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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事故

1.湖北正大有限公司“4·23”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

2020年4月23日15时许，湖北省随州市高新区正大有限公司羽毛粉

车间在清理污水沟时发生一起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造成3人死亡。

2. 焦作悯农面制品有限公司“7·18”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

2020年7月18日18时许，河南省焦作市悯农面制品有限公司发生一

起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造成6人死亡。发生原因是：焦作悯农面制

品有限公司1名员工作业时不慎坠入物料罐，吸入二氧化硫或硫化氢

中毒死亡，其他5名员工救援处置不当，也中毒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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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事故

3. 立丰再生纸厂“3·28”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

2021年3月28日17时许，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立丰再生纸厂在进行

白水收集沉淀池清洗作业时发生一起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造成4人

死亡。1名员工进入沉淀池作业中毒，3名施救人员未穿戴好防护用品

进行施救，造成事故扩大。

4. 福荣笋类食品厂“5·24”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

2021年5月24日16时许，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福荣笋类食品厂发生

一起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造成7人死亡、1人受伤。作业及先期施救

员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吸入硫化氢

等有毒有害气体中毒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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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事故

缺乏知识 或 自以为是 是造成大部分受限空间事故的主要原因。

 对受限空间风险一无所知

 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

 没有严格遵守已建立的规章制度

 盲目救助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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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

受限空间（有限空间或密闭空间）——是指封闭或者部分

封闭，与外界相对隔离，人员进出受限但可以进入、未被设

计为固定工作场所，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自然通

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或氧含量不足，

或存在淹溺、坍塌掩埋、触电、机械伤害等其他危险有害因

素的空间。

受限空间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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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的特点

1. 出入受限，与外界相对隔离。

2. 人员可进入工作，但设计不是为人员长时

间停留的。

3. 空间内部潜在特定的危险有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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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分类

密闭设备：如船舱、贮罐、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

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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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

地下受限空间：如地下管道、地下室、地下仓库、地下工程、

暗沟、隧道、涵洞、地坑、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

池、化粪池、下水道等。

受限空间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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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

地上有限空间：如储藏室、酒糟池、发酵池、垃圾站、温室、

冷库、粮仓、料仓等。

受限空间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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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校内受限空间

No. 校内受限空间种类 存在有害气体类型 是否需要授权人员才能进入

1 下水道窨井/排水渠 甲烷、沼气、部分还有可能存在
硫化氢

是

2 废水池 甲烷、沼气、部分还有可能存在
硫化氢

是

3 蓄水池 缺氧环境，部分还有可能存在氯
化氢

是

4 冷库 缺氧环境 是

5 存在有害气体的夹层 缺氧环境、部分可能还存在甲烷、
沼气、或硫化氢

是

6 活性炭废气吸附箱 缺氧环境、部分可能存在有毒有
害有机蒸气

是

7 新风系统过滤箱 缺氧环境、部分可能或硫化氢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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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

国家相关的法律
法规2 受限空间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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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的危害性

■ 氧含量不足（空间氧含量低于19.5%）

原因：

 1.耗氧化学反应：

焊接、气焊切割、锈蚀、明火工序、发酵、发霉。

 2.取代：

氧气被惰性气体所排挤，例如氮气、氩气、二氧化碳。

 3.表面吸收：

氧气被多孔表面所吸附，例如活性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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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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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的危害性

■ 发生火灾或爆炸

原因：

存在易燃易爆气体或蒸气

空间中存有高浓度的可燃性粉尘（如储存面粉的筒仓）

有机物分解产生CH4 、CO、 H2S等可燃气体导致爆炸和

燃烧

氧含量充足



17

EHS受限空间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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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的危害性

■ 存在有毒物质（包括液体、气体、烟气或蒸气等）

原因：

- 在污水渠及沙井和接驳至这些系统的坑槽累积起来

- 从接驳的管道渗入贮槽或容器

- 由受到污染的土地如旧垃圾弃置场及旧气体工程，而渗入沟渠及坑槽

- 留在贮槽、容器等里面的残留物会释放出具危害性的气体、烟气或蒸气

- 有机物(生活垃圾、动植物)的分解产生H2S ,导致中毒或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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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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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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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的危害性

■物理性危害

 1.机械性的危害

 接触各类设备时被其危险部份如皮带、转

轴及齿轮伤害。

 2.电气的危害

 在受限空间内接触到电缆、电线、变压器，

在潮湿的空间使用电器都容易遇到电气危

害，会有被电击、灼伤及电休克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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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的危害性

■物理性危害

 3.噪音的危害

 在受限空间工作所产生的噪音会较正常为高，

使员工听觉受损或失聪。

 4.辐射的危害（包括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

 在受限空间内使用放射性的设备如激光及烧焊

所产生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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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的危害性

■环境的危害

 受限空间环境会导致危险的常见因素：

 过热或过冷

 潮湿

 湿滑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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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的危害性

■其他危害

 交通的危害

 有些受限空间的进出点位于行人道或马路时如排水道，

工作人员会有被车撞到的可能， 其他人也会有跌下受

限空间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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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的危害性

■其他危害

 被液体或流动固体吞没

 受限空间如有积水或有水或其他液体突然涌入，便有被

淹溺的危险。 另外，流动固体如泥沙、谷物等，同样

能产生吞没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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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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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的危害性

 2019年4月11日，深

圳一场暴雨，16名在地

下暗渠、暗涵作业的人

员被冲走。最终，5人

幸存，11人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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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的危害性

■其他危害

 体力橾作的危害

 受限空间内的工作环境一般都陕

窄且须要大量体力操作。在使用

个人防护设备时会增加体力操作

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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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的危害性

■其他危害

 生物性的危害

 受限空间内工作会感染到各类细菌、病毒甚至昆虫、

蛇等引起的生物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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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

国家相关的法律
法规3 受限空间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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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安全管理

目前受限空间管理存在的常见问题：

1、对受限空间概念不清，风险辨识不到位，未认真组织开展本单位的受

限空间辨识工作。

2、制度不完善，落实不到位。“未对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进行辨识，并设

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未落实作业审批制度，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作业”

3、作业人员安全培训、通风检测仪器装备和应急救援装备配备、应急演

练等管控措施缺失或形同虚设。

4、“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要求无法落实。

5、一旦发生紧急状况，盲目施救导致事故伤亡扩大的现象仍然非常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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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安全管理

受限空间管理

应该是基于风

险的管理，其

目的是对风险

进行管控，消

除事故隐患，

避免或减少事

故的发生。

制度（受限空间管理制度、操作
规程、作业许可制度）

培训

日常管理（受限空间辨识、标识）

进入管理（作业安全）

应急救援（预案、组织、人员、
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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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安全管理

管理制度——包括并不限于下列安全生产制度和规程：

（一）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责任制度；——明确职责

（二）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审批流程

（三）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制度；——明确作业现场相

关人员职责

（四）有限空间作业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应急

救援人员安全培训教育制度；——培训要求

（五）有限空间作业应急管理制度；——应急措施

（六）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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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安全管理

培训：

从事有限空间作业的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应

急救援人员进行专项安全培训。专项安全培训应当包括下列

内容:

（一）有限空间作业的危险有害因素和安全防范措施；

（二）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

（三）检测仪器、劳动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

（四）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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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安全管理

培训：知识培训，进入培训与救援培训。建议最好进行实操

培训——重点在器材的使用及如何开展应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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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安全管理

开展受限空间辨识：识别并建立受限空间清单，且在人员容易

进入的受限空间入口张贴永久标识；人员不容易进入，但作业

时打开的受限空间，在人员暂时离开作业现场时，尽量恢复原

状，否则需要使用隔离绳进行隔离，并做好临时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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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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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的识别

 顶部开口的围护结构，深度超1.5

米：坑、沟槽、挖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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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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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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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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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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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安全管理

应急管理：

1. 应当根据本单位有限空间作业的特点，制定应急预案；

2. 并配备相关的呼吸器、防毒面罩、通讯设备、安全绳索等

应急装备和器材；

3. 有限空间作业的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和应急

救援人员应当掌握相关应急预案内容，定期进行演练，提

高应急处置能力（应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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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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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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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安全管理



47

EHS受限空间安全管理

承包商管理：

1. 将有限空间作业发包给其他单位实施的，应当发包给具备

国家规定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承包方，并与承包方签

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中明确各自的

安全生产职责。

2. 存在多个承包方时，本单位应当对承包方的安全生产工作

进行统一协调、管理。

3. 本单位对其发包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承担主体责任。承包

方对其承包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承担直接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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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

国家相关的法律
法规4 受限空间作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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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作业安全

基本原则：

1. 避免进入受限空间工作，例如改从外面进行工作；

2. 如果不能避免进入密闭空间，便应订立和实施一套作业风

险评估、作业审批制度及操作规程；

3. 在开始工作前制定适当的应变计划；

4. 严格落实作业许可审批制度，任何进入受限空间工作的作

业人员必须向已获授权签发的负责人申请作业许可证，每

张作业许可证证只对一个受限空间工作有效。



50

EHS受限空间作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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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作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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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作业安全

作业前：

 指定专门人员就受限空间的环境和要进行的工作及活动进行风险评估，

并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确定所需的安全措施。

 指派合适的工作人员进行有关工作。

 作业涉及的每一个人都要接受正式培训，使他们知道该做什么及如何做

才能保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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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作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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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作业安全

安全隔离：

1、工艺系统（设备、管道）隔离

a）与受限空间连通的可能危及安全作业的

管道应采用插入盲板或拆除一段管道进行隔

绝；

b）与受限空间连通的可能危及安全作业的

孔、洞应进行严密地封堵；

c）目的——防止具危害性的气体、蒸气 、

尘埃 、烟气、可以流动的固体或液体进入或

涌入受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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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作业安全

《盲板抽堵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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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作业安全

2、电气设备隔离

受限空间内用电设备应停止运行并有效

切断电源，在电源开关处上锁并加挂警示牌。

《机械安全 危险能量控制方法 上锁∕挂牌》

（GBT 33579-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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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作业安全

清洗、置换（通风）：

作业前，应根据受限空间盛装（过）的物料特性，对受限空间进行清洗或

置换，并达到如下要求：

a）氧含量为19.5～21%，富氧环境下不应大于23.5%；

b）有毒气体（物质）浓度应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规定；

c）可燃气体浓度低于5%LEL。

目的——确保在工作期间受限空间内的气体环境符合作业安全及职业卫生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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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作业安全

通风：

a）自然通风——打开人孔、手孔、料孔、风门、烟门等与大

气相通的设施进行；（增加出入口数量）

b）强制通风——采用风机强制通风或管道送风，管道送风前

应对管道内介质和风源进行分析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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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作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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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作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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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作业安全

在受限空间有人作业时，应保持连续通

风；

强制通风设备应持续、有效工作，一旦

设备出现异常，应立即停止作业。

采用送风方式，送风的气体为自然风，

不能使用工厂风或仪表空气，更不能使

用氧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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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作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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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作业安全

气体分析：

a）作业前30min内，应

对受限空间进行气体采样

分析，分析合格后方可进

入；

b）监测点应有代表性，

尽可能分布在受限空间的

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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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作业安全

气体分析：

c）分析仪器的选择：

应在校验有效期内，使用

前应保证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建议采用多探头式

4探头 or  6探头

氧含量+可燃气体浓度+H2S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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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作业安全

气体分析：

c）分析仪器的选择：

最好采用泵吸式气体检测仪；

泵吸
式

扩散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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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作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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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作业安全

气体分析：

d）监测人员深入或探入受限空间采样时应采取个体防

护措施；



68

EHS受限空间作业安全

气体分析：

e）作业中应连续监测，情况异常时应立即停止作业，撤离人员，对现场处

理，分析合格后方可恢复作业；

f）作业中断时间超过30 min时，应重新进行取样分析。

---取样时应停止任何气体吹扫;

---测试次序为氧含量、易燃易爆气体、有毒有害气体。

注：千万不要凭感觉判断封闭场所内部是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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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作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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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作业安全

作业监护：

1、在受限空间外应设有专人监护，作业

期间监护人员不应离开；

2、在风险较大的受限空间作业时，应增

设监护人员，并随时与受限空间内作业人

员保持联络。

3、监护人离开，作业立即停止，人员撤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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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作业安全

提供特别工具及照明设施

a）如存在易燃或可能发生爆炸的环境，必需采用不会发出火花的工具及有

特别保护的照明设备。

b）受限空间照明电压应小于或等于 36V，在潮湿容器、狭小容器内作业电

压应小于或等于12V。

c）在潮湿容器中，作业人员应站在绝缘板上，同时保证金属容器接地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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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作业安全

安全防护措施：

受限空间的坑、井、洼、沟或人孔、通道出入门口应设置防护栏、盖

和警告标志，夜间应设警示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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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作业安全

安全防护措施：

a）缺氧或有毒的受限空间经清洗或置换仍达不到要求的，应佩戴隔离式呼

吸器，必要时应拴带救生绳；严禁使用过滤式面具。

b）易燃易爆的受限空间经清洗或置换仍达不到要求的，应穿防静电工作服

及防静电工作鞋，使用防爆型低压灯具及防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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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受限空间作业安全

c）腐蚀性介质的受限空间，应穿戴防酸碱个体防护用品；

d）噪声环境，应配戴耳塞或耳罩等防噪声护具；

e）粉尘环境，应配戴防尘口罩、眼罩等防尘护具。

f）高温或低温环境，进入时应穿戴相应防护用品，必要时采取通风、隔热

（供暖）、佩戴通讯设备等防护措施；

g）控制作业人数及作业时间。（签名、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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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措施

 在受限空间作业前，救援设备放在进入口附

近；

 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建议按照如下优先顺序

进行救援：

 a.进入者自己紧急逃生；

 b.使用三角架等救援设备，非进入救援；

 c. 进入式救援，救援人员应根据受限空

间的具体情况佩戴好相应的劳保用品，

如安全绳、呼吸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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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后的应急救援

 积极开展自救、但严禁盲目施救；

 救援人员应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实施救援；

 受限空间事故，绝大多数是中毒、窒息事故，造成作业人员心跳、呼吸

骤停；救援人员应具备基本的急救和心肺复苏技能；

 超出企业救援能力的，应立即请求社会力量进行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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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生产应急

救援中心于2021年

5月11日发布了

《有限空间作业事

故安全施救指南》



„Nothing we do is worth 
getting hurt for !“

Safety first:
Focus on our most important asset: our people!

EH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