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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室外室外主风管道主风管道应应 度度转转

干式干式除尘器除尘器设设置于置于室外室外
室外室外主风管道主风管道应应≥≥9090度度转转

向后方向后方可进可进除尘器除尘器向后方向后方可进可进除尘器除尘器
泄爆泄爆口、口、隔离阀隔离阀设置要求设置要求

集尘容器设置不当集尘容器设置不当
设设置置避雷针避雷针不当不当

集尘容器设置不当集尘容器设置不当
设设置置避雷针避雷针不当不当

没设没设置置雨帽不妥雨帽不妥
登高平台护栏不规范登高平台护栏不规范登高平台护栏不规范登高平台护栏不规范

除尘器与车间隔墙不符合除尘器与车间隔墙不符合
2

除尘器与车间隔墙不符合除尘器与车间隔墙不符合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滤筒干式除尘器滤筒干式除尘器
由于设计 制作由于设计 制作由于设计、制作由于设计、制作
安装、维护保养安装、维护保养安装 维护保养安装 维护保养
等原因发生火灾等原因发生火灾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可燃性粉 防爆治理

我们应该我们应该从从我们应该我们应该从从
吸取吸取什么教什么教吸取吸取什么教什么教

沉降室沉降室着着

2016.92016.9

沉降室沉降室着着
引起除尘引起除尘引起除尘引起除尘
在爆燃过在爆燃过从中从中

中崩塌中崩塌
从中从中

训？训？训？训？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决不能决不能
2016.102016.10

决不能决不能
伤疤伤疤忘忘伤疤伤疤忘忘

能好了能好了能好了能好了
忘了忘了痛痛忘了忘了痛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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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2017.05.202017.05.20

要要长鸣长鸣要要长鸣长鸣要要长鸣长鸣

引引引引
发发火火 发发
木木

火火
花花 木木

粉粉

花花
未未

鸣鸣
粉粉
尘尘

未未
能能鸣鸣!! 尘尘

火火

能能
熄熄鸣鸣!!

火火
灾灾灭灭 灾灾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领导干部领导干部领导干部领导干部
责责 任任 制制责责 任任 制制责责 任任 制制

2014年“8.2”
昆山中荣金属制品昆山中荣金属制品
公司铝镁粉尘爆炸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

2018201820182018

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
制制 规规 定定制制 规规 定定制制 规规 定定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88年年44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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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年年44月月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安安 全全安安 全全

抓关键少抓关键少抓关键少抓关键少
2014年“8.2”

昆山中荣金属制品确确 保保 万万昆山中荣金属制品
公司铝镁粉尘爆炸确确 保保 万万

生生 产产生生 产产

少数人少数人少数人少数人
无无 失失无无 一一 失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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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岗岗 双双一一 岗岗 双双岗岗 双双
失失 职职失失 职职

2014年“8.2”
昆山中荣金属制品 终终昆山中荣金属制品
公司铝镁粉尘爆炸 终终

责责责责责责
追追 责责追追 责责
身身 追追 责责身身 追追 责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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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管 业业 务务 必必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管管 业业 务务 必必管管 业业 务务 必必

管生产经营管生产经营管生产经营管生产经营
2014年“8.2”

昆山中荣金属制品昆山中荣金属制品
公司铝镁粉尘爆炸

须须 管管 安安 全全须须 管管 安安 全全须须 管管 安安 全全

必须管安全必须管安全必须管安全必须管安全

1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一一 票票一一 票票

从从 重重2014年“8.2”
昆山中荣金属制品从从 重重昆山中荣金属制品
公司铝镁粉尘爆炸

从从 重重

否否 决决否否 决决

追追 究究追追 究究追追 究究
1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强化细化各强化细化各环环强化细化各强化细化各环环

持续提升安全生产持续提升安全生产
2014年“8.2”

昆山中荣金属制品

持续提升安全生产持续提升安全生产
昆山中荣金属制品
公司铝镁粉尘爆炸

环节安全管理环节安全管理环节安全管理环节安全管理

产风险防控能力产风险防控能力产风险防控能力产风险防控能力

1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一 可燃性一 可燃性一、可燃性一、可燃性

除尘系统防爆整除尘系统防爆整除尘系统防爆整除尘系统防爆整

作应深入推进作应深入推进作应深入推进作应深入推进

产标准化产标准化产标准化产标准化

性粉尘性粉尘性粉尘性粉尘

整治工整治工整治工整治工

安全生安全生安全生安全生

1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安全生产安全生产 按照国家和按照国家和安全生产安全生产

标标 准准 化化

按照国家和按照国家和
为，使不安全状为，使不安全状
得到有效控制得到有效控制标标 准准 化化 得到有效控制，得到有效控制，

企业是企业是安全生产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实施标准化的实施企业是企业是安全生产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实施标准化的实施

安监部门是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安监部门是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安监部门是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安监部门是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的

和行业标准 规范企业安全生产行和行业标准 规范企业安全生产行和行业标准，规范企业安全生产行和行业标准，规范企业安全生产行
状态（条件状态（条件）和不）和不安全行为（动作）安全行为（动作）

从基础上保障企业的安全生产从基础上保障企业的安全生产，从基础上保障企业的安全生产。，从基础上保障企业的安全生产。

安全生产安全生产施主体 政府施主体 政府 安全生产安全生产

标准标准化工作化工作

施主体，政府施主体，政府

的的监管监管主体。主体。 标准标准化工作化工作的的监管监管主体。主体。

1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安全生产
的目的目的目的目

预防事预防事预防事预防事
万无万无万无万无

产标准化产标准化产标准化产标准化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事故要事故要事故要事故要
一失一失失失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例例1:1:

符合符合 中中

参照参照AQ42AQ42

符合符合AQ4273AQ4273--20162016中中4.74.7
参照参照AQ42AQ42

7.7.

作业现场作业现场
除尘系统除尘系统

风风 管管风风 管管

设置检查设置检查
清清 灰灰 口口

砂光机砂光机必须必须
有有火花火花探测探测

273273 20162016中中

清清 灰灰 口口有有火花火花探测探测
及火花熄灭及火花熄灭

273273--20162016中中
.1.6.1.6

及火花熄灭及火花熄灭
装装 置置

1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木工车间木工车间设置的设置的木工车间木工车间设置的设置的
除尘系统风管除尘系统风管

还进入了还进入了喷涂车喷涂车间

1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例例22::
参照参照AQ4273AQ4273 20162016中中88

例例

参照参照AQ4273AQ4273--20162016中中88

叶轮叶轮((叶轮叶轮)  )  导电、导电、

8 18 1风机叶片应采用风机叶片应采用8.18.1风机叶片应采用风机叶片应采用

运行时不产生火花运行时不产生火花

1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除尘器箱体除尘器箱体除尘器箱体除尘器箱体
检查清灰口检查清灰口
设设 置置 科科 学学

气气 密密 性性 好好
开启、关闭开启、关闭

方方 便便 符合符合方方 便便 符合符合

除尘效率较理想除尘效率较理想除尘效率较理想除尘效率较理想
合合GB8196GB8196--20032003机械安全机械安全合合GB8196GB8196 20032003机械安全机械安全

设计与制造一般要求设计与制造一般要求符合符合GB5083GB5083--20102010生产生产
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

1

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



可燃性粉尘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防爆治理

涉爆涉爆粉尘整治粉尘整治爆爆
标准及指导性标准及指导性
/ 2 《生产过程GB/T12801 《生产过程

GB5083GB5083--20102010《生产设备安
GBZ 2《工作场所有害因素

16297《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监总局令第59号《工
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
管四【2017】129号《工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2015）84号《工贸行
场所工艺设施防爆技

治治国家国家通用通用
性文件依据性文件依据
程安全卫生要求》程安全卫生要求》、
安全卫生设计总则》、
素职业接触限值》、GB 

排放标准》 、国家安
贸企业有限空间作
行规定》 安监总行规定》、安监总

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
》 安监总厅管四》、安监总厅管四
业可燃性粉尘作业
术指南》



可燃性粉尘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防爆治理

涉爆涉爆粉尘整治粉尘整治
标准及指导性标准及指导性标准及指导性标准及指导性
GB 15577‐2007《粉尘防

50016 2014《建筑设计防50016-2014《建筑设计防
2014《爆炸危险环境电

GB/T15605-2008《粉尘
《爆炸危险GB50058‐2010《爆炸危险

范》、 GB12158-2006《防

GB 50057-2010 《建筑
GB/T32937-2016 《爆炸和
检测技术规范》 、GB723
本识别色、识别符号和本识别色、识别符号和
2003《工作场所职业病
GB2891-2008《安全标

治治国家通用国家通用
性文件依据性文件依据性文件依据性文件依据
防爆安全规程》、 GB 
防火规范》 GB50058防火规范》 、GB50058‐
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尘爆炸泄压指南》 、
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
防静电事故通用导则》、

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和火灾危险场所防雷装置
31-2003《工业管道的基

和安全标识》、GBZ158-和安全标识》、G 58
病危害警示标识》、
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可燃性粉尘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防爆治理

涉爆涉爆粉尘整粉尘整涉爆涉爆粉尘整粉尘整
及指导性及指导性

AQ4273《粉尘爆炸场所用
、 AQ4272 《铝镁制品机械、 Q 《铝镁制品机械
规程》、AQ 4228-2012 《
全规范》、 GBGB1560715607--20082008
静电喷涂工艺安全》、AQ4静电喷涂工艺安全》、AQ4
设备防爆技术规范》安监总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尘涉爆企业专项治理有关问尘涉爆企业专项治理有关问
函【【20172017】】33号号《关于对 A
所用除尘系统安全技术规

治治行业标准行业标准治治行业标准行业标准
文件依据文件依据

用除尘系统安全技术规程》
械加工粉尘防爆安全技术械加 粉尘防爆安全技术
木材加工系统粉尘防爆安
88《涂装作业安全规程粉未
241-2015《纺织工业除尘241 2015《纺织工业除尘
总厅管四函（2016）29号
厅关于铝镁制品机加工粉
问题的复函》 粉爆标委问题的复函》、 粉爆标委
Q4273-2016〈粉尘爆炸场
程〉几个问题的咨询回复》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例例3:3:例例3:3:
接地装置材接地装置材
安装工艺

参照GB/T3293

材料规格及材料规格及
艺技术规范

37-2016标准

2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接地装置材料规格及接地装置材料规格及接地装置材料规格及接地装置材料规格及

名 称
GB/T32937GB/T32937--20162016

2014年“8

名 称

防闪电静电
地上部分：地上部分：
①、扁钢：截面积≥
② 圆钢: 直径(ø)
昆山中荣金属
公司铝镁粉尘

感应接地干
线与接地体

②、圆钢:��直径(ø)�
地下部分地下部分::
①、角钢:规格≥

扁钢 截 积用钢材规格 ②、扁钢:截面积≥1
③、圆钢:直径(ø)�≥
④、钢管:直径(ø)�≥

防闪电静电
感应接地支

接地支线接地支线::
①、 固定设备:镀锌
②、 镀锌圆钢直径

线、连接线
规格

③、多股电线截面积
连接线连接线::
①、工艺装置设备:钢
② 连接处的过渡②、 连接处的过渡
③、非腐蚀环境下法

及安装工艺技术要求及安装工艺技术要求及安装工艺技术要求及安装工艺技术要求

技 术 要 求
66、、GB50057GB50057--20102010

8.2”

技 术 要 求

≥100mm²，厚度≥4（5）mm
≥12(14)mm
属制品
尘爆炸

≥12(14)mm

≥2500mm×50mm×5mm
度 深度参照标准150mm²,厚度≥4(5)mm，深度参照标准

≥12(14)mm，深度参照标准
≥50mm，深度参照标准

锌扁钢规格≥12mm×4mm����
(ø)�≥8mm

积≥16mm²

钢芯软胶线或软铜编织线截面积≥6mm²
电阻 0 03Ω时应跨接

2

电阻＞0.03Ω时应跨接,
法兰连接螺栓不少于5颗,可不跨接,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例例3:3:

干式除尘器的干式除尘器的干式除尘器的干式除尘器的
避雷装置应单避雷装置应单

独设立独设立

2



接接 地地 体（线）体（线）

接接 地地
接接 地地接接 地地

接接 地地 材材 料料接接 地地 材材 料料

例例33）焊）焊 接接 例例33

标标 准准
材材 料料材材 料料

料料 规规 格格料料 规规 格格
2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接地装置接地装置材料规格及材料规格及

名 称 技

GB/T32937GB/T32937--20162016、、GG

名 称 技

地地 下下
①、水平接地体：长度宜为
②、垂直接地体：长度宜为
③ 接地桩头不准高出地面

接地体接地体
③、接地桩头不准高出地面

防雷接地桩头埋设深度:≥≥00
或人行通道≥≥33m

2014年“8.2”
昆山中荣金属制品

地地 上上
搭焊接搭焊接

（镀锌）（镀锌）扁钢与角钢扁钢与角钢
不应少于不应少于三三个棱边的个棱边的

镀锌 钢与 钢 应昆山中荣金属制品
公司铝镁粉尘爆炸要求要求 （镀锌）圆钢与圆钢:不应小

（镀锌）圆钢与扁钢:不应小
焊接处焊接处应清理干应清理干焊接处焊接处应清理干应清理干

及安装工艺技术要求及安装工艺技术要求

技 术 要 求

GB50057GB50057--20102010

技 术 要 求
为55m(防雷接地为网体由三根组成)
为2.52.5m,间距宜为55m(防雷同上)
面面

0.50.5m,距墙或基础≥≥11m,距建筑物出入口

钢钢::不应小于扁钢宽度的不应小于扁钢宽度的二二倍倍,,
的焊接的焊接

钢直径的六六倍 接小于圆钢直径的六六倍,双面焊接
小于圆钢直径的六六倍, 双面焊接

干净干净且做好且做好防腐处理防腐处理

2

干净干净且做好且做好防腐处理防腐处理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避雷针接地避雷针接地引下线引下线距出距出
入口及人行道边沿入口及人行道边沿＞＞3m3m

静电接地静电接地断断
应设在离应设在离

参照参照GB50057GB50057--20102010

((防雷防雷))

（防雷接地支线

应设在离应设在离
0.30.3--1.8m1.8m范范《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T32937GB/T32937--20162016
接地装置材料规格及安装工艺技术要求接地装置材料规格及安装工艺技术要求》》

1 0001 000

接地装置材料规格及安装工艺技术要求接地装置材料规格及安装工艺技术要求》》

50
0

50
0

例例22：：示意图示意图

例1 示

例例33

例1

例1：示

例

（螺栓连接）（螺栓连接）

断接卡断接卡
离地坪离地坪

线）
例例

1离地坪离地坪
范围内范围内

0  0  以

2



接地支线材质接地支线材质设置设置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接地支线材质接地支线材质设置设置

例例3:3:例例3:3:

置连接不符合标准置连接不符合标准置连接不符合标准置连接不符合标准

2



接地装置材质设置接地装置材质设置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接地装置材质设置接地装置材质设置接地装置材质设置接地装置材质设置接地装置材质设置接地装置材质设置

例例3:3:例例3:3:

置连接不符合标准置连接不符合标准置连接不符合标准置连接不符合标准置连接不符合标准置连接不符合标准置连接不符合标准置连接不符合标准

3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除尘器除尘器、、风管风管、、风机风机、、排排除尘器除尘器、、风管风管、、风机风机、、排排
既有既有跨接串联跨接串联又有又有单独接单独接

排排气筒气筒

除尘除尘系统系统

排排气筒气筒
接地接地

除尘除尘系统系统
TNTN--SS供电系统供电系统
静电静电等电等电
位位连接连接位位连接连接

例例33例例3:3: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例例4:4:
登高梯台

例例4:4:
登高梯台

及及
安装工艺

参照GB40参照GB40

材料规格材料规格
及及
技术规范

053-2009053 2009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例例44例例4:4:

登高梯登高梯台台
美中美中不足不足比较比较规范规范比较比较规范规范

3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例例44例例4:4:

钢钢钢钢
直直直直
梯梯

3

梯梯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登登登登
高高高高
平平平平
台台台台

例例44例例44

3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登高梯台材料规

(GB4053
名 称 材 质 距 离 (mm) 规

登高梯台材料规例例4:4:
名 称 材 质 距 离 (mm) 规

钢
直

角 钢
或

宽400400～～600�600�≯≯760760
支撑件垂直间距≤≤30003000

5050××

平直
梯 扁 钢 Q235Q235

支撑件垂直间距≤≤30003000 平
垂直间隔 225225～～300300 Ø2Ø2踏 棍

～

最下护笼离地 21002100～～30003000
最高一道护笼应与护栏相接

最低二道护笼间距≥1000≥1000

5050护
笼

护笼箍

立 杆 (55根 ) 水平间隔＜＜ 300300 5050立 杆 (55根 ) 水平间隔＜＜ 300300 5050

垂直空档 间隔＜＜ 500500 22平 护 栏

水 间 øø3030A.FA.F台
水平间隔＜＜ 10001000

当水平间距≤180≤180时可不设横档

øø3030立 柱

踢脚板 距平台面间隙≤≤1010踢脚板 距平台面间隙≤≤1010

规格安装要点
3-2009)
格 (mm) 备 注

规格安装要点
格 (mm) 备 注

××5050××55（角钢）或6060××1010（扁钢）

台高度＞＞30003000时直梯应设护笼

登高梯台
100%100%

焊接平整牢固台高度＞＞30003000时直梯应设护笼 焊接平整牢固

不允有歪斜、
松脱 裂纹

2020（圆钢） 离地≤≤450�450�距固定墙面≥150≥150
上端踏棍应与平台面平齐,其间隙≯≯300300

松脱、裂纹、
扭曲变形

光滑 防锈

00××55（扁钢）垂直间隔 10001000～～15001500

øø650650～～800800（中间水平空档）

00××55（扁钢）直条间水平间隙≤≤400400 光滑、防锈00××55（扁钢）直条间水平间隙≤≤400400

2525××44（扁钢） 或 øø1616（圆钢） 平台板≥≥44
(花纹钢板)

5050（钢管）或 00 00 44（角钢） 台宽450450～～750750
台面距上空
间距≥≥19001900

～～5050（钢管）或5050××5050××44（角钢）
（柱高）10501050～～12001200

100100××22（钢板）

3

100100 22（钢板）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例例例例4:4:

如此登高梯台台谁敢上？

3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例例4:4: 登登登登
高高高高
梯梯
台台
设设设设
置置置置
不不
达达达达
标标

3

标标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例例 登高梯台不符合例例4:4:

3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例例55
AQ427AQ427
例例5:5:
AQ427AQ427

12 112 112.112.1--
粉尘粉尘粉尘粉尘

7373 201620167373--20162016
12 312 3--12.312.3
清理清理清理清理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例例5:5:例例5:5: 日日环环日日
常常
环环
境境常常
清清
境境
条条清清
扫扫
条条
件件
无无
要要

件件
恶恶要要
求求

恶恶
劣劣

4
求求劣劣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严重违规严重违规严重违规严重违规

冒险蛮干冒险蛮干冒险蛮干冒险蛮干

4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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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二、二、有有二、二、有有

间间：：可燃可燃间间：：可燃可燃

尘尘除尘器除尘器尘尘除尘器除尘器

作作业业注意注意作作业业注意注意

有限空有限空有限空有限空

燃性粉燃性粉燃性粉燃性粉

器器安全安全器器安全安全

意要点意要点意要点意要点

4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工贸企业工贸企业《《工贸企业工贸企业
间作业安全间作业安全间作业安全间作业安全
监督暂行监督暂行

（第（第5959号号

业有限空业有限空业有限空业有限空
全管理与全管理与全管理与全管理与

行规定行规定》》
号令号令））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工贸行《工贸行

产安全事产安全事

定定标准标准》》定定标准标准》》
安监总管四〔安监总管四〔

行业重大行业重大生生

事故事故隐患隐患判判

》的》的通知通知》的》的通知通知
〔〔20172017〕〕129129号号



有限空间
相关的行相关的行

1.未对有限空
辨识，并设置明显安

2 未落实作业2.未落实作业
自进入有限空间作

间作业
行业领域行业领域

空间作业场所进行
安全警示标志。

业审批制度 擅业审批制度，擅
作业。



11、什么是有限、什么是有限

是指封闭
闭 与外界相闭，与外界相
入口较为狭窄
不能长时间在不能长时间在
然通风不良，
有害 易燃易有害、易燃易
或者氧含量不

限限空间空间

闭或者部分封
相对隔离 出相对隔离，出
窄，作业人员
在内工作 自在内工作，自

易造成有毒
易爆物质积聚易爆物质积聚
不足的空间。



22、有限空间危、有限空间危

①、①、有限有限
危害因素有：危害因素有：

②② 除尘除尘

危害因素有：危害因素有：
爆燃爆燃及及其他危其他危

②、②、除尘除尘
限空间限空间属于设属于设
间；可能的危间；可能的危间；可能的危间；可能的危
燃；致因因素燃；致因因素
性粉尘性粉尘性粉尘。性粉尘。

危害因素分析：危害因素分析：

限限空间空间的主要的主要
窒息 中毒窒息 中毒

尘系统尘系统中的中的有有

窒息、中毒、窒息、中毒、
危害。危害。
尘系统尘系统中的中的有有

设备类有限空设备类有限空
危害主要为爆危害主要为爆危害主要为爆危害主要为爆
素主要是可燃素主要是可燃



33、有限空间、有限空间作作33、有限空间、有限空间作作

是指作业是指作业
限空间实施的
作业包括施工作业包括施工
养、清理等。

有限空间分类
下 设备设施下、设备设施

作业作业作业作业

业人员进入有业人员进入有
的作业活动。
工 维修 保工、维修、保

类：地上、地
施有限空间施有限空间。



44、对照进行具、对照进行具

涉爆粉尘涉爆粉尘涉爆粉尘涉爆粉尘
应有限空间的应有限空间的

①、①、除尘除尘
除尘器）、静除尘器）、静
灰仓灰仓

②、湿式②、湿式
（包括过滤水（包括过滤水

③、风管③、风管③、风管③、风管
尘相关的污水尘相关的污水
本不进人）本不进人）本不进人）本不进人）

具体辨识具体辨识

尘除尘系统相尘除尘系统相尘除尘系统相尘除尘系统相
的设备设施有：的设备设施有：

器（包括湿式器（包括湿式
静电喷粉房及静电喷粉房及

除尘过滤水池除尘过滤水池
水塔）水塔）

（包括湿式除（包括湿式除（包括湿式除（包括湿式除
水管，这些基水管，这些基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可燃性粉尘防爆治理

5



55、选用应对措、选用应对措

① 辨识①、辨识
尘系统有限空
的可能产生的危的可能产生的危

②、对相②、对相
设备设施设置安

编制③、编制
限空间作业安全

④、配置与
素相应的防护用素相应的防护用

措施措施::

识涉爆粉尘除识涉爆粉尘除
间作业过程中
危险有害因素危险有害因素

应有限空间的应有限空间的
安全警示标牌

相应的《有相应的《有
全管理制度》

与危险有害因
用品和应急用具用品和应急用具



请多提宝

THA
请多提宝

THA
探探

11
探探

宝贵意见!

NKS
宝贵意见!

NKS
讨服务联系方式讨服务联系方式

1803681062218036810622
福福 兴兴

讨服务联系方式讨服务联系方式

王王 福福 兴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