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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安监局统一部署和指导下

视频监控系统建设 目前已完成视频监控系统建设，目前已完成

织、食品、橡胶塑料等粉尘企业的

关的管理制度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关的管理制度，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下，园区全面推进粉尘涉爆企业远程

成所有铝镁粉尘企业和部分木业 纺成所有铝镁粉尘企业和部分木业、纺

的建设和联网工作，并建立完善了相

果果。



1 远程视频监控建设的工作

园区安委员会办公室出台了
视频监控管理工作的通知》，明视频监控管理工作的通知》，明
用安排，并召开专题会议启动建
点建设企业，即所有铝镁粉尘企
食品加工、橡胶塑料粉尘企业。

作部署

了《关于涉爆粉尘企业实施远程
明确了建设对象、建设要求和费明确了建设对象、建设要求和费
建设工作。2015年启动首批重

企业，重点的木粉尘、纺织粉尘、



2 远程视频监控建设的技术

（1）监控覆盖厂门口、
危险的生产车间和作业场所

（2）所安装摄像头均应（2）所安装摄像头均应
所内应为专业防爆型摄像头

（3）录像机应支持实时（3）录像机应支持实时
30天不间断存储容量；

（4）按照“谁使用受益（4）按照“谁使用受益
企业承担高清视频监控摄像
建设两项费用 园区安排专建设两项费用。园区安排专
的一次性部署费和每月运行

术要求

厂内制高点、存在粉尘爆炸
所，以及除尘系统等重点位置；

应为高清摄像头，粉尘作业场应为高清摄像头，粉尘作业场
头；

时25帧/秒录像 硬盘应提供时25帧/秒录像，硬盘应提供

益 谁建设付费”的原则 由益、谁建设付费”的原则，由
像头安装、内部集中监控平台
专项资金 承担远程数据传输专项资金，承担远程数据传输
行使用费。



3  远程视频监控建设的工

2015年底，园区共有21家企

部门监控平台的联网运行。

2016年，对43家粉尘涉爆企

2017年，60家粉尘涉爆企业

认了5家粉尘涉爆管理示范企业。

2018年，为实时掌握粉尘涉

时发现和处置异常状况 实现对除时发现和处置异常状况，实现对除

效化管理，园区安监局依托智慧

州）有限公司开展了除尘系统运行州）有限公司开展了除尘系统运行

目前试点联网已完成，基本实

工作进展

企业的远程监控系统实现了与安监

企业全部开展监控建设。

业全部完成了监控建设，同时，确

涉爆企业除尘系统的运行情况，及

除尘系统的智能化 自动化和长除尘系统的智能化、自动化和长

慧安监系统，选择晋合家居（苏

行参数联网监控试点工作行参数联网监控试点工作。

实现了既定目标。



4 企业履行点检职责，确保

企业主要负责人每周通过远

于两次。企业安全管理人员每周

少于五次，每次点检应覆盖本企

摄像头，每个点的点检时间应连

应的点检记录。企业视频监控管

企业应点检

现场
是否

个人防护 工作现场
作业
人数

是否
超员

个人防护
佩戴是否
到位

工作
面是
无

保发挥作用

远程监控系统开展巡查抽查不得少

周通过远程监控系统开展点检不得

企业所有作业现场和除尘器的监控

连续达到2分钟以上，并应做好相

管理人员应实时做好连续监控工作。

检的主要内容

作台及地
员工是否 设备设施是

作台及地
是否做到
无积尘

员工是否
规范作业

设备设施是
否有损坏



5 借助监控系统，实现多手

远程联网后，各级安监部远程联网后，各级安 部

区域集中平台、电脑网络和手

时 远程监控和随机抽查。时、远程监控和随机抽查。

通过远程视频监控系统的

慑 督促其主动管理 自觉管慑，督促其主动管理、自觉管

任，有效防范相关事故。

粉尘企业属地监管部门（安
员每周对监管区域内企业作业场
检不少于两次 每个点的点检时检不少于两次，每个点的点检时
管部门点检人员发现粉尘企业作
及时通知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加以

步采取行政处罚的证据一步采取行政处罚的证据。

手段监管

门工作人员、网格化监管员可通过门 作人员、网格化 管员可通过

手机终端等方式，实现对企业的实

的抽查，对企业形成一定的监管震

管理 规范管理 履行企业主体责管理、规范管理，履行企业主体责

安监局或大队），应安排网格监管人
场所和除尘器视频监控进行抽查点
时间应连续达到2分钟以上 属地监时间应连续达到2分钟以上。属地监
作业存在违反相关操作规定的，应
以改正，并将相关视频保留作为进



6 借助监控系统，实现多手

移动监控移动监控

中国电信全球眼手机终端

手段监管

控查看平台控查看平台

园区智慧安监手机终端



7 借助监控系统，实现多手

综合行政执法综合行政执法

园区智慧安监网页

手段监管

法指挥中心平台法指挥中心平台

园区综合行政执法指挥平台



8 借助监控系统，实现多手

定期督导定期督导

园区智慧安监系统每天
监控点视频 由园区安监监控点视频，由园区安监
属地监管部门（安监局或
解读解读。
园区安监局相关业务处

个视频监控点的点检记录个视频监控点的点检记录
记录）通报相关单位，督
频点检工作 确保监控视频点检工作，确保监控视
挥实效。

苏州工业园区智慧安监 http苏州工业园区智慧安监：http

手段监管

导研判解读导研判解读

天定时截取粉尘企业各个
监局相关业务处室组织监局相关业务处室组织
或大队）定期开展研判

处室，负责每月定期将各
录（智慧安监系统自动录（智慧安监系统自动
督促各单位认真开展视
视频有效稳定运行 发视频有效稳定运行、发

p://zhzf sipac gov cn/yqzhaj/p://zhzf.sipac.gov.cn/yqzhaj/



9 借助监控系统，实现多手

定期督导定期督导

智慧安监系统自动截取视频保存

手段监管

导研判解读导研判解读

存



10 借助监控系统，实现多

定期督导定期督导

智慧安监系统自动记录视频查看

多手段监管

导研判解读导研判解读

看情况



11 坚持问题导向，加大监

自8•2事故以来，园区始终将自8 2事故以来，园区始终将

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问

业隐患整改不放松 自市安委会业隐患整改不放松。自市安委会

区将企业的监控建设情况作为重

的重要措施和整改验收的必备条的重要措施和整改验收的必备条

监控系统建设力度

将粉尘涉爆企业安全监管作为安将粉尘涉爆企业安全监管作为安

问题导向，加大监督检查，紧盯企

会提出建设远程监控系统以来 园会提出建设远程监控系统以来，园

重要检查内容，列为现场规范生产

条件条件。



12 保持高压严管态势，促

检查粉尘涉爆企业

2014年
• 检查粉尘涉爆企业21
改正指令书61份，督

罚3起 共罚款48 122014年 罚3起，共罚款48.12

• 对区内粉尘涉爆企业

年

查，共检查企业312家
行政处罚1起，罚款1

• 以高压态势推进重点2015年 以高压态势推进重点
利完成了所有铝镁粉
尘、食品、橡胶塑料

促进现场规范化运行

家次 出具检查意见书 份 责令7家次，出具检查意见书217份，责令

督促企业整改隐患541项。实施行政处

2万元2万元。

业进行了多轮拉网式执法检查和专家检
家次，对7家企业实施停产整改。实施
104.1万元。

粉尘涉爆企业建设视频监控系统，顺粉尘涉爆企业建设视频监控系统，顺
粉尘企业，以及重点的木粉尘、纺织粉
料粉尘企业远程监控系统的建设目标。



12 保持高压严管态势，促

• 园区安监部门先后组

2016年

园区安监部门先后组

次，共检查企业131家
8500万元。同时，重2016年
行政处罚22家次，共

• 继续通过政府购买服
粉尘浓度检测 检测

年

粉尘浓度检测，检测
业，依法责令限期整
问题和隐患”专项排
此类整改的杰安木业2017年 此类整改的杰安木业
施行政处罚3起，罚款
企业4家，督促2家企

促进现场规范化运行

织专家现场检查和整改方案评审67批织专家现场检查和整改方案评审 批

家次。园区企业在此方面的总投入超过

重拳打击粉尘涉爆非法违法行为，实施

共处罚金263万元。

服务的方式，对企业粉尘作业场所开展
企业85家次 对检测不合格的6家企企业85家次，对检测不合格的6家企

整改。对所有粉尘涉爆企业开展“十大
排查80余家次，对未在9月30日前完成
业公司实施了停产 严格依法监管 实业公司实施了停产。严格依法监管，实
款15.2万元；实施停产整改1起，关闭
企业取缔了涉爆粉尘工艺。



12 保持高压严管态势，促

• 园区已累计关闭粉尘
尘工艺，后续根据新
粉尘企业 家

2018
粉尘企业60家；

• 结合粉尘涉爆企业远
粉尘涉爆企业安全生2018

年
• 对存在隐患仍没有全
业，实施停产整顿，

• 排查已关闭企业和已排查已关闭企业和已
未彻底清除的企业，
时监管；

• 在完善现场监控的基在完善现场监控的基
关键参数实时监控和

促进现场规范化运行

涉爆企业13家，有38家企业取缔了粉
目录归类粉尘涉爆企业1家，现有涉爆

程监控系统全覆盖的要求，多次开展
产集中大检查，反复核查相关企业；

面整治到位且监控系统建设迟缓的企
并依法实施了行政处罚；

取缔粉尘工艺企业，对现场设备设施取缔粉尘工艺企业，对现场设备设施
纳入安装远程监控系统计划，进行实

础上，探索建立除尘器风速、温度等础上，探索建立除尘器风速、温度等
智能连锁技术管控措施。



防范粉尘爆炸的思考考



防范粉尘爆炸的思考

大约40%的爆炸事故是除– 大约40%的爆炸事故是除

按照GB15577、GB50016等

计 安装 使用和维护计、安装、使用和维护

– 除尘系统的设计应防止粉

计合理，除尘管路设计和

– 要定期对除尘器除尘效能

时可以采取增大风机功率

除尘效果。除尘效果。

考

除尘系统引起的 企业必须除尘系统引起的。企业必须

等规定，对除尘系统进行设

。

粉尘在风管中沉积。风速设

和安装减小阻力损失。

能进行测定，发现效能减弱，

率或减少吸风口等方式保证



园区粉尘企业除尘器

两种对接方案两种对接方案

• （一）企业除尘系统控制柜
制端口，可通过DTU设备直制端 ，可通过DTU设备直
DTU设备直接将实时数据透
心平台。

• （二）若企业除尘系统基础
数据的管理平台，并且对安
监测数据同步服务器将监测监测数据同步服务器将监测
4G VPDN专网传输到园区

备注 从投入成本考量 采• 备注：从投入成本考量，采
入成本较为低廉，且也能充

器监测平台技术方案简介

柜若预留有RS485或232控
直接与系统进行对接，通过直接与系统进行对接，通过
透传至园区智慧安监数据中

础较好，已经有了实施监测
安全性要求严格，则可通过
测数据定时更新 并且通过测数据定时更新，并且通过
智慧安监数据中心。

采用DTU直接透传的方案 投采用DTU直接透传的方案，投
充分保证系统的安全性。



园区粉尘企业除尘器

网络拓补图

园区智慧安监数据中

VPDN专网

无线基站

防火墙 VPN服

企业
RS485或232接口

DTU

除尘控制系统 工作组交换机 防火墙

器监测平台技术方案简介

中心

数据库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

服务器

入侵防护系统 防病毒系统

工业级4G路由器

监测数据同步服务器



园区粉尘企业除尘器
除尘设备信息管理

•对设备监测参数阈值的的设定，

灰斗温度低值

压力低值

温度低值入口温度低值

出口温度低值

压差低值压差低值

风速低值

液位值低值（湿式除尘器）液位值低值（湿式除尘器）

流量速度低值（湿式除尘器）

器监测平台技术方案简介

根据设备除尘种类进行参考设置阈值。

灰斗温度高值

压力高值

温度高值入口温度高值

出口温度高值

压差高值压差高值

风速高值

液位值高值（湿式除尘器）液位值高值（湿式除尘器）

流量速度高值（湿式除尘器）



晋合家居公司除除尘设施改善简介



晋合家居公司简介

晋合家居（苏州）有限公司是新

加坡星合控股旗下的一家集研发、生

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型

家具企业，成立于2005年12月27日。

公司为中、高档住宅、酒店及写字楼

提供配套木制家居产品。注册资本

1298万美元，投入资本1800万美元。

总占地面积为66000平方米，现有员

工300余人。工300余人。



产尘环节

开料

裁切

木
尘

封边 油
粉粉

打磨

料

钻孔

木粉
尘

机加工油漆
粉粉

砂光



除尘系统—车间部

除尘主管

除尘系统 车间部

除尘主管

•改善前为1.改善前为1.
•改善后为3m

除尘软管除 软管

•改善前为普

•改善后为防

部分

管道

部分

管道

.5mmQ235碳钢.5mmQ235碳钢

mmQ235碳钢

管管

普通PVC软管

防静电软管



除尘系统—车间部

火花探测

除尘系统 车间部

火花探测

•改善前无火

•改善后设置

熄灭系统

•改善前无熄

改善后增设•改善后增设

部分

测装置

部分

测装置

火花探测装置

置火花探测装置

统

熄灭系统

设熄灭系统设熄灭系统



除尘系统—除尘器主体

改善前改善前 改善后改善后



除尘系统—除尘器除尘系统 除尘器器主体—结构图器主体 结构图



除尘系统—除尘器主体—

除尘设
采用防采用防

风量39

功率：功率：

脉冲布

最大

—安全防护装置

设备采用防爆型风机，马达
防爆变频马达防爆变频马达.

9000m3/h/24000m3/h

90KW/45KW90KW/45KW

布袋除尘器本体加装泄爆片

可承受泄爆压力Pred:0.05 
MPA



除尘系统—除尘器主体—

除尘设
爆型爆型，
器，

0 3MPa0.3MPa
时，联

除尘设除尘设
控除尘
当压差
体体可依

报

—安全防护装置

设备脉冲电磁阀采用防
储气包加装压力传感储气包加装压力传感
当压力过低（小于

a时具体可依实际调整）a 时,具体可依实际调整）
联动报警并停机、检修。

设备差压装置，随时监设备差压装置，随时监
尘设备过滤系统之压差，
差超过限值（1500Pa,具

实 整 时 联动依实际调整）时，联动
报警并停机、检修。



除尘系统—除尘器主体—

加装卸
尘器上
装防爆
超过7

在现
装喷

—安全防护装置

卸料感温装置、除
上部出风口位置加
爆感温棒，当温度
70℃时，停机报警。

现有除尘设备主体加
喷淋水管，可与除尘

系统联动



除尘系统—除尘器主体—

除尘

除尘除尘
置，
20M20M
并

—安全防护装置

尘设备滤袋采用防
静电材质。静 材质

尘管道加装风速装尘管道加装风速装
当风速低于限值

M/s时 联动报警M/s 时，联动报警
并停机、检修。



除尘系统—除尘器主体—

除尘除尘

最大
P

除尘

—安全防护装置

尘风管加装隔爆阀尘风管加装隔爆阀

大可承受泄爆压力
Pred:0.05 MPA

尘风管加装卸爆片



除尘系统—除尘器主体—

除尘除尘
地，
兰加兰加

除尘

—安全防护装置

尘设备有效接尘设备有效接
管道连接法

加装导线跨接加装导线跨接。

尘器排气筒加
装避雷针装避雷针



除尘系统—除尘器主体——安全可视化



除尘系统—运行参数联网监

为实时掌握粉尘涉爆企业除• 为实时掌握粉尘涉爆企业除

现和处置异常状况，实现对现和处置异常状况，实现对

和长效化管理，园区安监局

合家居（苏州）有限公司开

监控试点工作。目前试点联

的目标的目标。

监控—目的

除尘系统的运行情况 及时发除尘系统的运行情况，及时发

对除尘系统的智能化、自动化对除尘系统的智能化、自动化

局依托智慧安监系统，选择晋

开展了除尘系统运行参数联网

联网已完成，基本实现了设想



除尘系统—运行参数联

• 通过安装在控制柜内的
行采集并将模拟信号转数据采集 行采集并将模拟信号转

• 将上述数字信号通过P
数据转换

• 将上述数字信号通过P
模块识别

通讯协议

• 将上述处理后的数据通
协议的信号

数据发送
• 通过发送器将上述信号

数据发送

网监控—企业端基本原理

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对模拟信号进
转换为数字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LC模块进行转换使之能被通讯LC模块进行转换使之能被通讯

通过通讯模块转换成符合485通讯

号进行发送



除尘系统—运行参数联网

• 系统可以
温度、灰
等 如下

实时参数
等。如下

网监控—功能

实时显示除尘器的运行参数，含：入口
灰斗温度、出口温度、管道风速、风压差
图：图：



除尘系统—运行参数联网

•可以图历史数据 •可以图
历史数历史数据

网监控—功能

图表或列表显示相应参数的图表或列表显示相应参数的
数据。如下图表：



除尘系统—运行参数联网

• 可以设置
系统检测
置的手机
及时处理
所有的异

限值设置
所有的异

网监控—功能

置每个参数的限值（如前图中红线显示），
测到超限（如温度超过65度），系统会向设
机号发送异常信息短信，提醒企业管理人员
理，并告知政府监管人员。同时系统会记录
异常信息，并提供查询。异常信息，并提供查询。

此为测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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