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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a) 什么是体系，为什么要体系

b) 体系主要组成

c) 如何做风险评估

二、消防安全

a) 火灾风险的要素及风险识别

b) 动火作业

c) 常见的发现项（举例）

三、危险化学品储存管理

a) 化学品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

b) 常见的发现项



HS Management System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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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体系，为什么要体系

管理体系 员工参与

权责明确

管理者承诺

成功的HS管理模式

健康安全的工作场所

低缺勤率

高生产率 员工士气高涨

低流失率

低事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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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体系，为什么要体系

有效的HS管理体系应以PDCA（戴明循环）为基础。

Act
改进

Plan
计划

Do
实施

Check
检查

HS 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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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体系，为什么要体系

有效的HS管理体系应以PDCA（戴明循环）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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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组成部分

政策

方针

计划

风险识别，

评估及控制，

适用的法律法

规条文识别，

设定管理目标。

实施

分派资源；

赋予职责和角色；

培训及提高安全意识；

沟通；

文档控制及管理；

操作控制；

应急准备与响应

检查

绩效评估与测量；

合规评价；

事故调查；

对不合规项的改进
和预防措施；

记录控制；

内审

管理

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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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方法

风险评估经常使用的是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LEC）定量评价，定量计算每一种危险源所带来的风险。

D=LEC,式中：

D – 风险值

L – 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大小

E – 暴露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

C – 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严重程度

一般也有用两个参数的乘积来评估风险大小的 （L – 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大小， C – 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
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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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方法

可能性

等级 可能性 描述

A 很可能频繁发生 大多数情况下很可能发生

B 很可能发生 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发生

C 有时 有时会发生

D 很少 某些情况下才可能发生

E 可能性非常小 异常情况下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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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方法

严重性

等级 严重性 描述

1 可忽略的 无工伤，无财产损失

2 轻微的 需急救处理，部分财产损失

3 轻度的 需医疗处理，较大的财产损失

4 严重的 大量工伤，大的财产损失

5 灾难性的 工亡，巨大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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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方法

风险等级评估表
可能性 后果的严重性

1
Insignificant

2
Minor

3
Moderate

4
Major

5
Catastrophic

A（Almost Certain） 低 中 高 高 高

B（Likely） 低 中 中 高 高

C（Moderate） 低 低 中 高 高

D（Unlikely） 低 低 中 中 高

E（Rare） 低 低 低 中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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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 Safety 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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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

火灾形成的要素 & 识别火灾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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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

火灾形成的要素 & 识别火灾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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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

火灾形成的要素 & 识别火灾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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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

火灾形成的要素 & 识别火灾隐患



Slide 17

消防安全

火灾形成的要素 & 识别火灾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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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

动火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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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

动火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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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

动火作业：

• 10米准则：
✓把易燃易爆材料移至动火作业场所10米以外的区
域。

✓如果易燃易爆材料无法移走，请务必用防燃布覆
盖。

✓在动火作业现场地板表面半径10米范围内，将任
何可燃的粉尘和碎屑打扫干净。

✓修补墙壁、地板或管道的缺口和裂缝，避免火花、
火焰通过这些缺口蔓延。

• 火警探测器和灭火设备：
✓所有楼层的烟感器、警铃和自动喷淋系统必须一
直处于开启状态。

✓消防器材必须容易获取。

• 消防巡查人员：
• 不负责其它工作。
• 配置相关器材和接受相关培训。
• 能够观察到所有可能发生火灾的地方。
• 负责启动警铃和联系消防部门。
• 若出现不安全的情况，有权阻止所有的动火作业
•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参与灭火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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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

消防应急响应 – 节选《广东省应急知识宣传手册》：
http://www.gdemo.gov.cn/20120426nzbhlm/default.htm

http://www.gdemo.gov.cn/20120426nzbhlm/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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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

消防应急响应 – 节选《广东省应急知识宣传手册》：
http://www.gdemo.gov.cn/20120426nzbhlm/default.htm

http://www.gdemo.gov.cn/20120426nzbhlm/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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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

消防应急响应 – 节选《广东省应急知识宣传手册》：
http://www.gdemo.gov.cn/20120426nzbhlm/default.htm

http://www.gdemo.gov.cn/20120426nzbhlm/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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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

常见的消防审核提出的问题点：
9）消防器材-灭火器使用年限

根据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检查规范（GB50444-2008）5.4.3 灭火器出厂时间达到或超过表5.4.3规定的报废

期限时应报废。

灭火器类型 报废期限（年）

水基型灭火器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器

6
推车式水基型灭火器

干粉灭火器

手提式（贮压式）干粉灭火器

10

手提式（储气瓶式）干粉灭火器

推车式（贮压式）干粉灭火器

推车式（储气瓶式）干粉灭火器

洁净气体灭火器
手提式洁净气体灭火器

推车式洁净气体灭火器

二氧化碳灭火器
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

12
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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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

常见的消防审核提出的问题点：
10）消防器材-灭火器的维修期限

根据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检查规范（GB50444-2008）5.3.2 灭火器的维修期限应符合表5.3.2的规定。

灭火器类型 维修期限

水基型灭火器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器

出 厂 期 满 3 年 ；
首次维修以后每满1年推车式水基型灭火器

干粉灭火器

手提式（贮压式）干粉灭火器

出厂期满5年；
首次维修以后每隔2年

手提式（储气瓶式）干粉灭火器

推车式（贮压式）干粉灭火器

推车式（储气瓶式）干粉灭火器

洁净气体灭火器
手提式洁净气体灭火器

推车式洁净气体灭火器

二氧化碳灭火器
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

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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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
常见的消防审核提出的问题点：
14）消防器材-灭火器种类
根据《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40-2005)：
4.2.1 A 类火灾场所应选择水型灭火器、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泡沫灭火器或卤代
烷灭火器。4.2.2 B类火灾场所应选择泡沫灭火器、碳酸氢钠干粉灭火器、磷酸铵
盐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灭B类火灾的水型灭火器或卤代烷灭火器。极性
溶剂的B类火灾场所应选择灭B类火灾的抗溶性灭火器。
4.2.3 C 类火灾场所应选择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碳酸氢钠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
灭火器或卤代烷灭火器。
4.2.4 D类火灾场所应选择扑灭金属火灾的专用灭火器。
4.2.5 E类火灾场所应选择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碳酸氢钠干粉灭火器、卤代烷灭
火器或二氧化碳灭火器，但不得选用装有金属喇叭喷筒的二氧化碳灭火器。
且根据《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40-2005) 3.1.2，灭火器配置场所的
火灾种类可划分为以下五类：
A类火灾：固体物质火灾。
B类火灾：液体火灾或可熔化固体物质火灾。
C类火灾：气体火灾。
D类火灾：金属火灾。
E类火灾（带电火灾）：物体带电燃烧的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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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

常见的消防审核提出的问题点：
19）消防演习

根据《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

40条,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按照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至

少每半年进行一次演练，并结合实际，不断完善预案，其它

单位应当结合本单位实际，参照制定相应的应急方案至少每

年组织一次演练。

20）建筑间的违规搭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任何单位、个人不

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

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

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

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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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

常见的消防审核提出的问题点：
24）三合一

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第3.3.5条，员工宿舍严禁设置在厂房内;

第3.3.9条规定，员工宿舍严禁设置在仓库内。

根据《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合用场所消防安全技术要求》第4.1条，合用场所不应设置在下列建筑内：a) 有甲、

乙类火灾危险性的生产、储存、经营的建筑；b) 建筑耐火等级为三级及三级以下的建筑；c) 厂房和仓库；

25）宿舍/餐厅安全出口数量

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第5.5.8条。公共建筑内每个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其

安全出口的数量应经计算确定,且不应少于2个。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共建筑,可设置1个安全出口或1部疏散楼梯:

1 除托儿所、幼儿园外,建筑面积不大于200m2且人数不超过50人的单层公共建筑或多层公共建筑的首层:

2 除医疗建筑,老年人建筑,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儿童活动场所和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等外,

符合表5.5.8规定的公共建筑。

表5.5.8 可设置1部疏散楼梯的公共建筑
注：除本规范另有规定外,宿舍、公寓等非住宅类居住建筑的防火要求,应符合本规范有关公共建筑的规定:裙房的防火要求应

符合本规范有关高层民用建筑的规定。



化学品储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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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储存安全

危险化学品管理主要的法律法规：

《作业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公约》（170号公
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
法》

《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许可证管理办法》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定点生产管理办法》

《易燃易爆化学品消防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实施办法》

《危险化学品储存建设项目安全审查办法》

《危险化学品名录》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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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储存安全

危险化学品管理主要的标准：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15603-1995 

详细介绍 4.5.6章
4 化学危险品贮存的基本要求

5 贮存场所的要求

6 贮存安排及贮存量限制

附录A，附录B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GB190-2009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 -2009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GB12463-2009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 通则》GB13690-2009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内容和项目顺序》GB/T16483-2008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GB 15258-2009

《危险化学品储罐区作业安全规则》AQ3018-2008

国标下载：
http://www.gb688.cn/bzgk/gb/

http://www.gb688.cn/bzgk/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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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储存安全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15603-1995
4 化学危险品贮存的基本要求

4.1 贮存化学危险品必须遵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的规定。

4.2 化学危险品必须贮存在经公安部门批准设置的专门的化学危险品仓库中，经销部门自管仓库 贮存化学危险品及贮存数

量必须经公安部门批准。未经批准不得随意设置化学危品贮存仓库。

4.3 化学危险品露天堆放，应符合防火、防爆的安全要求，爆炸物品、一级易燃物品、遇湿燃烧物品、剧毒物品不得露天

堆放。

4.4 贮存化学危险品的仓库必须配备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其库房及场所应设专人管理，管理人员必须配备可靠的个人

安全防护用品。

4.5 化学危险品按GB13690 的规定分为八类：

a.爆炸品； 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07-26 批准1996-02-01 实施

b.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c.易燃液体；

d.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

e.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

f.毒害品；

g.放射性物品；

h.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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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储存安全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15603-1995

4.6 标志

贮存的化学危险品应有明显的标志，标志应符合GB190 的规定。同一区域贮存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级别的危险品时，应按

最高等级危险物品的性能标志。

4.7 贮存方式

化学危险品贮存方式分为三种：

a.隔离贮存；

b.隔开贮存；

c.分离贮存。

4.8 根据危险品性能分区、分类、分库贮存。 各类危险品不得与禁忌物料混合贮存，禁忌物料配置见附录A（参考件）。

4.9 贮存化学危险品的建筑物、区域内严禁吸烟和使用明火。

隔离贮存 在同一房间或同一区域内，不同的物料之间分开一定的距离，非禁忌物料间用通道保持空间的贮存方式。

隔开贮存 在同一建筑或同一区域内，用隔板或墙，将其与禁忌物料分离开的贮存方式。

分离贮存 在不同的建筑物或远离所有建筑的外部区域内的贮存方式。

禁忌物料 化学性质相抵触或灭火方法不同的化学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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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储存安全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15603-1995

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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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储存安全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15603-1995

5 贮存场所的要求

5.1 贮存化学危险品的建筑物不得有地下室或其他地下建筑，其耐火等级、层数、占地面积、

安全疏散和防火间距，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5.2 贮存地点及建筑结构的设置，除了应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外，还应考虑对周围环境和居民

的影响。

5.3 贮存场所的电气安装

5.3.1 化学危险品贮存建筑物、场所消防用电设备应能充分满足消防用电的需要；并符合GBJ16第十章第一节的有关规定。

5.3.2 化学危险品贮存区域或建筑物内输配电线路、灯具、火灾事故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都应符合安全要求。

5.3.3 贮存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的建筑，必须安装避雷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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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储存安全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15603-1995

5.4 贮存场所通风或温度调节

5.4.1 贮存化学危险品的建筑必须安装通风设备，并注意设备的防护措施。

5.4.2 贮存化学危险品的建筑通排风系统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

5.4.3 通风管应采用非燃烧材料制作。

5.4.4 通风管道不宜穿过防火墙等防火分隔物，如必须穿过时应用非燃烧材料分隔。

5.4.5 贮存化学危险品建筑采暖的热媒温度不应过高，热水采暖不应超过80℃，不得使用蒸汽

采暖和机械采暖。

5.4.6 采暖管道和设备的保温材料，必须采用非燃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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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储存安全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15603-1995

6 贮存安排及贮存量限制

6.1 化学危险品贮存安排取决于化学危险品分类、分项、容器类型、贮存方式和消防的要求。

6.2 贮存量及贮存安排见表1。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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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15603-1995

6.3 遇火、遇热、遇潮能引起燃烧、爆炸或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有毒气体的化学危险品不得在露天或在潮湿、积水的建筑

物中贮存。

6.4 受日光照射能发生化学反应引起燃烧、爆炸、分解、化合或能产生有毒气体的化学危险品应贮存在一级建筑物中。其

包装应采取避光措施。

6.5 爆炸物品不准和其他类物品同贮，必须单独隔离限量贮存，仓库不准建在城镇，还应与周围建筑、交通干道、输电线

路保持一定安全距离。

6.6 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必须与爆炸物品、氧化剂、易燃物品、自燃物品、腐蚀性物品隔离贮存。易燃气体不得与助燃气

体、剧毒气体同贮；氧气不得与油脂混合贮存，盛装液化气体的容器属压力容器的，必须有压力表、安全阀、紧急切断装

置，并定期检查，不得超装。

6.7 易燃液体、遇湿易燃物品、易燃固体不得与氧化剂混合贮存，具有还原性氧化剂应单独存放。

6.8 有毒物品应贮存在阴凉、通风、干燥的场所，不要露天存放，不要接近酸类物质。

6.9 腐蚀性物品，包装必须严密，不允许泄漏，严禁与液化气体和其他物品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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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Slide 40

化学品储存安全

常见的危险化学品储存的发现点：

危险化学品无专用仓库

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危险化学品应当储存在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或者专用储
存室（以下统称专用仓库）内，并由专人负责管理；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
学品，应当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并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

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3.3.6厂房内设置中间仓库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甲、乙类中间仓库应靠外墙布置，其储量不宜超过1昼夜的需要量；

2甲、乙、丙类中间仓库应采用防火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1.50h的不燃性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

3设置丁、戍类仓库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防火隔墙和1.00h的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

4仓库的耐火等级和面积应符合本规范第3.3.2条和第3.3.3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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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危险化学品储存的发现点：

没有保存有效的化学品物质安全数据表

根据《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的规定》第27条，职工有权获得 (1)工作场所使用化学品的特性、有害成分、
安全标签以及安全技术说明书等资料；(2) 在其工作过程中有关危险化学品可能导致危害安全与健康的资料；
(3) 安全技术的培训，包括预防、控制、及防止危险方法的培训和紧急情况处理或应急措施的培训； (4) 符
合国家规定的劳动防护用品。

根据《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编写规定》 [GB16483-2000, eqvISO11014-1:1994(E)] 第3条，化学品安全技
术说明书（CSDS）包括以下十六部分内容。

3.1 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3.2 成分/组成信息; 3.3 危险性概述; 3.4 急救措施; 3.5 消防措施; 3.6 泄露应
急处理; 3.7 操作处置与储存; 3.8 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3.9 理化特性; 3.10 稳定性和反应性; 3.11 毒理
学资料; 3.12 生态学资料; 3.13 废弃处置; 3.14 运输信息; 3.15 法规信息; 3.16 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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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危险化学品储存的发现点：
没有张贴化学品容器标识：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GB 15258-2009



Slide 43

化学品储存安全

常见的危险化学品储存的发现点：

没有张贴化学品容器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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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危险化学品储存的发现点：

易燃易爆化学品仓没有使用防爆电器

（灯具，开关，排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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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危险化学品储存的发现点：

化学品的二次容器或围堰：



Group Discussion & Activity
分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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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响应

让我们一起玩一下下面的小游戏：

http://www.gdemo.gov.cn/yjmn/

http://www.gdemo.gov.cn/yj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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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2 - 化学品储存

某服装厂（含水洗）企业有下列化学品，请按照化学品兼容性的要求安排其存放：

碱液（烧碱）

盐酸溶液

漂白水（次氯酸钠）

双氧水

示例：错误的做法

错误原因之一：酸碱存储要分开。
表示用墙体，通道隔开

同一区域存放，少量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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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储存 – 小案例讨论：

碱液（烧碱）：与酸类、醛类特别是顺丁烯二酸酐，丙烯腈，烷类，以及金属或其他有机物都应
隔离存贮。

盐酸溶液：不可与硫酸、硝酸混放，不可与碱类、金属粉末、氧化剂、氰化物、氯酸盐、氟化物
混放，与水、可燃物品隔开。

漂白水（次氯酸钠）：与自然物、易燃物隔离贮运。一般溶液为碱性，具有强氧化性。

双氧水：贮藏在阴凉、通风专用库房远离火源、热源、避免日光直晒。与各种强氧化剂、易燃液
体、易燃物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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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储存 – 小案例讨论：

建议的分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