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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作业场景案例图片 



1.1  目的 

    为加强危险作业的安全管理，预防人员

伤害事故的发生，保障正常的生产程序。 



1.2  危险作业的审批管理 

1、危险作业严格贯彻谁组织危险作业，谁履行审批手续；

谁审批、谁负责督促措施落实。 

2、凡在保洁范围内组织的高空作业必须填写“高处作业

安全许可证”，经相关部门和危险作业场所现场负责人审

核、批准后，方可进行作业。 

3、有进行危险作业的由作业现场管理人员负责办理各项

安全的审批手续。 

4、进入有中毒或有窒息危险的危险作业必须事先指定有

关部门或人员负责对该有限空间内的氧气、有毒有害气体、

粉尘等浓度进行检测，并做好记录，将检测结果填入“进

入受限空间安全许可证”。 



1.3  危险作业监护人职责 

1、监护人必须有较强的责任心，熟悉作业区域的环境、工艺情况，

能及时判断和处理异常情况。 

2、监护人应对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发现落实不好或安全

措施不完善时，有权提出暂不进行作业。 

3、监护人应和作业人员拟定联络信号。在出入口处保持与作业人

员的联系，发现异常，应及时制止作业，并立即采取救护措施。 

4、监护人应熟悉应急预案，掌握和熟

练使用配备的应急救护设备、设施、

报警装置等，并坚守岗位。         

5、监护人应携带“作业安全许可证”

并负责保管、记录有关问题。 



1.4  从事危险作业人员职责 

1、严格按照各项作业安全许可证上签署的任务、地点、

时间进行作业。 

2、作业前应检查作业场所安全措施是否符合要求。 

3、按规定穿戴劳动防护服装、防护器具和使用工具。 

4、熟悉应急预案，掌握报警联络方式。 



1.5  禁止以下危险作业 

1、无办理“作业安全许可证”的作业。 

2、与“作业安全许可证”内容不符的作业。 

3、无监护人员的作业。 

4、超时作业。 

5、不明情况的盲目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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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目的 

      为加强进入受限空间作业的安

全管理、监督，防止发生缺氧、

中毒窒息和火灾爆炸事故，保证

员工生命和国家财产安全。 



2.2  定义 

      凡在生产区域内进入（或探入）炉、塔、釜、

罐、下水道、沟、坑、井、池、涵洞等封闭、半

封闭设施及场所作业统称为进入受限空间作业。 



2.3  作业前的安全措施 

情绪的失控容易导致失去理智 

而失去理智，则冲动难免发生 

1、易中毒和会产生窒息作业进行过程中，应加强通风换气，在

氧气浓度、有害气体、可燃性气体、粉尘的浓度可能发生变化的

危险作业中应保持必要的测定次数或连续检测。 

2、在危险作业场所，必须采取充分的通风换气措施，严禁用纯

氧进行通风换气。 

3、检测人员应佩戴隔离式呼吸器，严禁使用氧气呼吸器； 

4、发现可能存在有害气体、可燃气体时，检测人员应同时使用

有害气体检测仪表、可燃气体测试仪等设备进行检测。 

5、对由于防爆、防氧化不能采用通风换气措施或受作业环境限

制不易充分通风换气的场所，作业人员必须配备并使用空气呼吸

器或软管面具等隔离式呼吸保护器具。 



2.3  作业前的安全措施 

6、作业人员进入有限空间危险作业场所作业前和离开时应准确清点人数。 

7、进入易中毒和会产生窒息作业场所作业，作业人员与监护人员应事先

规定明确的联络信号。 

8、有可燃气体或可燃性粉尘存在的作业现场，所有的检测仪器，电动工

具，照明灯具等，必须使用符合《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

范》要求的防爆型产品。 

9、如果作业场所的缺氧危险可能影响附近作业场所人员的安全时，应及

时通知这些作业场所的有关人员。 

10、严禁无关人员进入有限空间危险作业场所，并应在醒目处设置安全

警示标志。 



2.3  作业前的安全措施 

情绪的失控容易导致失去理智 

而失去理智，则冲动难免发生 

11、在有限空间危险作业场所，必须配备抢救器具，如：呼吸器具、

梯子、绳缆以及其它必要的器具和设备，以便在非常情况下抢救作

业人员。 

12、在通风条件差的作业场所，如地下室、地下水池、化粪池、地

下废水处理池等，配置二氧化碳灭火器时，应将灭火器放置牢固，

禁止随便启动，防止二氧化碳意外泄出，并在放置灭火器的位置设

立明显的标志。 

13、当作业人员在密闭设备内作业时，一般打开出入口的门或盖，

如果设备与正在抽气或已经处于负压的管路相通时，严禁关闭出入

口的门或盖。 



2.4  作业中的安全措施 

          1、作业时所用的一切电气设备，必须符合有关用电安全

技术操作规程。照明应使用安全矿灯或12伏以下的安全灯，使

用超过安全电压的手持电动工具，必须按规定配备漏电保护器。                    

          2、当发现缺氧或检测仪器出现报警时，必须立即停止危

险作业，作业点人员应迅速离开作业现场。 

         3、当发现有缺氧症时，作业人员应立即组织急救和联系

医疗处理。 

         4、当作业人员在特殊场所(如冷库、冷藏室或密闭设备等)

内部作业时，如果供作业人员出入的门或盖不能很容易打开且

无通讯、报警装置时，严禁关闭门或盖。 



2.4  作业中的安全措施 

         5、当作业人员在与输送管道连接的密闭设备（如储罐）内

部作业时必须严密关闭阀门，装好盲板，并在醒目处设立禁止启

动的标志。 

         6、在地下进行压气作业时，应防止缺氧空气泄至作业场所，

如与作业场所相通的设施中存在缺氧空气，应直接排除，防止缺

氧空气进入作业场所。 

         7、严禁同时进行各类与该场所相关的交叉作业，如果作业

环境、工艺条件改变时，应重新办理“安全审批表”的审批手续，

经批准后方可作业。 

 



2.5  事故原因分析 

缺乏知识或自以为是是造成受限空间事故的主要原因： 

1、低估面临的危险 

2、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 

3、充分相信自己的直觉 

4、没有严格遵守已建立的规章制度 

5、试图救助同伴 

不可取 



2.6  受限空间可能存在的危险 

危险气体 

氧气不足 

机械伤害 

吞没 

溺水 

毒性物质 

坠落物  

 

 
其他可能引起有机体突变的物质 

电击 

冷/惹压力 

噪音 

强氧化物 

粉尘 

腐蚀品 

致癌物质 

 



2.7  受限空间事故案例 

         案例1：2017年3月19日下午，位于龙华区观湖街道

樟坑径社区的深圳市永丰源瓷业有限公司发生一起中毒事

故，事故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较重。经初步调查，

事发时永丰源公司1名工人在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未进

行通风检测的情况下进入污水处理池，另2名工人违规进

入污水池盲目救援，导致事故扩大。 



2.7  受限空间事故案例 

案例2：2018年5月13.日12时许，罗湖区乐天大厦物业管理单位在

地下室化粪池设备检修过程中，1名作业人员不慎掉进化粪池，其

他3名作业人员在营救过程中相继落入化粪池，消防部门接报后，

立即赶往现场组织救援，救出3人，确认死亡2人，1人送医院抢救

（无生命危险），另有1人失踪，找到后已确认无生命体征。 



2.7  受限空间事故案例 

案例3：2020年6月5日3时30分左右，河南郑州思念果岭悦温泉污水

处理站清淤工作发生意外，一名工人作业时出现意外，后两名营救

人员参与营救时落入池内，3人均不幸身亡。这次事故充分暴露出

事故现场应急救援处置不当，现场人员缺乏基本的应急常识和自救

互救能力，在没有采取可靠防护措施下盲目施救，导致伤亡扩大！ 

1人遇难+2人盲目施救=3人死亡 



2.8  受限空间作业安全法则 

违章 
作业 

盲目 
施救 

致命 
两点 

作业审批 

通风检测 

防护用品 

专人监护 

培训交底 

应急演练 

可续施救 

保 
命 
七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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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高空作业定义 

高空作业是指凡在距地面2米以上的空中和处

所进行保洁、刷漆、修复或从事其它工程项目

的施工活动，均视为高空高处作业。 



3.2 高空作业的安全措施 

1、工程主责部门安全管理人员必须对施工作业为员做好相关的

安全知识的教育； 

2、做好高空高处作业人员的服装、鞋、安全带和安全帽的检查； 

3、了解并掌握作业人员的身体状况和“心态”，根据季节变化

情况适时调整作业时间和方式；    

4、安全责任落实到人头（两人以上作业时，必须明确有一人负

责安全）； 

5、施工前，员工因身体状况不适，或有其它特殊原因，可向现

场管理人员提出，以便派工时适时协调好此项工作，使科学分

工、质量进度和人身安全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3.3设备、工具的检修和安全使用 

1、作业前，必须全面检查高空作业所用

的设备和工具（包括绳扣、坐板、安全

带、安全垫、自锁器、作业绳、安全绳、

人形梯、消防云梯、脚手架、操作台等）

是否安全，确认安全后方可使用； 

2、分发工具时，员工再一次检查自己所

使用的工具和设备是否安全，做到万无

一失；  



3.4 规范作业及标准要求 

1 、在作业区的明显处摆放标识牌，必要时可拉临时“临时警

界绳”； 

2、按作业要领做到技术熟练、动作规范； 

3、作业时要集中精力，不可东张西望，心不在焉； 

4、严禁不系安全带（绳），吊空玩耍，打闹及“秋千式”作业； 

5、若在高空作业中，需用酸性、碱性或其它溶剂性化学药剂做

特殊处理时，必须带好手套和其它劳保护具，必要时将面部涂

擦丙三醇或凡士林等； 

6、定期检查高空作业所使用的工具、设备，检查使用情况和完

好率，发现有损坏且无法修复的工具应立即更换。  



3.5 作业现场的工艺安全要求 

1、作业时应考虑到自然环境的因素，如天气、风向、风力

等，超过四级风应停止高空作业； 

2、严防临时存放在高空某处的随身工具和物品掉落地面，

杜绝意外事故的发生； 

3、应避免作业现场交叉作业，如特殊原因需要进行交叉作

业时，除采取相应安全措施以外，应安排专业负责人看管和

指挥过往的行人以及其它可能造成事故的原因等，完全具备

了安全措施之后，才能施工； 



3.5 作业现场的工艺安全要求 

4、绝对避免化学药剂在施工现场的跑、冒、滴、漏而导致

的“腐蚀性”事故的发生，做到安全、文明、规范施工； 

5、观察作业区域是否有高压线经过，或存放有毒、有害及

易燃、易爆危险品，在没有安全措施的情况下，不可盲目

作业； 

6、遇有高压射流清洗工程时，不可“上下叠置”作业，以

防意外事故的发生。 



3.6 高处坠落的危害 

高处坠落形成的冲击力对人体是毁灭性的、不可逆转的。 

头颅 盆骨 脊椎 腿骨 



3.6 高处坠落的危害 

高处坠落的危害程度是这样的： 

失去生命 植物人 



3.6 高处坠落的危害 

沉重医 
药费用 

伤残等 

高处坠落的危害程度是这样的： 



3.7 高处坠落原因分析 

1、人的不安全行为 

♦ 指派无登高架设作业操作资格的人员从事登高架设、保洁作业。 

♦ 不具备高处作业资格（条件）的人员擅自从事高处作业。 

  从事高处作业的人员要定期体检，凡患高血压、心脏病、贫血病、

癫痫病以及其它不适合重拾高处作业的人员不得从事高处作业。 

♦ 未经现场安全人员同意，擅自拆除安全防护措施。 

♦ 不按规定的通道上进下进入作业面，而是随意攀爬阳台、吊车臂架

等非规定通道。 

♦ 高处作业时，无专人监管且未按规定设置可靠防护措施。 

♦ 高处作业时，不按劳动纪律要求穿戴好个人劳动防护用品（安全帽、

安全带、防滑鞋)等. 



3.7 高处坠落原因分析 

1、人的不安全行为 

人的操作失误，例如： 

①在洞口、临边作业时踩空、踩滑而坠落； 

②在转移作业地点时因没有系好安全带、或安全带系挂不牢

而坠落； 

③作业时，因作业人员配合失误而导致坠落； 

注意力比集中；身体条件差或情绪不稳定等 



3.7 高处坠落原因分析 

2、物的不安全行为 

    高处作业安全防护设施材质强度不够、安装不良、磨损老

化等，主要表现为： 

① 防护栏的钢管、扣件等材料壁厚不足、腐蚀、扣件不合格

而折断、变形； 

② 吊篮脚手架钢丝绳因摩擦、锈蚀而破断导致吊篮倾斜、坠

落； 

③ 施工脚手板因强度不够而弯曲变形、折断。 



3.7  高处坠落原因分析 

3、管理上的缺陷 

 选派有高处作业禁忌症的人员进行高处作业； 

 生产组织过程不合理，存在交叉作业或超市作业现象； 

 高处作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及岗位安全责任制未建立或不

完善； 

 高处作业施工现场无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未定期进行

安全检查。 

…… 



3.7  高处坠落原因分析 

4、环境因素 

  作业现场能见度不足、光线差； 

  作业活动范围与危险电压带电体的距离小于安全距离； 

  在六级强风或大雨、雪、雾天气从事露天高处作业； 

…… 



3.8 高处作业作业事故案例 

         案例1：7月31日下午4时许，深圳罗湖翠竹街道某村发

生一起工人高空作业坠楼事故，一工人在拆空调主机时不

慎坠楼，当场身亡。 

        案例2：2018年7月8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福田某休闲

中心一名工人在进行空调外机移位时，不慎从2楼坠落，经

抢救无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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