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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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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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广东省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D/TC 8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院、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万婧、陈清光、曾发明、刘杰、姚永玲、王飞、刘霞、王建德、冯少真、王玉

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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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八号）

明确提出粉尘涉爆企业应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

确保安全生产。为切实把安全风险防控挺在隐患前面、把隐患排查治理挺在事故前面，坚持关口前移，

需要超前辨识预判粉尘涉爆企业安全风险，规范企业安全风险分级防控预防性机制建设工作。 

本文件依据粉尘防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规范和标准的要求，借鉴并吸收国内安全风险管

理技术及经验，按照构建安全风险分级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的要求，结合广东省实际情况

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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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涉爆企业安全风险防控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广东省内粉尘涉爆企业安全风险分级防控工作的总体要求、安全风险辨识、分析与分

级、安全风险防控与告知、持续改进及文件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省内粉尘涉爆企业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分析、分级与防控工作的实施和管理。 

本文件不适用于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火炸药企业以及涉强氧化剂的粉尘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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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77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 1557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可燃性粉尘  combustible dust 

是指在大气条件下，能与气态氧化剂（主要是空气）发生剧烈氧化反应的粉尘、纤维或者飞絮。 

3.2  

粉尘涉爆企业  dust explosive enterprises 

存在可燃性粉尘爆炸危险的企业。 

3.3  

安全风险  safety risk 

发生危险事件或有害暴露的可能性，与随之引发的人身伤害、健康损害或财产损失的严重性的组合。 

[来源：GB/T 33000-2016，3.8] 

3.4  

风险辨识  risk identification 

发现、确认和描述风险的过程。 

[来源：GB/T 23694-2013，4.5.1] 

3.5  

辨识单元  identification unit 

为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将生产经营单位按作业场所、工艺、设备设施等划分的独立单元。 

3.6  

风险分析  risk analysis 

理解风险性质，确定风险等级的过程。 



DB44/T 2390—2022 

2 

[来源：GB/T 23694-2013，4.6.1] 

3.7  

安全风险分级防控  safety risk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根据风险防控所需资源、能力、措施复杂及难易程度等因素分层级防控风险的方式。 

3.8  

固有风险  inherent risk 

粉尘涉爆企业在现有生产条件下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客观存在可能导致生产安全事故或健康损害的

无法消除的因素带来的风险。 

3.9  

管理风险  management risk 

粉尘涉爆企业在粉尘防爆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和执行等方面不足而存在的风险。 

4 总体要求 

4.1 粉尘涉爆企业应建立符合本企业实际情况的安全风险分级防控制度，应包括但不限于安全风险分

级防控工作程序、工作目标、安全风险分级、防控措施、风险公告、持续改进及目标责任考核和奖惩等

内容。 

4.2 粉尘涉爆企业应落实主要负责人、相关部门负责人、生产车间负责人及粉尘作业岗位人员粉尘防

爆安全职责，自主开展安全风险分级防控工作。 

4.3 粉尘涉爆企业应开展安全风险分级防控培训，并纳入本年度安全培训及考核计划。 

4.4 粉尘涉爆企业应结合粉尘爆炸危险性及涉爆粉尘工艺特点，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风险辨识与分

级，并根据安全风险辨识结果和级别实施风险防控。 

4.5 粉尘涉爆企业应按附录 A列明的工作程序开展安全风险分级防控工作。 

4.6 粉尘涉爆企业应根据粉尘爆炸危险性、涉爆粉尘工艺和作业特点及部门、岗位职责开展安全风险

分级防控工作，及时发现存在的固有风险和管理风险，粉尘涉爆企业安全风险指标见附录 B。 

5 安全风险辨识、分析与分级 

5.1 安全风险辨识与分析 

5.1.1 粉尘涉爆企业应按照辨识单元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辨识单元宜按涉爆粉尘工艺进行划分，同一

种涉爆粉尘工艺涉及的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应划分为一个辨识单元。 

5.1.2 粉尘涉爆企业应对固有风险和管理风险进行全面系统辨识，掌握风险种类、大小和分布情况。 

5.1.3 粉尘涉爆企业应根据粉尘防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安全技术规范、标准，结合本企业实际，

按照附录 C、D和 E编制本企业安全风险辨识清单，开展安全风险分析。 

5.2 安全风险分级 

5.2.1 安全风险分值 

粉尘涉爆企业应根据附录C或D计算辨识单元固有风险分值，根据附录E计算辨识单元管理风险分值，

固有风险分值和管理风险分值经权重系数校正后的数值之和R作为辨识单元的安全风险分值。 

5.2.2 安全风险分值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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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涉爆企业辨识单元安全风险分值按式（1）计算。 

 R =(I1+I2+…+I5)×60% +(M1+M2+…+M10)×40% ············································· (1) 

式中： 

R——安全风险分值； 

I1,I2,…,I5——每项固有风险指标分值； 

M1,M2,…,M10——每项管理风险指标分值。 

5.2.3 粉尘涉爆企业辨识单元安全风险级别应根据计算得出的安全风险分值 R 按照表 1进行分级，从

高到低分为一级风险、二级风险、三级风险和四级风险。 

表1 安全风险分级表 

安全风险分值 R 风险等级 颜色标识 

60 分以上 一级风险 红 

50 分-60 分（含 60 分） 二级风险 橙 

40-50 分（含 50 分） 三级风险 黄 

40 分及以下 四级风险 蓝 

5.2.4 粉尘涉爆企业存在多个辨识单元时，企业整体安全风险等级等于各辨识单元安全风险等级最大

值。 

6 安全风险防控与告知 

6.1 安全风险防控 

6.1.1 粉尘涉爆企业应根据安全风险辨识结果和级别明确防控责任，将防控责任逐级落实到部门、生

产车间、班组和粉尘作业岗位人员，并对每个风险点制定有效的安全风险防控措施。 

6.1.2 粉尘涉爆企业应根据安全风险辨识清单中各单项风险指标辨识分值，有针对性的实施安全风险

防控措施，有效管控安全风险。防控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a) 制度措施； 

b) 技术措施； 

c) 工程措施； 

d) 管理措施。 

6.1.3 粉尘涉爆企业应根据安全风险辨识结果和级别，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编制安全风险防控措施，并

应充分考虑安全风险防控措施的可行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6.1.4 粉尘涉爆企业应投入足够资源保证风险防控措施的落实，包括但不限于人员、物资、资金、技

术和信息等。 

6.1.5 粉尘涉爆企业应对安全风险防控措施实施过程进行记录，记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进度计划、责

任人、技术交接、安全交底等，并根据安全风险防控情况，按照附录 F编制安全风险防控清单。 

6.2 安全风险告知 

6.2.1 粉尘涉爆企业应将安全风险及防控措施告知相关方，纳入对相关方的培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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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粉尘涉爆企业应在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出入口、生产区域及重点危险设备设施等部位，设置显

著的安全警示标识标志。 

6.2.3 粉尘涉爆企业应向粉尘爆炸危险场所作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粉尘爆炸危

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并在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张贴风险告知。 

7 持续改进 

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粉尘涉爆企业应重新对安全风险进行辨识与分级，并根据安全风险辨识与

分级结果对安全风险分级防控工作内容进行改进： 

a) 国家、地方和行业粉尘防爆相关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发生变化；  

b) 粉尘防爆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和人员发生重大调整； 

c) 涉及粉尘涉爆危险的工艺、场所、设施设备、粉尘成分等发生变化； 

d) 发生粉尘爆炸事故或对事故、事件有新的认识； 

e) 其他可能影响风险状况的情况。 

8 文件管理 

粉尘涉爆企业应建立安全风险分级防控工作档案，档案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安全风险分级防控工作计划； 

b) 安全风险辨识清单； 

c) 安全风险防控记录； 

d) 安全风险防控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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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粉尘涉爆企业安全风险分级防控工作程序 

图A.1给出了粉尘涉爆企业安全风险分级防控工作程序。 

 

图A.1 粉尘涉爆企业安全风险分级防控工作程序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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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粉尘涉爆企业安全风险指标 

图B.1给出了粉尘涉爆企业安全风险指标。 

 

 

图B.1 粉尘涉爆企业安全风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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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粉尘涉爆企业固有风险辨识清单（适用于粮食、饲料加工及储运等行业） 

表C.1规定了粮食、饲料加工及储运等行业粉尘涉爆企业固有风险辨识清单的内容及技术要求。 

表C.1 粉尘涉爆企业固有风险辨识清单（适用于粮食、饲料加工及储运等行业） 

序号 风险指标 风险因素 辨识标准 分值 得分 指标说明 

1 
人员 I1 

（15 分） 

涉爆粉尘作业

人数 

大于等于 30 人 15 

 

“涉爆粉尘作业人数”指同一班组

作业时的最大涉爆粉尘作业人员数

目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含 10 人） 10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含 3 人） 5 

3 人以下 3 

2 
设备 I2 

（45 分） 

除尘系统 

可燃性粉尘与可燃气体等易加剧爆炸危险的介质共用一套除尘系统 

45
a
  

“除尘系统”风险指标辨识标准均

为已被纳入《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17 版）》（安

监总管四〔2017〕129 号）的重大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如存在此类任何

一项风险，“设备”风险值则评为

满分 45 分，“设备”中其他风险因

素无需再进行辨识评分 

不同防火分区的除尘系统互联互通 

干式除尘系统未规范采用泄爆、隔爆、惰化、抑爆等任一种控爆措施 

除尘系统采用正压吹送粉尘，且未采取可靠的防范点燃源的措施 

除尘系统采用粉尘沉降室除尘，或者采用干式巷道式构筑物作为除尘

风道 

处理风量 

Q/ m³/h 

Q ≥ 30000 10（15） 

 

“处理风量Q”指除尘风网和气力

输送风网处理风量之和。如系统有

采用集中风网形式并未做必要隔

离，在原分值上增加5分 
15000 ≤ Q ＜ 30000 8（13） 

Q ＜ 15000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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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  粉尘涉爆企业固有风险辨识清单（适用于粮食、饲料加工及储运等行业）(续) 

序号 风险指标 风险因素 辨识标准 分值 得分 指标说明 

2 
设备 I2 

（45 分） 

系统使用年限 

平均使用年限＞20 年 10 

 
“系统使用年限”指加工和储运

系统投入使用至今的年限 
10 年＜平均使用年限≤20 年 

5 

平均使用年限≤10 年 
3 

设备控爆措施 

未完整辨识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工艺设备，只对部分存在粉尘爆炸危

险的设备采取了控爆措施 
10 

 

“控爆措施”指可限制粉尘爆炸

传播，使爆炸事故不至于扩大

的措施，如安装于设备上的隔

爆阀、泄爆片、抑爆装置等 

1.已完整辨识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工艺设备，对全部存在粉尘爆炸危险

的工艺设备、除尘系统等，正确设置采用了相应的控爆措施 

2.未对控爆措施进行正确维护保养，无法确保控爆措施可正常运行 

5 

1.已完整辨识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工艺设备，对全部存在粉尘爆炸危险

的工艺设备、除尘系统等，正确设置采用了相应的控爆措施 

2.对控爆措施进行正确维护保养，控爆措施正常运行 

0 

提升和输送设备

防范点燃源措施 

未对存在的物料提升和输送等设备采取可靠的防止点燃源措施。如未

对斗式提升机设置防打滑、跑偏的安全保护装置；未对螺旋输送机、

埋刮板输送机设置防堵塞、防断链自动停机报警装置；未对物料提升

和输送设备采取可靠的防静电措施 

10 

 — 

仅对部分存在的物料提升和输送等设备采取可靠的防止点燃源措施 5 

对所有存在的物料提升和输送等设备采取可靠的防止点燃源措施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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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  粉尘涉爆企业固有风险辨识清单（适用于粮食、饲料加工及储运等行业）(续) 

序号 风险指标 风险因素 辨识标准 分值 得分 指标说明 

3 
物料 I3 

（15 分） 

粉尘爆炸危险等级
b
 

MPa·m/s 

St3：Kmax ＞ 30.0 15 

 — St2：20.0 ＜ Kmax ≤ 30.0 10 

St1：Kmax ≤ 20.0 5 

4 
工艺 I4 

（10 分） 
涉爆粉尘工艺 

在粉碎、研磨、造粒等易于产生机械点火源的工艺设备前，未按规范

设置去除铁、石等异物的装置 
10

a
  

如存在此类风险，“工艺”风险值

则评为满分 10 分，“工艺”中其

他风险因素无需再进行辨识评

分 

产品品类多，工艺流程长的生产工艺，如完整涉及从散粮接收、生产

储存、原料粉碎、配料、混合、制粒（膨化）、成品烘干冷却、包装的

饲料加工企业 

10   

单一产品品类，工艺流程短，操作简单的生产工艺，如仅涉及投料、

混合、分装的生产工艺 
5   

5 
环境 I5 

（15 分） 
作业场所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 20 区未使用防爆电气设备设施 

15
a
  

如存在此类任何一项风险，“作

业场所”风险值则评为满分 15

分，“作业场所”中其他风险因素

无需再进行辨识评分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设置在非框架结构的多层建构筑物内，或与居民区、

员工宿舍、会议室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距离不足 

1.场所内电气设备未选用防爆型电气设备 

2.场所内电气设计、安装未按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执行 

3.涉爆粉尘作业场所所在建筑物未采取有效的防雷措施 

15   



DB44/T 2390—2022 

10 

表C.1  粉尘涉爆企业固有风险辨识清单（适用于粮食、饲料加工及储运等行业）(续) 

序号 风险指标 风险因素 辨识标准 分值 得分 指标说明 

5 环境 I5 

（15分） 
作业场所 

1.场所内电气设备部分选用防爆型电气设备 

2.场所内电气设计、安装未完全按照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执

行 

3.涉爆粉尘作业场所所在建筑物采取有防雷措施，但未定期进行防雷检

测 

10 

 

“作业场所”指属于粉尘爆炸危

险场所范围内的场所 

作业场所主要考虑防止外部

点燃源的措施是否到位 

1.场所内电气设备部分选用防爆型电气设备 

2.场所内电气设计、安装未完全按照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执

行 

3.涉爆粉尘作业场所所在建筑物采取有防雷措施，并定期进行防雷检测 

5 

1.场所内电气设备全部选用防爆型电气设备，并得到很好的维护保养 

2.场所内电气设计、安装按照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执行，并

得到很好的维护保养 

3.涉爆粉尘作业场所所在建筑物采取有防雷措施，并定期进行防雷检测 

0 

固有风险得分合计： 

a  辨识标准是《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17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号）列明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如辨识有此类风险，无论安

全风险分值多少，该辨识单元风险直接判定为一级风险。 
b  St代表粉尘爆炸危险等级，分为St1、St2和St3三个级别，Kmax是粉尘爆炸指数，指粉尘最大爆炸压力上升速率与密闭容器容积立方根的乘积，单位MPa·m/s。粉

尘涉爆企业可按照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颁布的《工贸行业重点可燃性粉尘目录》（2015版）对比取值。如无法对比取值，应委托第三方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

进行粉尘爆炸特性参数测试，根据检测报告数值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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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规范性） 

粉尘涉爆企业固有风险辨识清单（适用于非粮食、饲料加工及储运等行业，除尘系统主要用于收集废弃粉尘） 

表D.1规定了非粮食、饲料加工及储运等行业粉尘涉爆企业固有风险辨识清单的内容及技术要求。 

表D.1 粉尘涉爆企业固有风险辨识清单（适用于非粮食、饲料加工及储运等行业，除尘系统主要用于收集废弃粉尘） 

企业名称：                                                       辨识单元：                                       

 

序号 风险指标 风险因素 辨识标准 分值 得分 指标说明 

1 
人员 I1 

（15 分） 

涉爆粉尘作业

人数 

大于等于 30 人 15 

 
“涉爆粉尘作业人数”指同一班组作业

时的最大涉爆粉尘作业人员数目 

10人以上30人以下（含10人） 10 

3人以上10人以下（含3人） 5 

3人以下 3 

2 
设备 I2 

（35 分） 

除尘系统
 

可燃性粉尘与可燃气体等易加剧爆炸危险的介质共用一套除尘系统 

35
a
  

“除尘系统”风险指标辨识标准均为已

被纳入《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判定标准（2017 版）》（安监总管

四〔2017〕129 号）的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如存在此类任何一项风险，“设

备”风险值则评为满分 35 分，“设备”

中其他风险因素无需再进行辨识评分 

不同防火分区的除尘系统互联互通 

干式除尘系统未规范采用泄爆、隔爆、惰化、抑爆等任一种控爆措施 

除尘系统采用正压吹送粉尘，且未采取可靠的防范点燃源的措施 

除尘系统采用粉尘沉降室除尘，或者采用干式巷道式构筑物作为除尘风

道 

铝镁等金属粉尘及木质粉尘的干式除尘系统未规范设置锁气卸灰装置 

处理风量
Qb/m³/h 

Q ≥ 30000 15 

 

“处理风量Q”指粉尘涉爆企业企业所

有除尘系统（含单机吸尘器）和气力

输送系统处理风量之和 
15000 ≤ Q ＜ 30000 10 

Q ＜ 15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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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1 粉尘涉爆企业固有风险辨识清单（适用于非粮食、饲料加工及储运等行业，除尘系统主要用于收集废弃粉尘）（续） 

 

序号 风险指标 风险因素 辨识标准 分值 得分 指标说明 

2 设备 I2 

（35分） 

设备使用年限 

平均使用年限＞10 年 10 

 

“设备使用年限”指辨识单元中除

尘系统和气力输送系统中使用年限

最久的设备 

3 年＜平均使用年限≤10 年 5 

平均使用年限≤3 年 3 

设备控爆措施 

未完整辨识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工艺设备，只对部分存在粉尘爆炸危险

的设备采取了控爆措施 
10 

 

“控爆措施”指可限制粉尘爆炸传

播，使爆炸事故不至于扩大的措施，

如安装于设备上的隔爆阀、泄爆片、

抑爆装置等 

1.已完整辨识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工艺设备，对全部存在粉尘爆炸危险

的工艺设备、除尘系统等，正确设置采用了相应的控爆措施 

2.未对控爆措施进行正确维护保养，无法确保控爆措施可正常运行 

5 

1.已完整辨识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工艺设备，对全部存在粉尘爆炸危险

的工艺设备、除尘系统等，正确设置采用了相应的控爆措施 

2.对控爆措施进行正确维护保养，控爆措施正常运行 

0 

3 
物料 I3 

（20 分） 

粉尘爆炸危险

等级
c
 

MPa·m/s 

St3：Kmax ＞ 30.0 20 

 — St2：20.0 ＜ Kmax ≤ 30.0 15 

St1：Kmax ≤ 20.0 10 

4 
工艺 I4 

（15 分） 
涉爆粉尘工艺 

在粉碎、研磨、造粒等易于产生机械点火源的工艺设备前，未按规范设

置去除铁、石等异物的装置 
15

a
  

如存在此类任何一项风险，“工艺”

风险值则评为满分15分，“工艺”中

其他风险因素无需再进行辨识评分 

木制品加工企业，与砂光机连接的风管未规范设置火花探测报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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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1 粉尘涉爆企业固有风险辨识清单（适用于非粮食、饲料加工及储运等行业，除尘系统主要用于收集废弃粉尘）（续） 

序号 风险指标 风险因素 辨识标准 分值 得分 指标说明 

4 
工艺 I4 

（15 分） 
涉爆粉尘工艺 

高危险性涉爆粉尘工艺，如： 

1.金属制品机械加工接干式除尘工艺，如铝镁合金制品打磨抛光、抛丸

喷砂等 

2.带砂光机的木制品加工接干式除尘工艺 

3.粉体加工工艺，如铝粉加工、金属微粒粉碎或球磨加工等 

4.其他可产生高爆炸危险性粉尘并采用干式除尘系统的加工工艺 

15  

 

较高危险性涉爆粉尘工艺，如： 

1.金属制品机械加工（干式）接湿式除尘系统工艺 

2.中低爆炸危险性加工工艺，如木材加工（无砂光机）、塑料加工等 

3.工艺流程长，产尘点多，物料输送设备多的加工工艺，如烟草加工、

静电粉末喷涂工艺等 

10  

 

流程短，操作简单，产尘量少的一般危险性工艺，如粉料简单分装、灌

装、投料等 

5  

 

5 
环境 I5 

（15 分） 
作业场所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 20 区未使用防爆电气设备设施 

15
a
  

如存在此类任何一项风险，“作业场

所”风险值则评为满分15分，“作业场

所”中其他风险因素无需再进行辨识

评分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设置在非框架结构的多层建构筑物内，或与居民区、

员工宿舍、会议室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距离不足 

1.场所内电气设备未选用防爆型电气设备 

2.场所内电气设计、安装未按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执行 

3.涉爆粉尘作业场所所在建筑物未采取有效的防雷措施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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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1 粉尘涉爆企业固有风险辨识清单（适用于非粮食、饲料加工及储运等行业，除尘系统主要用于收集废弃粉尘）（续） 

 

 

序号 风险指标 风险因素 辨识标准 分值 得分 指标说明 

5 
环境 I5 

（15 分） 
作业场所 

1.场所内电气设备部分选用防爆型电气设备 

2.场所内电气设计、安装未完全按照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执

行 

3.涉爆粉尘作业场所所在建筑物采取有防雷措施，但未定期进行防雷检

测 

10 

 

“作业场所”指属于粉尘爆炸危险场所

范围内的场所 

作业场所主要考虑防止外部点燃

源的措施是否到位 

1.场所内电气设备部分选用防爆型电气设备 

2.场所内电气设计、安装未完全按照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执

行 

3.涉爆粉尘作业场所所在建筑物采取有防雷措施，并定期进行防雷检测 

5 

1.场所内电气设备全部选用防爆型电气设备，并得到很好的维护保养 

2.场所内电气设计、安装按照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执行，并

得到很好的维护保养 

3.涉爆粉尘作业场所所在建筑物采取有防雷措施，并定期进行防雷检测 

0 

固有风险得分合计： 

a  辨识标准是《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17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号）列明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如辨识有此类风险，无论安

全风险分值多少，该辨识单元风险直接判定为一级风险。 
b  如粉尘涉爆企业未设置除尘系统和气力输送系统，设备风险指标总分值为0分。如除尘系统采用湿法除尘方式，设备处理风量分值在原值基础上减半。 
c  St代表粉尘爆炸危险等级，分为St1、St2和St3三个级别，Kmax是粉尘爆炸指数，指粉尘最大爆炸压力上升速率与密闭容器容积立方根的乘积，单位MPa·m/s。粉

尘涉爆企业可按照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颁布的《工贸行业重点可燃性粉尘目录》（2015版）对比取值。如无法对比取值，应委托第三方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粉

尘爆炸特性参数测试，根据检测报告数值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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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规范性） 

粉尘涉爆企业管理风险辨识清单 

表E.1规定了粉尘涉爆企业管理风险辨识清单的内容及技术要求。 

表E.1 粉尘涉爆企业管理风险辨识清单 

企业名称：                                                       辨识单元：                                 

序号 风险指标 辨识标准 分值 得分 指标说明 

1 安全生产责任制 M1 

（10 分） 

未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中明确主要负责人、相关部门负责人、生产车间负责人、

班组长及粉尘作业岗位人员粉尘防爆安全职责 
10 

 — 
仅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中体现部分岗位人员的粉尘防爆安全职责，或粉尘防爆

安全职责描述不清晰 
5 

有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中明确主要负责人、相关部门负责人、生产车间负责人、

班组长及粉尘作业岗位人员粉尘防爆安全职责 
0 

2 

粉尘爆炸风险辨识

评估和防控 M2 

（5 分） 

未建立粉尘爆炸安全风险管控制度和开展粉尘爆炸风险管控工作 5 

 — 有建立粉尘爆炸安全风险管控制度，但未组织定期开展粉尘爆炸风险管控工作 3 

建立有粉尘爆炸安全风险管控制度，并定期开展粉尘爆炸风险管控工作 0 

3 

粉尘爆炸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 M3 

（5 分） 

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清单和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5 

 — 

有结合粉尘爆炸风险管控措施，建立有事故隐患排查清单，但未组织定期开展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或存在清单内容不全面、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的情况 
3 

有结合粉尘爆炸风险管控措施，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清单，及时组织开展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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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1 粉尘涉爆企业管理风险辨识清单（续） 

序号 风险指标 辨识标准 分值 得分 指标说明 

4 

粉尘作业岗位安全

操作规程 M4 

（10 分） 

未根据粉尘作业岗位特点和设备运行特点制定有完善的安全操作规程 
10 

 — 有制定有安全操作规程，但操作规程内容不完整，关键要素缺失 
5 

有根据粉尘作业岗位特点和设备运行特点制定有完善的安全操作规程 
0 

5 教育培训 M5 

（10 分） 

未对涉及粉尘防爆的生产、设备、安全管理等有关负责人和粉尘作业岗位等相关

从业人员进行粉尘防爆专项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10 

 — 
有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教育和培训，但培训教育记录不完整（记录内容包括粉尘

防爆专项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及考核等情况） 

5 

有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粉尘防爆专项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并有完整培训教育记

录 

0 

6 粉尘清理 M6 

（20 分） 

未制定粉尘清扫制度，作业现场积尘未及时规范清理 
100

a
 

 

粉尘涉爆企业如存在此项风险，

管理风险值直接评为满分100分，

清单中其他风险指标均无需再进

行辨识评分 

建立有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粉尘清理制度，但制度内容不完整且未严格落实，作

业现场积尘未及时规范清理，存在局部积尘情况 

20 

 

粉尘清理制度内容应至少包括清

理范围、清理周期、清理方式和

责任人员 

建立有内容完整的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粉尘清理制度，但并未严格落实，作业现

场存在局部积尘情况 

10 

有内容完整的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粉尘清理制度并严格落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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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1 粉尘涉爆企业管理风险辨识清单（续） 

序号 风险指标 辨识标准 分值 得分 指标说明 

7 设备设施检维修 M7 

（20 分） 

未对粉尘爆炸危险场所设备设施或者除尘系统的检修维修作业实行专项作业审批，

或作业审批程序不规范 

20 

  
有对粉尘爆炸危险场所设备设施或者除尘系统的检修维修作业实行专项作业审批，

但检修维修作业过程不规范，未严格按照已审批的专项方案执行 

10 

有对粉尘爆炸危险场所设备设施或者除尘系统的检修维修作业实行专项作业审批，

且检维修过程严格按照已审批的专项方案执行 

0 

8 应急管理 M8 

（10 分） 

未编制粉尘爆炸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和重点部位、重点工作岗位和重要设备等现场处

置方案 

10 

 — 
编制有粉尘爆炸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和重点部位、重点工作岗位和重要设备等现场处

置方案，但未定期组织实施 

5 

编制有粉尘爆炸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和重点部位、重点工作岗位和重要设备等现场处

置方案，并定期组织实施和记录 

0 

9 外包管理 M9 

（5 分） 

与承包单位的承包协议未明确规定双方的安全生产责任和义务；或未对检修承包单

位检修方案中涉及粉尘防爆的安全措施和应急处置措施进行审核 

5 

 — 

与承包单位的承包协议有明确规定双方的安全生产责任和义务，有对检修承包单位

检修方案中涉及粉尘防爆的安全措施和应急处置措施进行审核，但并未监督承包单

位落实 

3 

与承包单位的承包协议有明确规定双方的安全生产责任和义务，对检修承包单位检

修方案中涉及粉尘防爆的安全措施和应急处置措施进行审核，并监督承包单位落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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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1 粉尘涉爆企业管理风险辨识清单（续） 

序号 风险指标 辨识标准 分值 得分 指标说明 

10 定期检测 M10 

（5 分） 

未建立粉尘爆炸危险场所设备设施或除尘系统定期检测计划 
5 

 — 有建立粉尘爆炸危险场所设备设施或除尘系统定期检测计划，但未有效执行 
3 

建立有除尘系统定期检测计划，并定期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除尘系统进行检测 
0 

管理风险得分合计： 

a
  辨识标准是《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17版）》（安监总管四〔2017〕129号）列明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如辨

识有此类风险，无论安全风险分值多少，该辨识单元风险直接判定为一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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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规范性） 

粉尘涉爆企业安全风险防控清单 

表F.1规定了安全风险分级防控清单的内容及技术要求。 

表F.1 粉尘涉爆企业安全风险防控清单 

企业名称：                                                 企业安全风险级别：                                 

 

序

号 
辨识单元

a
 

粉尘爆炸风险指标 

及描述 
辨识分值 

风险级别及 

辨识时间 
防控措施 

防控措施实施后的风险

级别及辨识时间 
责任部部门 责任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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