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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5577《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是我国粉尘防爆领域纲领性标准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1995年

制定，于2007年修订后，对规范

我国工业企业的粉尘防爆安全管理

、提升涉爆企业安全技术水平，减

少粉尘爆炸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是我国粉尘防爆领域纲领性与核心

标准。

1、《粉尘防爆安全规程》修订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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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5577-2007《粉尘防爆安全规程》已实施十余年，作为粉

尘防爆领域纲领性标准，原标准的部分条文已不适应当前粉尘防爆

安全生产工作要求，且在粉尘防爆安全标准领域的引领与规范方面

也存在不完善和技术的滞后，对企业开展粉尘防爆风险辨识、粉尘

防爆专项安全培训、作业现场粉尘清扫制度、除尘系统控爆要求及

目前广泛采用的湿法除尘要求等内容都需要进一步补充与完善。

因此，有必要对该标准开展进一步的修订

1、《粉尘防爆安全规程》修订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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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粉尘防爆安全规程》解读

共九章
三十九款条文

共十章
五十四款条文



《规程》 修订的主要部分与章节
新版GB15577-2018与老版GB15577-2007比较主要修订内容：

1）增加了“爆炸性粉尘环境、清洁、除尘系统”三个术语和定义；

2）根据目前对涉粉企业安全管理要求，补充、完善了涉粉企业粉尘防爆

安全管理的风险辨识要求、制度建设要求、安全培训要求与应急管理要求

3）将原标准的第7章“降低初始爆炸引起的破坏”和第8章“二次爆炸的

预防”合并为第7章“粉尘爆炸的控制”；

4）将原标准第6章“6.6 通风除尘”删除，单独增加第8章“除尘系统”；

5）将原标准第7章“8.3 清洁”修改为第8章第五节“粉尘控制与清理”；

6）增加了第9章“检修”；

7）将原标准第9章“个体防护和救援”改为第10章“个体防护”。



GB15577-2018《粉尘防爆安全规程》主要章节

 范 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与定义

 总 则

 建（构）筑物的结构与布局

 防止粉尘云与粉尘层着火

 粉尘爆炸的控制

 除尘系统

 检 修

 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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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企业应辨识所存在的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确定可燃性粉尘爆炸危险

性以及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数量、位置、危险区域等，分析存在的粉尘
爆炸危险因素，评估粉尘爆炸风险，并制定能消除或有效控制粉尘爆炸
风险的措施。

4.2企业应建立粉尘防爆相关安全管理制度（包括除尘系统管理等）和

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安全操作规程应包含防范粉尘爆炸的安全作业和应
急处置措施等内容。

4.3企业应根据本标准并结合自身工艺、设备、粉尘爆炸特性、爆炸防

护措施及安全管理制度等制定粉尘防爆安全检查表，并定期开展粉尘防
爆安全检查。企业应每季度至少检查一次，车间(或工段)应每月至少检
查一次。

新《规程》主要条文解读
-----第4章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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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检查表
安全检查表法是将一系列项目列出检查表进行分析，以确定系统、

场所的状态是否符合安全要求，通过检查发现系统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提出改进措施的一种方法。检查项目可以包括场地、周边环境、设施、
设备、操作、管理等各方面。

对于港口粮食码头（仓储）企业，应重点检查所有涉粉场地及其设备
设施表面等所存在的沈积粉尘、皮带机机头机尾、托辊、轴、斗提机机
头、基座及螺旋输送机机头电机、除尘器内外部（布袋）等部位所存在
的积尘;粉尘爆炸危险场所是否采用防爆电气设备

电气线路是否老化脱落，防静电措施是否完好；传动

轴、皮带机托辊、电机外壳及其他旋转设备是否有卡

堵发热现象；斗提机内部畚斗连接是否牢固，是否存

在与外壳碰撞等。

新《规程》主要条文解读
-----第4章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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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企业应开展粉尘防爆安全教育及培训，普及粉尘防爆安全知识和有关法规、

标准，使员工了解本企业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危险程度和防爆措施；企业主要负

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粉尘爆炸危险岗位的作业人员及设备设施检维修人员应进

行专项粉尘防爆安全技术培训，并经考试合格，方准上岗。

4.5 企业应编制粉尘爆炸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4.6 通风除尘、粉尘爆炸预防及控制等安全设备设施应确保持续有效，未经企业

安全管理部门或安全负责人批准，不应更换或停止使用。

4.7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出入口、生产区域及重点危险设备设施等部位，应设置

显著的安全警示标识标志。

4.8  粉尘爆炸危险区域应根据爆炸性粉尘环境出现的频繁程度和持续时间划分为

20区、21区和22区，

新《规程》主要条文解读
-----第4章 总则

http://www.hbsafety.cn/article/225/
http://www.aqpx.cn/
http://www.hbsafety.cn/article/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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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是对涉粉企业粉尘防爆安全管理提出规范要求，从企业开展粉尘

爆炸危险场所风险辨识、建立安全管理制度、现场安全检查到有关人员的安全培

训、应急管理以及现场安全警示等要求。

强调了企业应辨识所存在的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并对粉尘爆炸危险场所进行

爆炸风险辨识和评估（4.1条），企业应建立粉尘防爆相关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

安全操作规程（4.2条）；企业应开展粉尘防爆安全教育及培训，企业主要负责

人、安全管理人员和粉尘爆炸危险岗位的作业人员及设备设施检维修人员应进行

专项粉尘防爆安全技术培训，并经考试合格，方准上岗；企业应结合自身工艺、

设备、粉尘爆炸特性、爆炸防护措施及安全管理制度等制定粉尘防爆安全检查表

，并定期开展粉尘防爆安全检查。

新《规程》主要条文解读
-----第4章 总 则 总结

http://www.hbsafety.cn/article/225/
http://www.aqp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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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工艺设备或存在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建

(构)筑物，不应设置在公共场所和居民区内，其防火间距应符合

GB 50016的相关规定。

存在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建筑物宜为框架结构的单层建筑，其屋顶
宜用轻型结构。如为多层建应采用框架结构。

5.2 存在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建筑物应设置符合GB50016等要

求的泄爆面积。

5.3 对涉及粉尘爆炸危险的工程及工艺设计，当有专门的国家

标准时，应符合标准规定；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工艺设备宜设置

在露天场所；如厂房内有粉尘爆炸危险的工艺设备，宜设置在建

筑物内较高的位置，并靠近外墙。

新《规程》主要条文解读
-----第5章 建（构）筑物的结构与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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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梁、支架、墙及设备等应具有便于清洁的表面结构。

5.5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区域)应设有符合GB 50016相关规定的

安全出口，其中至少有一个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

5.6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应设有安全疏散通道，疏散通道的位置

和宽度应符合GB 50016的相关规定；安全疏散通道应保持畅通

，疏散路线应设置应急照明和明显的疏散指示标志。

5.7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应严格控制区域内作业人员数量，不得

设有休息室、会议室等人员密集场所，与其他厂房、员工宿舍等

应不小于GB 50016规定的防火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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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程》主要条文解读
-----第5章 建（构）筑物的结构与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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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是对存在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区域）的建（构）筑物的结
构与布局提出规范要求。从建（构）筑物的结构类型、防火间距、安全
疏散通道设置、泄爆面积要求到严格控制作业区域人员数量等要求。重
点强调了以下内容:

强调了粉尘爆炸危险场所不应设置在公共场所和居民区内（5.1条
），同时也强调了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应严格控制作业人员数量、不得设
置有休息室、会议室等人员密集场所（5.8条）；

强调了对涉及粉尘爆炸危险的工程及工艺设计，当有专门的国家标
准时，应符合标准规定（5.4条）；

新增了对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区域)应设有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要求
（5.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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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防止粉料自燃

6.1.1 具有自燃性的热粉料，贮存前应冷却到正常贮存温度；

6.1.2  在通常贮存条件下，大量贮存具有自燃性的散装粉料时，应对粉料温度进
行连续监测；当发现温度升高或气体析出时，应采取使粉料冷却的措施；

6.1.3  对遇湿自燃的金属粉尘，其收集、堆放与贮存时应采取防水防潮措施。

新《规程》主要条文解读
-----第6章 防止粉尘云与粉尘层着火

大量自由堆积的粉尘，如煤山、面粉和
玉米粉等粮食仓库、聚集金属粉尘的集尘
桶等时常会发生自燃着火。

尤其夏季高温、高湿情况下，粉尘在散
热不利且储存量大、堆积层较厚、通风不
良时，更易引起热积累，发生自燃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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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防止明火与热表面引燃

6.2.1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不应存在明火。当需要进行动火作业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由安全生产管理负责人批准并取得动火审批作业证；
 动火作业前，应清除动火作业场所10m范围内的可燃粉尘并配备充足的灭火器材
 动火作业区段内涉粉作业设备应停止运行；
 动火作业的区段应与其他区段有效分开或隔断；
 动火作业后应全面检查设备内外部，确保无热熔焊渣遗留，防止粉尘阴燃；
 动火作业期间和作业完成后的冷却期间，不应有粉尘进入明火作业场所。

新《规程》主要条文解读
-----第6章 防止粉尘云与粉尘层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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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程》主要条文解读
-----第6章 防止粉尘云与粉尘层着火

因电焊引发的粉尘爆炸事故——山东潍坊寿光市新丰
淀粉公司粉尘爆炸事故，2人工亡。

2017年5月19日15:10分，2名焊工对出仓斗式提升机机头
弧形顶盖法兰与出口溜管下方结合部位的漏点进行打补丁焊
接，15:50完成焊接。焊接完毕，2名焊工离开现场。两名钳
工清理现场作业工具等。16:25操作工向清理现场的维修工确
认可以开机后，开启出仓斗提机。16:28开启仓底刮板机。刮
板机尚未开始运行，出仓斗提机发生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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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与粉尘直接接触的设备或装置(如电机外壳、传动轴、加热源等)，其
表面最高允许温度应低于相应粉尘的最低着火温度；

6.2.3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设备和装置的传动机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工艺设备的轴承应密封防尘并定期维护；有过热可能时，应设置轴承温度连续监测
装置；

使用皮带传动时应设置打滑监测装置；当发生皮带打滑时，应自动停机或发出声光
报警信号；

金属粉末干磨设备应设置温度监测装置，当金属粉末温度超过规定值时应自动停机

6.3 防止电弧和电火花

6.3.1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建（构）筑物

应按GB 50057中有关规定采取相应防

雷措施。

新《规程》主要条文解读
-----第6章 防止粉尘云与粉尘层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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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当存在静电引燃危险时，除应符合GB 12158相关要求外，还
应遵守下列规定：

所有金属设备、装置外壳、金属管道、支架、构件、部件等，应采用防静
电直接接地措施；不便或工艺不准许直接接地的，可通过导静电材料或制
品间接接地；

直接用于盛装起电粉料的器具、输送粉料的管道（带）等，应采用金属或
防静电材料制成；

金属管道连接处（如法兰），应进行防静电跨接；
操作人员应采取防静电措施。
6.3.3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电气设备应符合GB 12476.1、GB 
12476.2的相关规定；应防止由电气设备或线路产生的过热及火花，
防止可燃性粉尘进入产生电火花或高温部件的外壳内。

6.3.4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电气设计、安装应按GB 50058的有关规定
执行。

新《规程》主要条文解读
-----第6章 防止粉尘云与粉尘层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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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防止摩擦、碰撞火花

6.4.1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设备和装置应采
取防止发生摩擦、碰撞的措施

6.4.2 在工艺流程的进料处，应设置能除

去混入料中杂物的磁铁、气动分离器或
筛子等防止杂物进入的设备或设施。

6.4.3 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铝、镁、钛、

锆等金属粉末或含有这些金属的粉末与
锈钢摩擦产生火花。

6.4.4 使用旋转磨轮和旋转切盘进行研磨

和切割，应采用与动火作业相同的安全
措施。

6.4.5 粉尘输送管道中存在火花等点火源

时，如与木质板材加工用砂光机连接的
除尘风管、纺织梳棉（麻）设备除尘风
管等，应设置火花探测与消除火花的装
置。

新《规程》主要条文解读
-----第6章 防止粉尘云与粉尘层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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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惰化

6.5.1 在生产或处理易燃粉末的工艺设
备中，采取防止点燃措施后仍不能保证
安全时，宜采用惰化技术。

6.5.2  对采用惰化防爆的工艺设备应进
行氧浓度监测。

6.6.灭火
6.6.1 灭火应符合消防相关规定要求。
应根据粉尘的物理化学性质，正确选用
灭火剂。

6.6.2 不应采用引起粉尘飞扬的灭火措
施和方法。

6.6.3 对于金属粉尘和与水接触可能产
生爆炸性气体的粉尘，不应采用水基灭

火器和水灭火。

新《规程》主要条文解读
-----第6章 防止粉尘云与粉尘层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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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是对引发粉尘云与粉尘层着火的各类点火源进行严格的规范，
主要包括防止粉料自燃、防止明火与热表面引燃、防止电弧和电火花、防止
摩擦与碰撞火花到惰化及灭火等要求。重点修改了以下内容:

吸取昆山事故教训，增加了对遇湿自燃的金属粉尘，其收集、堆放与贮
存时应采取防水防潮措施的要求（6.1.3条）；

增加了“动火作业区段内涉粉作业设备应停止运行”要求以及“动火作
业后应全面检查设备内外部，确保无热熔焊渣遗留，防止粉尘阴燃”要求（
6.2.1条）；

增加了“金属粉末干磨设备应设置温度监测装置，当金属粉末温度超过
规定值时应自动停机”要求（6.2.3条）；

新增了对粉尘输送管道中存在火花等点火源时设置火花探测并采取消除
火花的可靠措施的要求（6.4.5条）。

对于广泛使用螺旋输送器的散粮装卸系统，尤其要警惕因螺旋输
送轴偏心而造成叶轮与外壳的摩擦打火。

新《规程》主要条文解读
-----第6章 防止粉尘云与粉尘层着火



7.1 一般要求

7.1.1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工艺设备的连接，如不能保证动火作业安全，其连
接应设计为能将各设备方便的分离和移动。

7.1.2 在紧急情况下，应能及时切断所有动力系统的电源。

7.1.3  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工艺设备，应采用泄爆、抑爆和隔爆、抗爆中
的一种或多种控爆方式，但不能单独采取隔爆。

新《规程》主要条文解读

---第七章 粉尘爆炸的控制



新《规程》主要条文解读

---第七章 粉尘爆炸的控制

抗
爆

7.2.2 各工艺设备之间的连接部分（如管道、法兰
等），应与设备本身有相同的强度；高强度设备与
低强度设备之间的连接部分，应安装隔爆装置。

泄
爆

隔
爆

7.3.2 对安装在室内的粉尘爆炸危险工艺设备应通过泄压导管向室外安全
方向泄爆，泄压导管应尽量短而直，泄压导管的截面积应不小于泄压口面
积，其强度应不低于被保护设备容器的强度。
不能通过泄压导管向室外泄爆的室内容器设备，应安装无焰泄爆装置。

7.5.1 通过管道相互连通的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设备设施，
管道上宜设置隔爆装置。
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多层建构筑物楼梯之间，应设置隔爆
门，隔爆门关闭方向应与爆炸传播方向一致。

抑
爆

7.4.1 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工艺设备，宜采用抑爆装置进行保护
7.4.2 如采用监控式抑爆装置，应符合GB/T18154的要求。
7.4.3 抑爆系统设计和应用应符合GB/T2544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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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程》主要条文解读
---第七章 粉尘爆炸的控制

抗爆 泄爆 抑爆

隔
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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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能完全消除粉尘爆炸危险，则采用安全可靠的粉尘爆炸控制
措施就尤为重要。

本章主要是对目前广泛采用的粉尘爆炸的控制措施进行了详细的
规定；包括对“抗暴”、“泄爆”、“抑爆”和“隔爆”四大粉尘
爆炸控爆措施的规范要求，同时新增了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存在的工
艺设备要求规范采用至少一种以上的控爆措施要求包括抗爆、泄爆
、抑爆和隔爆等；

此外，还对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工艺设备的连接、设备设施动力
电源的紧急切断等进行了规定。

新《规程》主要条文解读

---第七章 粉尘爆炸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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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一般要求

8.1.1 不同类别的可燃性粉尘不应合用同一除尘系统。

8.1.2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除尘系统不应与带有可燃气体、高温气体、或其它
工业气体的风管及设备连通。

8.1.3 应按工艺分片(分区域)设置相对独立的除尘系统。

8.1.4 不同防火分区的除尘系统不应连通。

8.1.5 除尘系统的导电部件应进行等电位连接，并可靠接地，接地电阻应小
于100Ω；管道连接法兰应采用跨接线。

8.1.6  除尘系统的启动应先于生产加工系统启动，生产加工系统停机时除
尘系统应至少延时停机10min，应在停机后将箱体和灰斗内的粉尘全部清除
和卸出。

8.1.7  铝镁等金属粉尘禁止采用正压吹送的除尘系统；其他可燃性粉尘除
尘系统采用正压吹送时，应采取可靠的防范点燃源的措施。

8.1.8 铝镁等金属制品加工过程产生可燃性金属粉尘场所宜采用湿法除尘。

新《规程》主要条文解读-
--第八章 除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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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程》主要条文解读-
--第八章 除尘系统

除尘系统是粉尘爆炸
危险场所主要的粉尘爆炸危

险源，昆山事故就是典型代表，
统计数据显示，60%以上的粉尘

爆炸事故初始爆炸都来自于除尘器。
因此，规范除尘系统粉尘防爆安全技
术要求，是防范粉尘爆炸的有效措施。

国家安监总局提出的粉尘爆炸十大
重点隐患也突出了对除尘器的安全防范
要求。8.1 “一般要求”是对除尘系统
的基本要求，包括不同类别的可燃性粉
尘不应合用同一除尘系统；不同除尘

系统之间不得互联互通；并明确
禁止铝镁等金属粉尘禁止采用
正压吹送的除尘系统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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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吸尘罩:所有产尘点均应装设吸尘罩并保证有足够的入口风量以
满足作业岗位粉尘捕集要求。

8.3.1 风管应采用钢质材料制造，禁止采用干式巷道式构筑物作为除尘风

道；风管的设计强度应不小于除尘器的设计强度。

8.3.3 风管中不应有粉尘沉积。

8.3.4 水平风管每间隔6m处宜设置清灰口或设置高压惰性气体吹刷喷头

新《规程》主要条文解读-
--第八章 除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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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采用干式静电除尘器和重力沉降室除尘。
 除尘器宜布置在厂房建筑物外部。如干式除尘器安装在厂房内，应安装在厂房内的建筑物

外墙处的单独房间内，房间的间隔墙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3h的防火隔墙，房间的建筑物
外墙处应开有泄爆口，泄爆面积应符合GB50016的要求。

 袋式除尘器进、出风口应设置风压差监测报警装置，并记录压差数据；在风压差偏离设定
值时监测装置应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袋式除尘器不应采用机械振打方式,滤袋应采用阻燃及防静电的滤料制作，滤袋抗静电特性
应符合GB/T 17919的要求。

 干式除尘器应设置锁气卸灰装置，及时清卸灰仓内的积灰。
 干式除尘器灰斗内壁应光滑。
 干式除尘器应符合7.1.3规定。如采用泄爆装置，泄爆口应朝向安全区域，泄爆面积和泄爆

装置参数应符合GB/T 15605的要求；泄爆方向无法满足安全要求的，应采用无焰泄爆装
置。

 对安装在室外的干式除尘器，其进风管上宜设置隔爆阀，其安装应能阻隔爆炸向室内传播。

8.4 干式除尘系统



粉尘沉降室除尘



34

湿式除尘系统水量、流速应能满足去除进入除尘器粉尘的要求，

并设置液位、流量的连续监测报警装置，液位、流量监测应与产

尘设施（磨抢、砂带机、喷砂机等）联锁；

应及时清除沉淀的泥浆，并保证水槽（箱）及水质过滤池（箱）

无论除尘器处于开启或者停止状态，都要有良好的通风。

湿式除尘系统应采取防冻措施。

8.4 湿式除尘系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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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粉尘控制与清洁

8.5.1  企业对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应制定包括清扫范围、清扫方式、清扫周期
等内容的粉尘清洁制度。
8.5.2  生产、加工、储运可燃性粉尘的工艺设备应有防止粉尘泄漏的措施，
工艺设备的接头、检查口、挡板、 泄爆口盖等均应封闭严密。
8.5.3  不能完全防止粉尘泄漏的特殊地点(如粉料进出工艺设备处)，应采取
有效的除尘措施；
8.5.4  所有可能沉积粉尘的区域(包括粉料贮存间)及设备设施的所有部位应
进行及时全面规范清扫。
8.5.5  应根据粉尘特性采用不产生扬尘的清扫方法，不应使用压缩空气进行
吹扫，宜采用负压吸尘方式清洁。
8.5.6  遇湿自燃的金属粉尘，不应采用洒水增湿方式清扫，清扫收集的粉尘
应按规定处理。

新《规程》主要条文解读-
--第八章 除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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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岗位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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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应制定设备设施检修安全作业制度和应急处置措施。
检修作业应进行审批。

9.2 应定期对粉尘爆炸危险场所中的设备传动装置（齿轮、滑轮、胶带运输
机托辊、轴承等）、润滑系统以及除尘系统、电气设备等进行检修维护。

9.3  抑爆、泄爆、隔爆及火花探测器等安全装置应定期进行检验检查和维护

9.4 检修前，应停止所有设备运转，清洁检修现场地面和设备表面沉积的粉

尘。检修部位与非检修部位应保持隔离，检修区域内所有的泄爆口处应无
任何障碍物。

9.5  检修作业应采用防止产生火花的防爆工具，禁止使用铁质检修作业工具

9.6 检修过程如涉及动火作业，应符合6.2.1规定，并应设专人监护，配置足
够的消防器材。

9.7 应按照设备检修维护规程和程序作业，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禁止交叉作业

9.8 不应任意变更或拆除防爆设施，如有变更，应重新进行检测核算，直至
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新《规程》主要条文解读
----第九章 检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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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违规检维修作
业而引发的粉尘爆炸事故屡见不鲜，应
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新《规程》主要条文解读
----第九章 检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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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爆炸危险场所作业人
员应按GB/T 11651的有关
规定，使用个体劳动防护用
品。

在工艺流程中使用惰性气
体或可能释放出有毒气体的
场所，应配备可保证作业人
员安全的呼吸保护装置。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作业人
员不应穿化纤类易产生静电
的工作服。

新《规程》主要条文解读-
----第十章 个体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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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爆炸事故是一种损毁率巨大的高危事故，极易造成重大人员

的群死群伤和财产损失。 粉尘防爆安全标准是我们防范与遏制粉尘

爆炸事故的有力武器，全社会应严格执行国家颁布的粉尘防爆国家标

准，新修订的GB 15577《粉尘防爆安全规程》是粉尘防爆领域核心

标准，涵盖所有领域，我们应该认真学习掌握标准的各项条文要求，

贯彻到粉尘防爆各项工作中去，严格遵守与执行标准；存在粉尘爆炸

危险场所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是防止发生重大粉尘爆炸事故的有力

抓手，企业应以此标准为隐患排查的重点目标，杜绝粉尘爆炸事故重

大隐患。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切实防范粉尘爆炸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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