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ealth and Safety Workshop

健康安全

Date: October 31, 2019



主要内容

一、化学品安全

a) 化学品危险性的分类

b) 化学品贮存的相关法规及标准

c) 常见的不符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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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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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安全 - 危险性分类

下面的标志都代表着什么意思？

氧化物

• 易燃物
• 自反应物
• 发火物
• 自热物
•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
• 有机过氧化物

• 爆炸物
• 自反应物
• 有机过氧化物

（严重的）
急性毒性

腐蚀性
高压气体

• 致癌物
• 吸入危险
• 生殖毒性
• 特定目标器官毒性
• 致突变性
• 吸入毒性

环境毒性

• 刺激性
• 皮肤致敏
• 毒性
• 麻醉效应
• 呼吸致敏物

物理危害

健康危害

环境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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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安全 – 贮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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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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安全 – 贮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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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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安全 – 贮存安全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15603-1995

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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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安全 – 贮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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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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安全 – 贮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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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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安全 – 贮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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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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安全 – 贮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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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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安全 – 贮存安全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15603-1995

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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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安全 – 常见不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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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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安全 – 常见不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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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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安全 – 常见不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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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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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安全 – 常见不符点

没有张贴化学品容器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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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安全 – 常见不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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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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安全 – 常见不符点

化学品的二次容器或围堰作为防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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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安全

Case Discussion - 化学品储存

某企业有下列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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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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储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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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储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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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储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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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储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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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储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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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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储存安全

化学品储存 – 小案例讨论：

建议的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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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 Safety 消防安全



Slide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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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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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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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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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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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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IER TOOLKIT AVAILABLE FOR YOU 
为您准备的供应商工具包
This free resource is designed to help facilities identify root-causes behind non-conformances and 
develop systems to  prevent them.
这个免费的资源是为帮助工厂识别违规项的根本原因并建立相应的管理体系而设计的。

Resources include:
资源包括: 

• Remediation guidance if child labour is identified
童工补救措施指引

• A self-assessment to help make sure your practices comply with expectations
一份自我评估问卷帮助您确保您符合相关期望

• Practical tips and tools for improvement
实际的指引和改善工具

工具包可以在这里下载: https://aim-progress.com/storage/resources/TOOLKIT%20FINAL_ZH.pdf

https://aim-progress.com/storage/resources/TOOLKIT%20FINAL_ZH.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