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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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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控制措施策划 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措施策划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用人单位的安全生产风险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3694—2013 风险管理 术语

GB/T 45001—2020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 23694—2013 和GB/T 45001—202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组织 organization

为实现目标，由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构成自身功能的一个人或一组人。

注: 用人单位是一种组织。

3.2

相关方 interested party

可影响决策或活动、受决策或活动所影响，或自认为受决策或活动影响的个人或组织

(3.1)。

3.3

工作人员 worker

在用人单位控制下开展工作或与工作相关的活动的人员。

注:工作人员包括最高管理者、管理类人员和非管理类人员。

3.4

参与 participation

参加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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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协商 consultation

决策前征询意见。

3.6

法律法规要求和其他要求 legal requirements and other requirements

用人单位必须遵守的法律法规要求，以及用人单位必须遵守或选择遵守的其他要求。

注：在本文件中，法律法规要求和其他要求指的是那些与安全生产相关的要求。

3.7

作业活动 work activity

特定工作系统为完成特定任务而进行的活动。

注：在特定工作系统中，人在机械、工具等的帮助下，在一个他或他们所处的工作地点的环境中，通过使用资源和

管理（方法、程序、劳动组织等），来完成特定任务。

3.8

伤害和健康损害 injury and ill health

对人的生理、心理或认知状况的不利影响。

注：这些不利影响包括职业疾病、不健康和死亡。

3.9

事件 incident

因工作引起的或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可能或已经导致伤害和健康损害(3.8)、财产损失或其他损失

的情况。

注 1：事故是已经导致伤害和健康损害、财产损失或其他损失的事件。

注 2：未发生但有可能发生伤害和健康损害、财产损失或其他损失的事件通常称为“未遂事件”。

[来源：GB/T 45001—2020，3.35，有修改]

3.10

危险源 hazard

可能导致伤害和健康损害(3.8)、财产损失或其他损失的来源。

注：危险源包括不安全状态、不安全行为和安全管理的缺陷。不安全状态是使事件(3.9)能发生的不安全的物体条

件、物质条件和环境条件。不安全行为是违反安全规则或安全原则，使事件(3.9)有可能或有机会发生的行为。

安全管理缺陷是管理人员在履行其安全生产管理职能方面的缺陷。

[来源：GB/T 45001—2020，3.19，有修改]

3.11

风险 risk

不确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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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影响是指偏离预期。

注 2：通常，风险以某事件的后果及其发生的可能性的组合来表述。

3.12

安全生产风险 work safety risk

与工作相关的事件或暴露发生的可能性和由事件或暴露而导致的伤害和健康损害(3.8)、财产损失

或其他损失的严重性的组合。

[来源：GB/T 45001—2020，3.21，有修改]

3.13

可接受风险 acceptable risk

依据用人单位法律义务和其安全生产方针认为可以容许的安全生产风险(3.12)。

[来源：GB/T 23694—2013，4.7.1.6，有修改]

3.14

风险管理 risk management

在风险(3.11)方面，指导和控制用人单位的协调活动。

注：安全生产风险管理指在安全生产风险(3.12)方面，指导和控制用人单位的协调活动。

3.15

风险评价 risk assessment

对危险源导致的安全生产风险(3.12)进行评估并确定其是否可接受的过程。

[来源：GB/T 23694—2013，4.7.1，有修改]

3.16

文件 document

用人单位需要控制并保持的信息及其载体。

4 危险源辨识

4.1 活动划分

4.1.1 活动

用人单位的生产或工作系统是由过程组成的，过程是利用输入实现预期结果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

的一组活动。

危险源存在于活动中，危险源辨识的对象是活动。

活动包括常规和非常规的活动，包括作业活动和管理职能活动。

活动也包括不受用人单位直接控制的地点的活动。

4.1.2 作业活动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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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先后次序步骤的作业活动，宜依次列出作业步骤。

对于没有先后次序步骤的作业活动，宜列出作业内容。

所划分出的每个作业活动不宜包含过多的作业步骤或作业内容，且彼此相对独立。

作业活动的上个层次，可称为作业类别。作业类别还可能有其上个层次。层次的多少依用人单位的

实际情况而定。

作业活动划分示例见 A.1。

4.1.3 管理职能活动划分

管理职能活动包括设计、工艺、设备、劳动组织、采购、人力资源等的管理及对相关方的监督管理。

宜列出每个管理职能活动中与安全生产有关的内容。

4.2 危险源辨识方法

4.2.1 危险源分类

用人单位宜了解危险源的分类。

危险源分类示例见 A.2。

4.2.2 危险源的描述

描述宜说明导致可能的事件的原因。

描述宜具体。

关于危险源描述的说明，见 A.3。

4.2.3 辨识方法

针对作业活动所包含的作业内容或作业步骤，辨识不安全状态和不安全行为。

针对管理职能活动中与安全生产有关的内容，辨识管理职能的缺陷。

作业活动危险源辨识示例见A.4。

管理职能缺陷辨识示例见A.5。

4.2.4 考虑法律法规要求和其他要求及以往事故

对照适用本单位的法律法规要求和其他要求的所有强制性规定，凡未做到的，或未能保持的，都是

危险源，宜予辨识。

本单位以往事故的原因，凡未消除的，都是危险源，宜予辨识。

5 风险评价

5.1 评价方法

对辨识出的每个危险源，分别评价导致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事件的严重程度，并将两者组合。

伤害和健康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取决于控制措施的有效性和人体暴露的时间。

注 1：对于作业活动，可以选择风险矩阵分析（LS），或作业条件危险性分析（LEC），或作业危险分析（MES）。用人

单位根据自身情况，也可以选择其他评价方法，包括定量评价方法。对于管理职能活动，可以选择风险矩阵分

析（LS）。

注 2：风险矩阵分析（LS）及应用示例见 B.1。作业危险分析（MES）及应用指南见 B.2。

5.2 风险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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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宜根据评价结果，将安全生产风险分为若干个级别。

5.3 确定不可接受风险

5.3.1 考虑法律法规要求和其他要求

危险源本身违反适用本单位的法律法规要求和其他要求的强制性规定，且可能导致的事件后果严重

的，其造成的安全生产风险列为不可接受风险。

5.3.2 考虑以往事故

危险源曾导致死亡、重伤、职业病，或重大财产损失或其他重大损失（如重大社会影响），或多次

轻伤，其造成的安全生产风险列为不可接受风险。

注：“重伤”、“轻伤”的确定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发布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

轻伤的次数，由用人单位根据行业危险性和自身对安全生产绩效的追求规定。

5.3.3 考虑风险级别

宜将级别较高的安全生产风险列为不可接受风险。

把哪级或哪几级安全生产风险列为不可接受风险，取决于用人单位对安全生产风险管理绩效的追

求，这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用人单位最高管理者的价值观；

——用人单位的经济技术实力；

——用人单位所处的社会环境，影响用人单位安全生产的内部和外部的正面和负面因素；

——工作人员及其他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

根据 5.3.1、5.3.2、5.3.3 确定不可接受风险的示例见 B.3。

6 风险控制措施策划

6.1 控制层级

为控制安全生产风险，宜首先考虑消除危险源，其次考虑降低风险，最后考虑个体防护。

消除危险源的措施有改变工艺或设计、改变作业条件、停止某些作业等。

降低风险的措施有替代、工程控制和管理控制等。

注：消除危险源和降低风险的措施的示例见 C.1。

当无立即可行的消除危险源或降低风险的措施时，提供适当的个体防护装备并确保正确使用。

6.2 不可接受风险控制

6.2.1 概述

不可接受风险控制，可采取下述 6.2.2 或 6.2.3 方式。对于某些不可接受风险，可能需要采取两种

方式。

6.2.2 治理方案

需要采取工程控制措施或改变工艺、技术、材料、设备的措施，宜制订治理方案。

治理方案宜明确下述内容：所针对的不可接受风险，措施及步骤，资金预算，主管部门、责任部门、

相关部门，进度计划，验收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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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方案中的措施示例见 C.2。

6.2.3 运行管理

不需要采取 6.2.2 所述的措施，而采取其他控制措施，宜在相关的文件中明确规定所采取的措施，

并落实。

关于运行管理的说明见 C.3。

不可接受风险控制方式选择的示例见 C.4。

6.3 可接受风险控制

对于可接受风险，除可忽略的风险之外，宜保持原有控制措施，并体现在相关的文件中。

6.4 风险控制措施的评审

选择的风险控制措施宜在实施前予以评审，评审时考虑：

——是否能将风险降低到或维持在可接受的程度；

——是否会产生新的风险；

——是否易被操作者接受；

——是否被纳入生产过程；

——其有效性与成本之比是否最佳或较好。

6.5 风险控制保障

用人单位需提供下列安全生产风险控制保障，并在相关文件中体现：

——安全生产风险管理责任，尤其是领导作用；

——安全生产风险管理所需的资源；

——与安全生产风险管理相关的培训和教育；

——与工作人员和其他相关方之间关于安全生产风险管理相关信息的及时、有效的沟通，重要的安

全生产风险管理决策之前与工作人员的协商，工作人员对安全生产风险管理决策的参与。

7 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控制措施策划的更新

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控制措施策划宜定期更新，遇重要变化及时更新，以应对：

——用人单位内部、外部各种相关因素的变更，包括用人单位安全生产风险管理绩效的提升；

——风险控制措施的实施过程、检查过程以及事件调查发现的控制措施的有效性、充分性和适宜性

的问题；

——风险管理评审确认的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控制措施策划的合理性、充分性和适宜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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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危险源辨识示例

A.1 作业活动划分示例

A.1.1 某转炉炼钢厂作业活动划分

某转炉炼钢厂的作业类别有：生产准备；石灰焙烧、检验；转炉炼钢；钢渣水淬；连铸准备；方坯

制作（连铸）；板坯制作（连铸）；铸坯精整；天车运行与维护；电气系统运行与维护；水系统运行维护

及烟气处理；质量检验；检查维修。

对每个作业类别，划分出若干种作业活动。例如，作业类别“板坯制作（连铸）”的作业活动有：

4#铸机大包浇注，4#铸机结晶器液面自动控制，4#铸机快换水口，3#铸机液压操作，3#铸机切割，3#

铸机现场清理，小板中包浇注，小板切割等。

对每个作业活动，划分出作业内容。例如，作业活动“小板中包浇注”有以下作业内容（步骤）：

烘烤水口；塞引锭；中包浇注；中包烧眼；换中包、水口；捞渣；加渣；换渣；封顶；堵眼；转中包；

开中包车。

A.1.2 某工业和民用建筑企业作业活动划分

某工业和民用建筑企业将其工程项目分为如下几个施工阶段：施工准备，土方工程，地基与基础

工程，主体工程，装饰、装修、楼地面、屋面工程，安装工程。对每个施工阶段，划分为若干种作业类

别；对每个作业类别，划分出若干种作业活动。

例如，“主体工程”阶段中的作业类别有主体钢筋工程、主体模板工程、主体混凝土工程、临边和

洞口作业、塔吊施工、落地式脚手架施工，...辅助设施搭设等。其中，“落地式脚手架施工”的一个作

业活动是“脚手架搭设”，其作业内容有：基础处理，架体搭设，架体与建筑物连接，安全防护设施设

置与验收。

A.1.3 某电力工程监理公司一个现场监理活动的内容

某电力工程监理公司的一个作业类别是“汽轮发电机本体安装现场监理”，“现场检查”、“旁站监理”

是其中的两个作业活动。“现场检查”的内容有：设备质量情况，基础复查找正，汽缸转子安装，中心

找正及间隙调整，定子就位；“旁站监理”的内容有：汽缸扣盖，汽机甩负荷试验，动平衡试验。

A.2 危险源分类示例

A.2.1 不安全状态分类示例

机械加工不安全状态分类，见表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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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机械加工不安全状态分类

分类号 分类项目 说明

1

物体本身的缺陷

11 设计不良

例如功能上有缺陷，强度不够，没用的零件突出，该有的

联结装置没有等

用人单位自己容易做到的防护装置（如动力传导设备的护

罩）没有，不属此类，属第二大类

12 构成的材料不合适

13 废旧、疲劳、过期

14 出故障未修理

15 维修不良

16 其他

2

安全装置、防护措施的缺陷

21 没有安全防护装置
包括取下来放着没用的情况

设计不良情况除外

22 安全防护装置不完善 对机械的危险而言，设计不良除外

23
没有接地或绝缘、接地或绝缘不

充分

24 没有屏蔽、屏蔽不充分 对热、放射线而言

25 间隔、标识的缺陷 对危险物等而言

26 其他

3

工作场所的缺陷 场所环境不属此类，属第 5大类

31 没有确保安全通道

32 工作场所间距不足 对于人的工作活动或对物的移动而言

33
机械、装置、用具、日常用品配

置的缺陷

34 物体放置的位置不当 放在不应放的地方

35 物体堆积方式不当

36 对意外的摆动防范不够

37 其他

4

个人保护用品、用具的缺陷
包括防护服、安全鞋、护目镜、面罩、手套、安全帽、呼

吸器官护具、听力护具等缺陷

41 缺乏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用具 不是必要的不算

42 防护用品、用具不良

43
没有指定使用或禁止使用某用

品、用具

如没有指定使用安全鞋，没有禁止使用手套等

44 其他

5

作业环境缺陷

51 照明不当 照度不够或刺眼等

52 通风换气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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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机械加工不安全状态分类 (续)

分类号 分类项目 说明

53 道路、交通的缺陷
设施条件不好，交通标志缺陷等

仅限于作业环境的交通

54 噪音超标

55 温度不当

56 自然危险
风、雨、雷、电、野兽、地形等

仅限于作业环境

57 其他 包括影响作业场所的其附近的环境缺陷

6 其他不安全状态
不能归于上述各类者

包括用人单位自身不能控制的缺陷

A.2.2 不安全行为分类示例

机械加工不安全行为分类，见表 A.2。

表 A.2 机械加工不安全行为分类

分类号 分类项目 说明

01

不按规定的方法操作

011 用没有规定的方法使用机械、装置等 除去 03 的内容

012 使用有毛病的机械、工具、用具等 是标有缺陷的或缺陷明显的

013 选择机械、装置、工具、用具等有误 用错

014 离开运转着的机械、装置等

015 机械运转超速

016 送料或加料过快

017 机动车超速

018 机动车违章驾驶 除去 017 的内容

019 其他

02

不采取安全措施

021 不防止意外危险 如开关、阀门上锁，机械部分的固定等

022 不防止机械装置突然开动

023 没看信号就开车 如不看车后就倒车

024 没有信号就移动或放开物体

025 其他

03

对运转的设备、装置等清擦、加油、修理、

调节

包括清除垃圾、去掉加工木材

031 对运转中的机械装置

032 对带电设备

033 对加压容器

034 对加热物

035 对装有危险物

036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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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机械加工不安全行为分类 (续)

分类号 分类项目 说明

04

使安全防护装置失效 包括安全阀门、保险丝

041 拆掉、移走安全装置

042 使安全装置不起作用 关闭、堵塞安全装置等

043 安全装置调整错误

044 去掉其他防护物 去掉盖、罩、栅栏等或使其失效

045 其他

05

制造危险状态
指对第三者有危险的状态

“09”中的内容除外

051 货物过载 包括高度和装载方法的关系

052 组装中混有危险物

053 把规定的东西换成不安全物

054 临时使用不安全物

055 其他

06

使用保护用具、保护服装方面的缺陷

061 不使用保护用具 指可以得到的

062 不穿安全服装 包括个人服装不安全

063 保护用具、服装的选择、使用方法有误

064 其他

07

不安全放置

071 使机械装置在不安全状态下放置 如吊着的货物、挂着吊桶之类的状态

072 车辆、运输设备的不安全放置
如为了装卸货物将车辆、提升机或传送装置

安放、排列、停留在不安全位置

073 物料、工具、垃圾等的不安全放置 易产生绊倒、颠簸、滑倒等危害

074 其他

08

接近危险场所

081 接近或接触运转中的机械、装置 指不必要的接近、接触

082 接触吊货、接近或到货物下面 指不必要的接近、接触

083 进入危险有害场所

084 上或接触易倒塌物体

085 攀、坐不安全场所

086 其他

09

某些有意识的不安全行为

091 用手代替工具

092 没有确认安全就进入下一个动作
指必须要确认安全的动作，包括未排除可燃

气体就点火

093 从中间、底下抽取货物

094 扔代替用手递

095 飞降、飞乘

096 不必要的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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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机械加工不安全行为分类 (续)

分类号 分类项目 说明

09
097 捉弄人、恶作剧

098 其他

10

误动作

101 货物拿多 包括过量、过重

102 拿物体的方法有误
包括扛的方法等，也包括抓取物体时的方法

不对

103 推、拉物体的方法不对

104 上、下的方法不对

105 其他

11 其他不安全行为 不能归于上述各类者

注：不安全行为可以是本不应做而做了某件事；可以是本不应这样做（应用其他方式做）而这样做的某件事；也

可以是本应做某件事但没做成。

有不安全行为的人可能是受伤害者，也可能不是受伤害者。

行为不安全，包括行为人明知自己做的事是不安全的而非常谨慎地去做，也包括行为人不知道自己正做的事

是不安全的。

A.2.3 安全管理缺陷分类示例

海洋石油开采安全管理缺陷分类，见表 A.3。

表 A.3 海洋石油开采安全管理缺陷分类

分类号 分类项目

01

安全生产保障

011 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

012 没有安全管理机构或人员

013 安全生产投入不足

014 违反法规、标准

02

风险评价与控制

021
未充分识别生产活动中的危险源（包括与新的或引进的工艺、技术、设备、材料有关的危险

源）

022 未正确评价生产活动中的风险（包括与新的或引进的工艺、技术、设备、材料有关的风险）

023 对风险的控制措施不当

03

作用与职责

031 职责有遗漏

032 职责划分不清

033 职责分配相矛盾

034 授权不清或不妥

035 报告关系不明确或不正确

04
培训与指导

041 没有提供必要的培训（包括针对变更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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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海洋石油开采安全管理缺陷分类 (续)

分类号 分类项目

042 培训计划设计有缺陷

043 培训目的或目标不明确

044 培训方法有缺陷（包括培训设备）

045 知识更新和再培训不够

046 缺乏技术指导

05

人员管理与工作安排

051 人员选择不当：无相应资质，技术水平不够；生理、体力有问题；心理、精神有问题

052 安全行为受责备，不安全行为被奖励

053 没有提供适当的劳动防护用品或设施

054 工作安排不合理：没有安排或缺乏合适人选；人力不足；生产任务过重，劳动时间过长

055 未定期对有害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体检

06

安全生产文件（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061 没有安全生产文件

062 安全生产文件有缺陷（技术性错误，自相矛盾，混乱含糊，复盖不全，可操作性差等）

063 安全生产文件不落实

07

设备和工具管理

071 选择不当，或关于设备的标准不适当

072 未验收或验收不当

073 保养不当（保养计划、润滑、调节、装配、清洗等不当）

074 维修不当（信息传达，计划安排，部件检查、拆卸、更换等不当）

075 过度磨损（因超期服役、载荷过大、使用计划不当、使用者未经训练、错误使用等造成）

076 判废不当或废旧处理和再次利用不妥

077 无设备档案或不完整

08

物料（含零部件）管理

081 运输方式或运输线路不妥

082 保管、储存的缺陷（包括存放超期）

083 包装的缺陷

084 未能正确识别危险物品

085 使用不当，或废弃物料处置不当

086 缺乏关于安全卫生的资料（如 MSDS）或资料使用不当

09

设计

091
工艺、技术设计不当：所采用的标准、规范或设计思路不当；设计输入不当（不正确，陈旧，

不可用）；设计输出不当（不正确，不明确，不一致）；无设计评估结论

092 作业方法、作业程序有错误

093 设备设计不当，未考虑安全卫生问题

094
作业场所设计不当（定置管理，物料堆放，安全通道，准入制度，照明、温湿度、含氧量等

环境参数等）

095 设计不符合人机工效学要求

10 变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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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海洋石油开采安全管理缺陷分类 (续)

分类号 分类项目

101 未按规定提出变更申请

102 未对变更可能导致的风险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制定控制措施

103 未进行变更评审

104 未按规定进行变更审批

105 变更完成后未进行验收或确认

11

应急准备与响应

111 未制订必要的应急预案

112 未进行必要的应急培训和演习

113 应急设施或物资不足

114 应急预案有缺陷，未评审和修改

12

相关方监督管理

121 对设计方、承包商、供应商未进行资质预审

122 对承包商的管理：雇用了未经审核批准的承包商；无工程监管或监管不力

123

对供应商的管理：收货项目与订购项目不符（给供应商的产品标准不正确，订购书上资料有

误，对可修改订单不能完全控制，对供应商擅自更换替代品失察等造成）；对产品运输、包

装、安全卫生资料提供等监管欠妥

124 对设计者的设计、承包商的工程、供应商的产品未严格履行验收手续

13

监控机制

131 安全检查的频次、方法、内容、仪器等的缺陷

132 安全检查记录的缺陷（记录格式、数据填写、保存等方面）

133 事件、不符合的报告、调查、原因分析、处理的缺陷

134 纠正措施未落实，未追踪验证

135 无安全绩效考核和评估或欠妥

14

沟通、参与、协商

141
内部信息沟通不畅（法规，文件，风险控制措施，评审结果等）（同事、班组、职能部门、

上下级之间）

142 与相关方之间信息沟通不畅（设计者、承包商、供应商、政府部门、应急机构、公众等）

143 最新的文件和资讯未及时送达所有重要岗位

144 通讯方法和手段有缺陷

145 在重要的安全生产决策之前未与工作人员协商

146 工作人员权益保护未得到充分重视，工作人员参与机制缺乏

A.3 关于危险源描述的说明

A.3.1 说明导致可能的事件的原因

把危险源和其引起的事件区别开来。例如，“钢丝绳断裂，吊物坠落伤人”是危险源导致的事件，

而危险源可能是以下几种之一：钢丝绳长期磨损、断股超标，未及时检查发现并更换；钢丝绳超规格使

用；吊装有尖锐边缘的金属物件时未加垫件；吊索间夹角过大；采购的钢丝绳质量不合格。

把危险源与生产过程中的常态区别开来。例如，“空压机噪声大”在通常情况下是一种常态。危险



T/COSHA 004—2020

14

源可能是“未对空压机采取降噪措施，使噪声超标”，或“在空压机附近作业未采取听力保护措施”。又

如，“炼钢炉前温度高”是一种常态。危险源可能是造成烫伤等伤害的原因，如“在炼钢炉前工作未穿

防烫伤工作服”，或“在炼钢炉前工作裸露上臂”等。

A.3.2 描述宜具体

描述宜具体，以能判断出危险源导致的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的严重程度。

不宜使用诸如“操作不当”、“管理不善”、“施工方案不正确”、“劳动防护用品穿戴不齐”等笼统的

词汇，而是指出具体表现。不宜把一些标准（如 GB/T 13861-2009《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

码》）的分类项目（以及本文件 A.2 的分类项目）直接引用为危险源，因为多数分类项目都是某类现象

的概括，因而不具体。

A.4 作业活动危险源辨识示例

A.4.1 某工厂车削作业危险源辨识

某工厂车削作业危险源辨识，见表 A.4。

表 A.4 某工厂车削作业危险源辨识

作业内容 危险源 可能的事件

工作场所检查清理 工作场地杂乱或有油污，未清理 摔伤

装夹工件

工件装夹不牢 飞出，击伤

装夹大型工件时未采取保护措施 砸伤

车削工件

花盘、卡盘无保险装置 卡盘飞出，击伤

用手清屑 划伤

加工长料时，主轴后伸出过长，无防护装置 绞伤

加工时带手套 轧入

长发未束进工作帽 卷入

加工畸形工件时未加平衡块 飞出，击伤

高速切削时，不加防护网 高温铁屑飞出伤人

加工有害物料玻璃钢时，没有浇注冷却液，没戴防护口罩
吸入碎屑，呼吸道疾病；

皮肤奇痒、红肿

数控车床输入程序错误 机床损坏

测量工件尺寸 主轴未停稳就进行工件测量 碰伤

合格交检

工件有尖锐棱角，搬抬时没戴防护手套 划伤

搬抬大型工件时方式不对或配合不好 工件滑落，砸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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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 冷却塔筒壁施工两个作业内容的危险源辨识

某电力建设公司冷却塔筒壁施工的作业内容有：员工上下班及砼运输，爬升设备施工，拆模、翻模，

作业平台、通道管理，钢筋安装，混凝土浇筑。其中两个作业内容的危险源辨识，见表 A.5。

表 A.5 某电力建设公司冷却塔筒壁施工两个作业内容的危险源辨识

作业内容 危险源 可能的事件

爬升设备施

工

三脚架翻模或爬模设备的紧固部位未按规定拧紧或紧固件强度不够

坍塌，人员高处坠落，

物件落下砸伤人

爬升平台、伸缩框与主架平台连接不牢固

三脚架翻模或爬模提升前，未进行检查确认

三脚架爬升过程未按规定间隔安装保险螺帽

三脚架平台或爬模平台上的施工载荷超过设计规定或局部载荷集中

爬升过程中停电或电机故障，活动架不能回（升）到承重销上

爬升作业时，员工未按要求正确系挂安全带或使用其他安全防护装备 高处坠落

高处作业时，设备、工器具、物料等无防坠落措施 砸伤

拆模、翻模

筒壁混凝土未达到规定强度，就进行拆模、翻模及平台提升作业 爬升架坍塌，高处坠落

进行焊接、切割等动火作业时，无防火隔离措施 火灾

作业时，员工未按要求正确系挂安全带或使用其他安全防护装备 高处坠落

高处作业时，设备、工器具、物料等无防坠落措施 砸伤

作业时，相邻影响区域内施工作业未停止且无可靠的安全隔离措施 物体打击

A.5 管理职能缺陷辨识示例

管理职能缺陷并不针对特定的职能履行者，而是表示：就目前的管理水平和经济技术实力而言，

用人单位在管理职能方面存在的或可能出现的影响安全的失误。

A.5.1 某火化工厂装药工艺设计中两种职能内容的管理职能缺陷辨识

某火化工厂装药工艺设计包括以下内容：对总体单位设计文件的工艺性审查，工艺策划，工艺评审，

工艺定型，工艺纪律检查。其中两种职能内容的危险源辨识见表 A.6。

表 A.6 某火化工厂装药工艺设计中两种职能内容的管理职能缺陷辨识

职能内容 危险源（管理职能缺陷） 可能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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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总体单位

设计文件的

工艺性审查

总体单位未提供某新配方中新材料的 MSDS，工

艺部门在进行工艺性审查时未发现并提出，在

编制原材料称量工艺规程时未明确操作人员应

配备的针对性防护用品

原材料称量作业中操作人员防护用品选择错误，造成

职业中毒

工艺策划

未在工艺规程中根据危险物料特性规定药浆清

理作业工具的材质

生产车间使用发火材质工具进行作业工具与工装撞

击产生火花，引燃药浆，操作人员烧伤

未在工艺规程中规定黑索金（炸药）过筛称量

工房的湿度应控制在 70%以上

工房湿度低，未进行加湿处理，人工过筛时物料摩擦

产生静电，静电火花引燃黑索金，操作人员烧伤

选择的物料混合设备容积大，生产量低于设备

工艺下限

粉状物料未能有效分散，结块后与设备搅拌桨摩擦生

热，引燃物料发生爆燃，人员伤亡，设备、工房损毁

未在工艺规程中规定推进剂药面人工整形每次

切药厚度不得大于 2mm

操作人员切药厚度大，无法将药块取下而采用掰、撬

手法，整形刀与药面摩擦发热，引燃推进剂，操作人

员烧伤

A.5.2 某电解锰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中部分活动的危险源辨识

某电解锰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中部分活动的危险源辨识，见表 A.7。

表 A.7 某电解锰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中部分活动的危险源辨识

活动 危险源（管理职能缺陷） 可能的事件

招聘管理 未对应聘者体检报告进行审核或审核不严格 有人入职时携带传染病

劳动人

事管理

劳动合同签订的内容不符合劳动合同法、职业病防治

法关于职业危害告知的要求
引起职业病，造成劳动纠纷

很多员工劳动时间过长、无休息日，属于“重大劳动

保障事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29号，2017）

侵害员工合法权益，长期疲劳损害健康并引发事

故

保险福

利管理

未及时办理、更新员工社会保险、工伤保险或商业保

险信息
员工发生工伤事故后造成劳动纠纷，经济损失

职业健

康监护

未组织部分职工进行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无法得知员工是否有职业禁忌，或是否已是疑似

职业病人员，导致员工患职业病

未完全按相关法规规定的周期和项目对员工进行在岗

职业健康检查
不能及时发现、治疗职业病

未及时组织受伤害员工进行工伤申报及鉴定 错过工伤认定时间，用人单位或个人受损

没有对不适宜继续从事原工作的职业病患者调离原岗

位，并妥善安置
病情加重

员工离岗时未安排职业健康检查
无法发现离岗员工是否患有职业病，损害员工权

益

http://www.law-lib.com/law/lawml.asp?bbdw=%C8%CB%C1%A6%D7%CA%D4%B4%BA%CD%C9%E7%BB%E1%B1%A3%D5%CF%B2%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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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风险评价示例

B.1 风险矩阵分析（LS）及应用示例

B.1.1 风险矩阵法

GB/T 23694-2013 《风险管理 术语》对“风险矩阵”的定义是：通过确定后果和可能性的范围来

排列显示风险的工具。

将可能性的大小和后果的严重程度分别用定性的语言或表明相对差距的分值来表示，然后将两者组

合起来，得到形似矩阵的风险程度的表示。可据此分为若干级别。

B.1.2 某用人单位的风险矩阵分析法（针对作业活动中危险源的风险评价）

B.1.2.1 伤害或健康损害发生的可能性

针对某种危险源，根据人员暴露时间的长短和控制措施的状态确定伤害或健康损害发生的可能性，

见表 B.1。

表 B.1 伤害或健康损害发生的可能性

连续或日常/定期暴露 特殊或偶然暴露

无控制措施 高（极为可能） 中（很可能）

有缓和性控制措施 中（很可能） 低（可能）

有预防性控制措施 低（可能） 很低（不大可能）

注：连续或日常/定期暴露：指正常操作情况。

特殊或偶然暴露：指间歇性或不定期的操作，如某长时间连续运行的化工装置的启动或关闭。

缓和性控制措施：指缓和、减轻后果严重程度的措施，例如个体防护装置、警报系统等。

预防性控制措施：指预防伤害或健康损害发生的措施，例如机器防护装置等，但须确保性能良好。

B.1.2.2 后果的严重程度

后果的严重程度，见表 B.2。

表 B.2 后果的严重程度

后果的严重程度 伤害 健康损害

重大 死亡

较大 重伤 职业病

一般 轻伤，缺工 职业性多发病

低 轻微伤，仅需急救 职业因素引起的身体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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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后果的严重程度 (续)

后果的严重程度 伤害 健康损害

注 1：“重伤”、“轻伤”、“轻微伤”的确定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发布的《人体损伤程度

鉴定标准》。

注 2： 职业性多发病的例子，如疲劳、矿工中的消化性溃疡、建筑工中的肌肉骨骼疾病（如腰背痛）、各种职业

性综合症等。这些病症与非职业性因素有关，但职业性危害因素能促使潜在的疾病显露或加重已有疾病的病

症。通过改善工作条件，所患疾病可得以控制或缓解。

B.1.2.3 可能性和后果的赋值

可能性和后果的赋值，见表 B.3。

表 B.3 可能性和后果的赋值

可能性 后果的严重程度 分数

高（极为可能） 重大 4

中（很可能） 较大 3

低（可能） 一般 2

很低（不大可能） 低 1

B.1.2.4 风险程度的确定

按可能性和后果的乘积确定风险程度的级别，见表 B.4。

表 B.4 风险级别

级别 一 二 三 四

可能性和后果的乘积 16，12 9，8 6，4 3，2，1

B.1.3 管理职能缺陷风险评价的应用

B.1.3.1 可能性、后果、风险级别

“可能性”指管理职能失误的可能性；“后果”指这种失误的可能后果。

下面的示例中，可能性和后果的严重程度都分为 4 级，分值 4、3、2、1，分别表示极为可能、很

可能、可能、不大可能和重大、较大、一般、低。按可能性和后果的乘积将风险程度分为 5个级别，见

表 B.5。

表 B.5 风险级别

级别 一 二 三 四 五

可能性与后果的乘积 16，12 9，8 6 4，3 2，1

B.1.3.2 示例

某煤矿集团公司技术管理部分管理职能缺陷的风险评价，见表 B.6。



T/COSHA 004—2020

19

表 B.6 某煤矿集团公司技术管理部分管理职能缺陷的风险评价

序 危险源（管理职能缺陷） 可能的事件
可能性

及分数

后果及

分数

风险级

别

1 测量放线不按规定,没有依据 工程报废 可能(2) 一般（2） 四

2 没有根据变化修改煤柱 淹井 可能(2) 较大(3) 三

3 没有提供地质资料,地质资料提供不全面 工程报废,淹井 不大可能(1) 较大(3) 四

4 贯通测量数据有误,放线不及时 工程报废 可能(2) 一般(2) 四

5 井下重要标定丢失或数据有误 工程报废 不大可能(1) 较大(3) 四

6 到位通知单及停掘通知单下达不及时 工程报废 不大可能(1) 低(1) 五

7 没有对“三下”开采进行论证、设计 工程报废或淹井 可能(2) 较大(3) 三

8 工程质量的验收把关不严格 伤亡事故 可能(2) 较大(3) 三

注：管理职能缺陷产生的原因可能有：不了解有关程序，不熟悉有关标准或依据；管理或技术水平低；缺乏经验；

缺乏责任心等。

某电力工程监理公司吊装方案审查的风险评价，见表 B.7。

表 B.7 某电力工程监理公司吊装方案审查的风险评价

序 危险源（方案审查失误） 可能的事件
可能性

(分数)

后果

(分数)

风险

级别

1
锅炉汽包、汽机扣盖、水轮机转子等大件吊装（一类

吊装）技术方案存在缺陷，未查出

人身伤害

设备损坏
可能（2） 重大（4） 二

2
10KV 电杆等吊装（二类吊装）技术方案存在缺陷，

未查出

人身伤害

设备损坏
可能（2） 较大（3） 三

3
锅炉汽包、汽机扣盖、水轮机转子等大件吊装时（一

类吊装），未对吊具的钢丝绳强度进行验算

钢丝绳断裂，吊件

坠落，吊具翻车
很可能（3） 重大（4） 一

4
10KV 电杆等吊装时（二类吊装），未对吊具的钢丝绳

强度进行验算

钢丝绳断裂，吊件

坠落
很可能（3） 重大（4） 一

5 相关安全措施缺乏或不完善，未查出
人身伤害

设备损坏
可能（2） 较大（3） 三

注：方案审查失误的原因可能有：不了解有关程序，不熟悉有关标准或依据；管理或技术水

平低；缺乏经验；缺乏责任心等。

表 B.6、表 B.7 中对可能性和后果严重程度的估计，由专门的评价小组进行充分的讨论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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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作业危险分析（MES）及应用指南

B.2.1 关于方法的说明

B.2.1.1 概述

伤害和健康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取决于控制措施的状态和人体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财产损失

发生的可能性取决于控制措施的状态和危险源出现的频次。

将控制措施的状态 M、暴露的频繁程度或危险源出现的频次 E、一旦发生事件会造成的后果 S 分别

分为若干等级，并赋予一定的分值。针对特定的危险源，恰当选取 M、E、S 的值，根据相乘后的积确定

风险程度 R 的级别。

B.2.1.2 控制措施的状态 M

对于特定危险源引起特定事件而言，无控制措施时发生的可能性较大，有减轻后果的措施时发生的

可能性较小，有预防措施时发生的可能性最小。

控制措施的状态 M 的赋值，见表 B.8。

表 B.8 控制措施的状态 M

分值 控制措施的状态

5 无控制措施

3 有减轻后果的措施，如个体防护装备、应急措施

1 有预防措施，如机器防护装置等，但须保证有效

例如，员工在粉尘浓度超标的作业环境下工作，对于导致尘肺病而言，如果无通风设施且操作者不

配戴防尘口罩，M 取 5；通风设施有效或戴防尘口罩且有效，M取 1；通风设施或防尘口罩只有一定效果，

M取 3。

B.2.1.3 暴露的频繁程度 E

人体暴露的频繁程度或危险源出现的频次 E 的赋值，见表 B.9。

表 B.9 人体暴露的频繁程度或危险源出现的频次 E

分值
E（伤害和健康损害）：

人体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

E（财产损失）：

危险源出现的频次

10 连续暴露 常态

6 每天工作时间内暴露 每天工作时间内出现

3 每周一次，或偶然暴露 每周一次，或偶然出现

2 每月一次暴露 每月一次出现

1 每年几次暴露 每年几次出现

0.5 更少的暴露 更少的出现

注 1：8 小时不离工作岗位，算“连续暴露”；危险源常在，算“常态”。

注 2：8 小时内暴露一次或几次，算“每天工作时间内暴露”；危险源出现一次或几次，算“每天工作时间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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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4 事件的可能后果 S

伤害、健康损害、财产损失等方面不同事件后果的分档赋值，见表 B.10。

表 B.10 事件的可能后果 S

分

值

事件的可能后果

伤害 健康损害 财产损失 s/万元

10 有多人死亡 ≥1000

8 有一人死亡或多人重伤 职业病（多人） 100≤s﹤1000

4 重伤（一人） 职业病（一人） 10≤s﹤100

2 轻伤，缺工 职业性多发病 1≤s﹤10

1 轻微伤，仅需急救 职业因素引起的身体不适 ＜1

注 1：“重伤”、“轻伤”、“轻微伤”的确定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发布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

标准》。

注 2：职业性多发病的例子，如疲劳、矿工中的消化性溃疡、建筑工中的肌肉骨骼疾病（如腰背痛）、各种职业性综

合症等。这些病症与非职业性因素有关，但职业性危害因素能促使潜在的疾病显露或加重已有疾病的病症。

通过改善工作条件，所患疾病可得以控制或缓解。

注 3：表中财产损失一栏的分档赋值，可根据行业和用人单位的特点进行适当调整。需要注意的是，不应将各档的

金额数调整的过低。

注 4：当人们凭经验知道，特定危险源多数情况下会导致怎样的后果时，就取这个后果的严重程度；当有两种可能

的后果而人们没有把握确定是哪一种时，可按“就重不就轻”的原则确定严重程度。

B.2.1.5 风险程度 R

根据可能性和后果确定风险程度 R：

R=L·S=MES

风险程度的分级，见表 B.11。

表 B.11 风险程度的分级

R=MES 风险程度（等级）

＞180

90-150

50-80

20-48

≤18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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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 应用示例

某建筑施工单位对蛙式打夯机土方回填施工的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见表 B.12。

表 B.12 蛙式打夯机土方回填施工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

序号 危险源
可能的

事件

风险评价

打分说明
M E S R 级别

1
电源开关未固定或固定不实

而跌落
触电 1 6 8 48 四

1：有漏电保护器

6：一天跌落一到三次，跌

落后马上处理

8：死亡

2
电源开关与机体之间无绝缘材

料隔离
触电 1 10 8 80 三

1：有漏电保护器

10：连续暴露

3
电源未接在漏电保护器上或漏

电保护器失效
触电 3 10 8 240 一 3：有绝缘护品

4
漏电保护器长期使用未更换，

电工在接线前未做漏电试验

失灵，引起

触电
3 10 8 240 一 3：有绝缘护品

5
手柄绝缘不良或操作人员未戴

绝缘手套、未穿绝缘鞋
触电 1 10 8 80 三

1：有漏电保护器

10：连续暴露

6
送线员和操作员配合不当造成

线机缠绕

破损，引起

触电
1 1 8 8 五

1：有漏电保护器

1：一年出现几次

7 打夯机维修时未挂牌
误合闸，触

电
1 1 8 8 五

1：有漏电保护器

1：一年出现几次

8 打夯机维修时未挂牌
误合闸，挤

伤
5 1 4 20 四

5：无防护措施

1：一年出现几次

4：重伤

某机械加工单位对几种危险源的风险评价见表 B.13。

表 B.13 某机械加工单位对几种危险源的风险评价

作业

活动
危险源 可能的事件 M E S R 级别 打分说明

冲压

未及时检修，防止冲压

手的安全装置失效
伤手 5 10 4 200 一

5：无控制措施

10：连续作业

4：重伤

取送冲压零件时，操作

者的手、脚未离开机床

操控装置

伤手 5 6 4 120 二
6：每天若干次，每次时间不长

4：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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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3 某机械加工单位对几种危险源的风险评价 (续)

作业

活动
危险源 可能的事件 M E S R 级别 打分说明

冲压

使用压力机时，用脆性

材料作为垫块
毁坏设备 5 1 2 10 五

1：每年几次

2：损失＜10 万

未穿戴手套装卸毛料和

零件
伤手 5 3 1 15 五

3：个别人偶然不戴，约每周 1 次

1：仅需急救

喷漆
喷漆和打磨时，不戴防

护口罩

吸入有毒有害

气体，肝脏、

呼吸道疾病

3 10 4 120 二

3：有通风，效果尚不理想

10：有时连续作业

4：职业病

无损

探伤
门机连锁控制装置故障

X射线

辐射伤害
3 6 4 72 三

3：工作人员穿防辐射工作服

6：非连续作业

4：职业病

B.3 确定不可接受风险示例

表 B.14 是某石油开采单位两种作业活动不可接受风险确定的例子，打“√”表示“是”。该单位

规定：只要危险源属于“严重违规”（违反适用该单位的法律法规要求和其他要求的强制性规定且会造

成严重后果），或危险源曾导致死亡、重伤、职业病，或轻伤 3 次，且其依然存在，或对危险源的风险

评价结果为一级、二级，均为不可接受风险。

表 B.14 某石油开采单位两种作业活动不可接受风险确定

作业活动 危险源 可能的事件
严重

违规

以往

案例

风险

级别

是否不

可接受

打桩机

安装

吊车进场与场内作业人员联络不好 吊车碰伤 四

吊装设备钢丝绳磨损超标，未检查更换 钢丝绳断裂，落物砸伤 一 √

设备连接螺栓破损，未检查更换 设备倒塌，砸伤 一 √

场内作业人员在吊装范围内走动 高处落物砸伤 √ 四 √

桩机行走管安装不平 桩机倒塌砸伤或碰伤
1重伤

1轻伤
二 √

起升锤头时，重心不稳 锤头位移碰伤 1重伤 三 √

电器开关老化未更换 触电 四

电线老化未更换(日常供电) 触电 四

焊接组件时，没有隔离防护装置 飞溅火花引起火灾 四

扳手等工具使用不当 工具伤人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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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4 某石油开采单位两种作业活动不可接受风险确定 (续)

作业活动 危险源 可能的事件
严重

违规

以往

案例

风险

级别

是否不

可接受

下钻作业

吊卡安全销坏，未及时检修、更换
钻具从吊卡中滑出、落

入井内，砸伤

1 死

2 伤
一 √

井口吊卡松脱，未及时检修、更换 跑管，井内事故

多次

一般

财损

四

二层台人员未系安全带 高处坠落 √ 1轻伤 三 √

用液压钳或 B 型钳上扣时扭矩不准 钻具刺漏、刺断 1财损 四

未栓钳尾绳或尾绳不符合标准
上扣过程中钳柄旋转

伤人
√

1 死

2 伤
三 √

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帽 高空落物砸伤 √ 1 死 三 √

提升钢绳磨损超标，未检查更换 断裂，下落转盘伤人 1重伤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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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风险控制措施策划示例

C.1 消除危险源和降低风险的措施

消除危险源的措施有：

——改变工艺或设计，如：停止使用危险化学品，在规划新的工作场所时应用人机工效学方法，引

入机械提升装置以消除手举或手提重物的危险源；

——改变作业条件，如增加工房湿度以避免火化工物料过筛时摩擦产生静电；

——停止某些作业，如在某区域不再使用叉车。

降低风险的措施有：

——替代，如：用低危害物质替代高危害物质；将煤矿矿井干式打眼改为湿式打眼以降低粉尘浓度；

降低设备的电压要求；采用视频系统使现场巡检无人化；

——工程控制措施，如：用新型自动加料、出料粉碎机代替原有粉碎机，实现人机隔离操作；机械

加工中，安装防护装置以防止手触锯床之刃，给刨床装设自动喂料装置；某些作业场所加设局部排风系

统以抽走有毒气体；某些作业场所加设隔声罩；设置护栏防止高处坠落；

——管理控制措施，如：安全培训；设备安全检查；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证上岗；职业健康监护（职

业健康检查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管理）；对承包方的安全监督管理；应急管理。

C.2 治理方案中的措施示例

C.2.1 工程控制措施示例

某电建公司作业区域照明方案：针对的不可接受风险是“作业环境采光不足”；措施内容：组织专

家制定现场采光标准，规划现场施工照明布置点及容量，施工现场照明布设，现场光照度检测，不符合

处理（增设照明灯具布置点，或加大照明灯功率）。

某火化工厂氧化剂粉碎人机隔离方案：针对的不可接受风险是“氧化剂粉碎时可能爆炸，人机未隔

离操作”；措施内容：选择新型自动加料、出料粉碎机，采购新型自动加料、出料粉碎机，安装新型自

动加料、出料粉碎机，调试新型自动加料、出料粉碎机，新型自动加料、出料粉碎机操作培训，使用新

型自动加料、出料粉碎机。

C.2.2 改变工艺、设备的措施示例

某科研单位动力系统热试车试验防爆和防污染方案：针对的不可接受风险是：a.热试车试验无有效

的防护结构，万一发动机材料有缺陷，高速旋转时叶片破碎飞出，引起爆炸；b.热试车试验无有效的防

污染设备，试验过程中废气排放造成环境污染，并对人员健康有损害。措施内容：建设具有防护功能的

热试车试验间（建筑面积 300 平方米），将试验室与监控室分开；配置专用的净化空气的进排风机和设

备间，形成全封闭的空气净化系统；试验间和监控室配置专用监控设备，安全监控试验过程；试验时试

验间内无人。

C.3 关于运行管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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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 与作业活动有关的运行管理

C.3.1.1 很多用人单位都需要的运行管理

如关于危险物品、消防、电气、特种设备、危险作业（动火、吊装、高处、有限空间等）、作业场

所、运输等的安全管理，以及职业病防治管理和劳动防护用品管理等。

C.3.1.2 个性运行管理

如涉及以下主题的安全管理：煤矿的采煤、掘进、机电、运输、通风、地测防治水、爆破作业；建

筑施工中的脚手架搭拆、土方开挖及人工挖大孔径灌注桩施工；机械加工中的铸造、锻造、表面处理和

热处理、钣金作业；金属冶炼中的工业气体、入炉废钢铁料、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装置；园林绿化中的

养护作业、农药储存和使用；等等。

C.3.1.3 交叉作业安全管理

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在同一场所作业时，对作业现场安全生产事项的统一协调管理。

C.3.2 其他运行管理

C.3.2.1 变更管理

对作业活动（含场所、设施、条件、人员及劳动组织）、技术、法律法规要求和其他要求等的变更

所带来的安全生产风险进行评审，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

C.3.2.2 对相关方安全监督管理

对承包方和供应商等的安全监督管理。

C.3.3 应急管理

紧急情况下的运行管理：制订应急预案，进行培训和演练，实施应急救援。

C.4 不可接受风险控制方式选择示例

某天然气化工厂几种不可接受风险的控制方式，见表 C.1。

表 C.1 某天然气化工厂几种不可接受风险的控制方式

危险源
可能的

事件
风险控制方式 措 施

压缩厂房地沟没有

可靠的可燃气体浓

度监测、报警装置

可燃气

体浓度

超标，火

灾

治理方案：

压缩厂房地沟可燃气

体浓度监测、报警方

案

治理方案中的措施：

（1）调查并确定适用的可燃气体浓度监测、报警装置及其

技术参数；

（2）选购符合要求的监测、报警装置；

（3）安装监测、报警装置；

（4）通过试验和试运行，对装置进行验收；

（5）规定并实施定时检查制度，记录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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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转运站运输车

接地连接处有锈或

有漆，使接地电阻超

过容许值

甲醇蒸

汽与空

气的混

合气体

达到爆

炸极限

时爆炸

运行管理：

修订并保持《甲醇转

运作业安全管理规

定》及《甲醇转运作

业爆炸现场处置方

案》

（1）《甲醇转运作业安全管理规定》中规定：

在将运输车中的液态甲醇泵入转运站的储罐的操作过程

中，运输车必须接地，接地连接处要无锈无漆；

不允许任何工作人员身带金属物品或其他有可能产生碰

撞火花的物品进入作业现场，每班设专人进行准入检查。

（2）《甲醇转运作业爆炸现场处置方案》（略）

甲醇转运站人员工

作时身戴钥匙链，易

碰撞车体产生火花

表 C.2 是某机械工厂部分不可接受风险的控制计划。在 12 个不可接受风险中，有 3 个采取了“治

理方案”方式，有 9 个采取了“运行管理”方式。表中“SHP07”、“SHP08-01”等是文件的编号，表示

在该文件中，规定了对于相应风险的控制措施。

表 C.2 某机械工厂部分不可接受风险的控制计划

序号 危险源 涉及的作业活动 可能的事件 控制计划

1 木工机械运行时，无消音降噪措施，噪声超标
模型生产

工业性耳聋 No1 治理方案

2 平刨刨料时，手伸入刨削工作区 手指及手腕伤害 SHP10-04

3 噪声超标，耳塞、耳罩不符合要求
钣金作业

自由锻成型
工业性耳聋 SHP07

4 无吸音或隔离措施，噪声超标 高压机、中压机运行 工业性耳聋 No2 治理方案

5
型砂、芯砂准备时，有时粉尘超标，操作过程中不

戴防尘口罩
铸锻生产准备 尘肺病 SHP07

6 排风装置检查维修不及时，通风不畅

喷漆

吸入有害气体，呼

吸道疾病
SHP07

7 穿带有金属材质的工作鞋 产生火花， 引起

火灾
SHP08-01

8 不穿防静电的工作服

9 未定期对探伤装置进行辐射检测，辐射强度超标 无损探伤 辐射伤害 SHP16-03

10 氰化镀槽非工作时间不加锁及槽盖

电镀

槽液丢失，中毒

SHP09
11

氰化钾未放在保险柜（双人双锁）里，放到普通试

剂柜中
氰化钾遗失，中毒

12 温控仪表间面积小，无法安装控温仪表箱柜 硝盐槽作业
温度过高、仪表失

灵，爆炸
No3 治理方案

注1：“控制计划”一列中的文件号所代表的文件名称：SHP07——职业病防治管理规定，SHP08-01——喷漆安全操

作规程，SHP09——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SHP10-04——平刨安全操作规程，SHP16-03——探伤装置管理

规定。

注2：治理方案中的主要措施：No1——消音降噪措施；No2——吸音或隔离措施；No3——扩充温控仪表间面积，以

便安装控温仪表箱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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