运输机

（１）皮带运输机事故开

关、 紧急拉绳等安全

装置缺失、 损坏或失

效。

火灾

机械伤害

（１）带式输送机应有防打滑、 防跑偏和防纵向撕裂的措施以及

能随时停机的事故开关和事故警铃。 头部应设置遇物料阻塞

能自动停车的装置。 首轮上缘、 尾轮及拉紧装置应有防护装

置。 煤粉输送系统应设除铁器和杂物筛。
（２）带式输送机运转期间， 不应进行清扫和维修作业， 也不应

从胶带下方通过或乘坐、 跨越胶带。

《带 式 输 送 机 安 全 规

范》（ＧＢ １４７８４）

—９７—

（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