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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体

系建设程序、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估与分级、风险分级管控、效果验证和持续改进等。

本文件适用于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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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1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

GB/T 13861 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

3 术语和定义

3.1

风险 risk

发生危险事件或危险有害暴露的可能性，与随之引发的人身伤害或健康、财产损害的严

重性的组合。

风险(R)＝可能性(L)×严重程度(S)。

3.2

固有风险 inherent risk

民爆设备、设施、场所等本身固有的能量（电能、势能、机械能、热能等），以及各类

爆炸物品和危险化学品燃烧、爆炸、泄漏等产生的能量或有害物质所造成的风险。

3.3

现实风险 real risk

人员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环境的不安全因素及安全管理缺陷等产生的风险。

3.4

可接受风险 acceptable risk

根据法律义务和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已被降至可容许程度或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的风险。

3.5

危险源 hazard
危险有害因素 dangerous and harmful factors
可能导致人员伤害和（或）健康损害的根源、状态或行为，或它们的组合。

3.6

风险点 risk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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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爆炸物品生产、储运过程中，风险伴随的设施、部位、场所和区域，以及在设施、

部位、场所和区域实施的伴随风险的作业活动，或以上两者的组合。

3.7

民用爆炸物品重大危险源 major hazard installations for civil explosives materials

长期地或临时地生产、储存民用爆炸物品，且数量等于或超过临界量的单元。

3.8

风险分级 risk classification

通过采用科学、合理方法对危险源所伴随的风险进行定性或定量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划

分等级。

3.9

风险分级管控 risk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and control

根据不同的风险级别、所需管控资源、管控能力、管控措施复杂及难易程度等因素而确

定不同管控层级的风险管控方式。

4 基本原则

企业应通过对生产、销售活动的危险源辨识、评估和分级，形成风险分级管控清单，从

组织、制度、技术、应急等方面对安全风险实施企业、部门、车间、班组分级管控。企业在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建设中应把握以下基本原则：

a） 科学性原则，即：采用科学方法辨识和评估危险源，应用信息化、智能化管控手段

实现危险源的风险可控；

b） 兼容性原则，即：与企业现有安全管理制度、隐患排查治理、职业安全健康管理、

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等体系相互兼容、协调和补充，形成统一的安全管理、风险分

级管控体系；

c） 持续性原则，即：应根据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运行、工艺技术进步情况适时评审、

更新和完善管控措施和体系，确保体系的科学性、有效性和适用性。

5 体系建设的程序

5.1 组织机构和职责

企业应成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建设领导机构，负责本企业体系建设领导和统筹协调；

指定相关部门作为体系建设工作办公室，具体实施推进体系建设工作。

5.2 体系建设的程序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建设程序包括：编制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建设实施细则或实施

方案，完善相应的安全管理制度，对员工进行培训宣贯，开展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估、风险

分级、制定控制措施、形成分级管控清单，落实分级管控责任、风险告知、实施效果验证、

持续改进等。示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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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建设程序示例图

6 危险源辨识

6.1 辨识范围

以民用爆炸物品独立生产、销售场点为一个危险源管理单元，辨识其民用爆炸物品生

产和销售活动中各环节、全过程的危险有害因素。包括：

a） 民爆生产区、试验场、销毁场、总仓库区、库区值班室和安全管理现状等。

b） 企业的消防给水、废水处理、电气、自动控制和电信、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等

辅助公用设施。

6.2 辨识方法

常用的辨识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a） 询问、交谈；

b） 现场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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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查阅记录；

d） 工作危害分析（JHA）；

e） 安全检查表法（SCL）；

f） 危险与可操作性研究(HAZOP)；

g） 事件树分析(ETA)；

h） 故障（事故）树分析(FTA)等。

6.3 风险点划分

6.3.1 风险点划分原则

将一个独立的生产、销售场点作为一个危险源管理单元，划分成若干个风险点进行风险

辨识、评估和管控，风险点划分应遵循“大小适中、功能独立、易于管理、范围清晰”的原

则。一般按危险、有害因素失控时可能波及的范围来划分风险点。如：

a） 1.1级具有整体爆炸危险的工房为一个风险点；

b） 1.2级、1.3级、1.4级无整体爆炸危险性或无重大危险性的工房内，有实体墙隔离、

同类生产工艺、同类产品的一个或若干个工作间为一个风险点；也可以一个独立生

产工房为一个风险点；

c） 一个独立的库房、仓库、库区值班室为一个风险点；

d） 独立设置的水油相制备工房、基质制备工房、现场混装炸药车、上料塔、贮罐区、

开箱台、中转站台、试验场、销毁场等为一个风险点；

e） 一套或一个独立的消防给水、废水处理、电气、自动控制和电信、供暖、通风和空

气调节等辅助公用设施为一个风险点；

f） 运输、施工、维修、起重、动火动焊等有危险的作业活动场所为一个风险点；

g） 安全管理现状作为一个风险点。

6.3.2 风险点排查清单

根据风险点划分的原则，对生产、销售各环节、全过程进行风险点排查，列出清单。风

险点排查清单示例见图 2。
风险点排查清单

序号 风险点 事故类型
危险有害因素 分类

1 XXX 工房

XXX 工序

XXX 工序

……

2 …… ……

图 2 风险点排查清单示例

6.4 危险有害因素辨识

选用 6.2中的辨识方法，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国家、行业和企业标准，结合生产

现场的现状并参考事故案例等，逐一辨识出风险点存在或可能存在的导致 GB 6441中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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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的危险有害因素，以及导致财产损失、职业健康损害、环境污染等的危险有害因素，按

照 GB/T 13861中人的因素、物的因素、环境因素和管理因素进行分类，列出辨识结果，示

例见图 3。
风险点危险有害因素辨识结果

序号 风险点 危险有害因素 分类
GB/T13861 中代

码
事故类别

1 乳化炸药

制药工房

油相制

备工序

复合油相

物的因素

2203 火灾

温控装置失灵 210202 火灾

过滤装置损坏 210101 爆炸

油相材料堆放距热源过近 人的因素 120202 火灾

混入少量氧化性物质 环境因素 3103 火灾

未配备劳动保护用品 管理因素 44 灼烫

乳化工

序

设备故障

物的因素

210103 爆炸

设备引起断料、断冷却水 210199 爆炸

连锁失灵 211299 爆炸

过滤网破损失效 210101 爆炸

乳胶基质、炸药 2201 爆炸

没按规定清洗设备，导致结晶
管理因素

42 爆炸

设备超期服役 42 爆炸

巡视人员应急处置不当 人的因素 1202 爆炸

照明不足，掩盖异常 环境因素 3110 爆炸

…… …… …… …… …… …… ……

…… …… …… …… …… …… ……

图 3 风险点危险有害因素辨识结果示例

7 风险评估与分级

7.1 总则

根据采用的评估方法和相应的分级规则判定风险点的风险等级。当不同的评估方法得出

不同风险等级的结果时，按级别高的结果为准。

7.2 固有风险的评估与分级

7.2.1 固有风险评估方法

对于风险点的固有风险，可选用以下的评估方法进行定性、定量评估：

a）作业条件危险性分析法（LEC法）*，见附录 A；

b）重大危险源评估法*；

c）风险矩阵分析法（LS）；

d）危险指数方法(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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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职业病危害分级法；

f）风险程度分析法（MES）等。

注：带“*”的是必须采用的方法。

7.2.2 风险分级

作业条件危险性分析法（LEC 法）、重大危险源评估法的风险等级判定见表 1、表 2。

表 1 LEC 法的风险等级划分

分数值 风险级别

≥500 1级 重大风险（红色）

≥100～＜500 2级 较大风险（橙色）

≥50～＜100 3级 一般风险（黄色）

＜50 4级 低风险（蓝色）

表 2 重大危险源评估法的风险等级划分

重大危险源 风险级别

重大危险源，且个人和社会风险不可接受 1级 重大风险（红色）

一、二级重大危险源 2级 较大风险（橙色）

三级重大危险源 3级 一般风险（黄色）

四级重大危险源 4级 低风险（蓝色）

7.3 现实风险的评估与分级

采用安全检查表法等方法对风险点中导致现实风险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分析评估，按危

险有害因素的性质和可能导致的事故后果，进行风险评估与分级，见表 3。

表 3 现实风险的危险有害因素风险等级划分

危险有害因素可能导致的后果 风险级别

风险点内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强制性条款，参照既往事故案例和现

场安全条件分析，可能导致 3 人（含 3 人）以上死亡，或者 10 人（含 10 人）

以上重伤，或者 1000 万元（含 1000 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

1级
重 大 风 险

（红色）

风险点内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条款，可能导致 3人以下死亡，或者

3 人（含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重伤，或者 500 万元（含 500 万元）以上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2级
较 大 风 险

（橙色）

风险点内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企业制度和规程条款，可能导致 3

人以下受伤，或者 5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可能导致职业危害和环

境污染事故

3级
一 般 风 险

（黄色）

风险点内危险有害因素不会发生火灾、爆炸等导致人员伤亡、较大财产损失或

其它较严重后果等情况时
4级

低风险

（蓝色）

8 风险分级管控

8.1 风险等级警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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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在风险点醒目处设立风险等级、危险有害因素、应急措施和相应颜色的警示标识，

在生产区、库区等入口设置“红、橙、黄、蓝”四色安全风险空间分布图警示牌。

8.2 风险控制措施

8.2.1 工程技术措施

风险控制的工程技术措施主要包括：

a) 消除或减弱，通过对装置、设备设施、工艺等的设计来消除或减弱危险源的影响，

如采用自动化新工艺，采用隔振、阻尼、吸声措施减弱噪声危害等；

b) 替代，用低危害物质替代或降低系统能量，如较低的动力、电流、电压、温度等；

c) 封闭，对产生或导致危害的设施或场所进行密闭；

d) 隔离，通过隔离带、栅栏等把人与危险区域隔开，采用人机隔离生产工艺等；

e) 移开或改变方向，如危险及有毒气体的排放口。

8.2.2 管理（行政）措施

风险控制的管理（行政）措施主要包括：

a) 制定实施安全管理制度、安全责任制和安全操作规程等；

b) 减少暴露时间（如异常温度或有害环境）；

c) 监测监控，如使用电子监控系统、安全连锁系统、火灾报警系统等。

8.2.3 教育培训

风险控制的教育培训措施主要包括：

a) 安全管理人员培训；

b) 从业人员上岗、转岗培训，提高员工的安全风险认识和安全技能水平；

c) 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新材料时的“五新”专项培训；

d) 特殊工种培训等。

8.2.4 个体防护措施

风险控制的个体防护措施包括：防护服、耳塞、听力防护罩、防护眼镜、防护手套、绝

缘鞋、呼吸器等。当出现下列等情况时，应采取个体防护措施：

a) 当工程控制措施不能消除或减弱危险有害因素时；

b) 当处置异常或紧急情况时；

c) 当发生变更，但风险控制措施还没有及时到位时。

8.2.5 应急处置措施

风险控制的应急处置措施主要包括：

a) 制定应急预案、现场处置方案，准备应急物资、设置报警装置和疏散通道；

b) 通过应急培训、演练等措施，确认和提高相关人员的应急能力，以防止和减少安全

不良后果。

8.3 风险控制措施的评审

风险控制措施应具备安全性、可行性、可靠性、先进性和经济性，风险控制措施在实施

前企业应针对以下内容进行评审：

a) 是否符合风险控制措施的选择原则；

b) 是否使风险降低至可接受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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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是否产生新的危险源或危险有害因素；

d) 是否有优化对比方案。

8.4 风险分级管控要求

风险分级管控应遵循齐抓共管不留死角、分级负责有所侧重、等级越高管控层级越高的

原则，上一级负责管控的风险点，下一级应同时负责管控，各级安全管理人员应不定期进行

巡视管控，并逐级落实控制措施。企业风险分级管控一般可分为公司（生产点、销售点）级、

车间（部门）级、班组级三级，风险分级管控要求见表 4。企业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风险

分级管控办法。

表 4 风险分级管控要求

风险级别 管控级别 管控要求

1 级 重大风险（红色） 公司级

重大风险，主要安全负责人应立即停产整顿采

取措施，降低风险，使风险处于受控状态，才

能恢复生产

2 级 较大风险（橙色） 公司级
较大风险，要高度关注，采取相应风险控制措

施，使风险处于受控状态

3 级 一般风险（黄色） 车间级（部门级）
一般风险，需要关注，应制定风险控制措施，

使风险处于受控状态

4 级 低风险（蓝色） 班组级
低风险，可接受或可容许的风险，应保持关注，

使风险管控措施有效

8.5 风险分级管控清单

企业应根据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估结果，编制各生产点、销售场点的风险分级管控清单，

绘制企业“红、橙、黄、蓝”四色安全风险空间分布图。风险分级管控清单包括各风险点辨

识、评估、分级和管控信息，示例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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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分级管控清单

序

号

风险点

风险

等级

日常管控

系统管控 评估方法
工、库房名

称

涉及工序

及工艺简

要描述

管控层级
责任

单位
责任人

1 水油相制

备工房

溶解、熔

化、泵送
4 级 班组级 乳化班 班长 班长及岗位员

工

作业条件危险性分析

法（LEC）法

安全检查表法（SCL）
重大危险源分级评估

法

2 硝酸铵库 存贮 4 级 班组级 乳化班 班长

3 乳化炸药

制造工房

乳化、冷

却、敏化、

装药、包

装、装车

（定员 5
人）

2 级 公司级 公司
公司分管

领导

公司主要负责

人、分管领导、

相关部门、车间

和班组

4
起爆具自

动化熔注

工房

配料、熔

化、浇注、

凉药、脱模

（定员 2
人）

3 级 车间级
起爆具车

间
车间主任

相关部门、车间

和班组

5
雷管手工

装配工房

卡中印

4 级

车间级
雷管装配

车间
车间主任

相关部门、车间

和班组

卡口

导通

激光编码 3 级

装盒 4 级

6
雷管自动

装配工房

基础雷管

上线、转

模，卡口、

编码、卸

模、装箱工

序全部自

动作业

4 级 班组级 装配班 班长
班长及岗位员

工

图 4 风险分级管控清单示例

9 效果验证和持续改进

9.1 企业每年至少应对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建设进行一次系统性评审，对现行风险分级管控

体系实施效果进行验证、分析和提升，保持体系的先进性、适用性、有效性和准确性。

9.2 当有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新材料投入应用，或危险点在产品结构、产

能规模、定员人数、政策法规发生变化，或发生了人身伤亡事故，或自然灾害恢复生产前，

应对相关系统进行一次辨识、评估，并全面记录辨识和评估过程，更新风险分级管控清单，

完善风险档案。

9.3 企业应建立不同职能和层级间的内部沟通机制和用于与相关方的外部风险管控沟通机

制，及时有效传递风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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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法（LEC 法）

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LEC)法，是对具有潜在危险性作业环境中的危险源进行安全评价的方法，它

是用 3 种因素指标值之乘积来评价系统风险 D 的大小，3 种因素是：L 为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大小，E 为

人体暴露在这种危险环境中的频繁程度，C 为一旦发生事故会造成的损失后果。

为了简化评价过程，采取半定量计值法，给 3 种因素的不同等级确定相应的分值，再以 3 个分值

的乘积 D 代表评价系统的危险性，D 值越大，说明该系统危险性大，即：D=L×E×C。L 值的确定见表

A.1，E 值的确定见表 A.2，C 值的确定见表 A.3。

表 A.1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L)

分数值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10 完全可以预料

6 相当可能

3 可能，但不经常

1 可能性小，完全意外

0.5 很不可能，可以设想

0.2 极不可能

0.1 实际不可能

表 A.2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E)

分数值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

10 连续暴露

6 每天工作时间内暴露

3 每周一次或偶然暴露

2 每月一次暴露

1 每年几次暴露

0.5 非常罕见暴露

表 A.3 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C)

分数值 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

100 大灾难，许多人死亡，或造成重大财产损失

40 灾难，数人死亡，或造成很大财产损失

15 非常严重，一人死亡，或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

7 严重，重伤，或造成较小的财产损失

4 重大，致残，或很小的财产损失

1 引人注目，不利于基本的安全健康要求

对于库房和仓库以及非民爆生产类的风险点，根据上述方法原理计算系统风险 D 值。

对于民爆生产类的风险点，根据民爆行业危险和事故的特点，为增加本方法的科学性、适用性和

一致性，在上述数学模型的基础上，对 L 值（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增加了人员防护影响系数（α），赋

分标准见表 A.4。

https://baike.so.com/doc/954231-10086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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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后，生产类风险点系统风险计算公式为：D=（α）L×E×C。

表 A.4 三种要素及影响系数的取值

L值及人员防护影响系数α E值 C值

1. L值

行业中该类工艺及设备设施：

a）已有爆炸事故案例的取 3；

b）已有爆燃事故案例的取 2；

c）已有燃烧事故事故的取 1；

d）其它取 0.1～0.5。

2. 人员防护影响系数α取值

a）1.1级的工房取 1.3；

b）1.2级、1.3级、1.4级危险等级工房，α取值：

风险点人员全部实现人机隔离取 0.5；

风险点人员仅能实现人体局部防护取 0.8；

风险点人员无防护或无有效防护取 1.0。

单班作业制、或小于

等于 8h的取 3；

两班作业制、或小于

等于 18h的取 4；

三班作业制 24h 连续

生产的取 6。

有整体爆炸危险

的 1.1级工房应计算最

大允许定员

其它危险等级的

风险点应计算一次事

故可能涉及的最多人

员

a
危险点的事故案例，以国内事故统计资料为准，或通过公开的文献、网络等手段查询获取，也可通过

行业专家咨询获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