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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http://www.chemicalsafety.org.cn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一、特殊作业对监护人的基本要求

l 特殊作业监护人，是指专职负责落实现场特殊作业安

全措施、实时监督作业过程、及时处理异常情况的人

员，是对现场特殊作业负有安全监督和保护责任的人。

落实安全措
施

监督作业过
程

处理异常情
况

保护生命财
产

（一）监护人的定义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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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一、特殊作业对监护人的基本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
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
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
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
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二）法律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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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一、特殊作业对监护人的基本要求

《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
            （GB 30871-2022）

   4.10.作业期间应设监护人。

    监护人应由具有生产（作业）实践经验的人员担任，并经专项

培训考试合格，佩戴明显标识，持培训合格证上岗。

   监护人的通用职责要求有：

   1.作业前检查安全作业票。安全作业票应与作业内容相符并在

有效期内；核查安全作业票中各项安全措施已得到落实；

    2.确认相关作业人员持有效资格证书上岗；

（二）法律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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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一、特殊作业对监护人的基本要求

            《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GB 30871-2022）

    3.核查作业人员配备和使用的个体防护装备满足作业要求；

    4.对作业人员的行为和现场安全作业条件进行检查与监督，负责作业现场的安全协调

与联系；

    5.当作业现场出现异常情况时应中止作业，并采取安全有效措施进行应急处置；当作

业人员违章时，应及时制止违章，情节严重时，应收回安全作业票、中止作业；

    6.作业期间，监护人不应擅自离开作业现场且不应从事与监护无关的事。确需离开作

业现场时，应收回安全作业票，中止作业。

（二）法律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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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殊作业对监护人的基本要求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1. 检修、维护、
故障处理、物
料处理等涉及
的特殊作业，
一般是在不停
车或带料的情
况下进行，存
在火灾爆炸、
中毒等诸多风
险。

2.特殊作业的人员
可能会出现违章作
业等冒险行为，也
极易造成人身伤害。

（三）为什么要设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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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殊作业对监护人的基本要求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3. 特殊作业现场环境十分复杂，当生产出现异常，或作

业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易发生火灾、爆炸、窒息和电

击、物体打击等意外事故；设置监护人就是要及时发现

危险并采取响应措施，从而保障作业人员的安全。

（三）为什么要设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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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一、特殊作业对监护人的基本要求

（四）监护人的任职要求

具 备 一 定 的
工 作 经 验 、
较 强 责 任 心
和敬业精神；

 熟练掌握工艺流程、
设备使用、物料走
向、物料特点和生
产装置环境状况；

熟练掌握防火、
防爆、防中毒、
防窒息、防触电、
气防、消防器材
的一般知识，应
掌握现场救护的
一般知识；

0301.

02.

监护人的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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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一、特殊作业对监护人的基本要求

（四）监护人的任职要求

熟练掌握报告
火警、紧急救
护联络的方法；

熟练撑握应急报告
程序，能及时向作
业人员报警并向属
地管理人员报告；

掌握被监护对
象的作业内容、
作业范围和作
业的安全施工
方案。

06.04.

05.

监护人的任职要求

能识别
风险

能管控
风险

能应急
决断

能实施
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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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一、特殊作业对监护人的基本要求

（五）监护人的权利

l l

l l

制止权 收回权

报告权 停工权

制止违章行为 收回作业许可

汇报上级主管 停止进行作业

监护人的权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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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一、特殊作业对监护人的基本要求

（五）监护人的权利

下列情况监护人
可以停止作业并上报

属地负责人

作业时间、部位、
人员、内容发生改
变；

作业环境和条
件发生变化；

进行的作业与施
工方案发生重大
偏离；

发现有可能造成人身伤
害的违章行为；

现场作业人员发
现重大安全隐患；

事故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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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一、特殊作业对监护人的基本要求

（六）监护人的履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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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一、特殊作业对监护人的基本要求

作业前
作业中

作业后

确认作业票
证，核实措
施。

认真监督检查，制
止违章；
及时发现隐患，合
理处置；
遇到突发险情，果
断应急。

做好善后处理，
签字确认。

（六）监护人的履职要求

1.监护人的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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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一、特殊作业对监护人的基本要求

（六）监护人的履职要求

熟悉作业票证，熟
悉被监护人的工作
任务、作业内容、
范围。

熟悉施工负责人，实际
作业人。包括对方的姓
名、特种作业资质、职
务和联系方法。 

对作业环境进行检
查确认。（是否达
到安全作业条件）

检查安全措施落实情
况。（吹扫、置换、
隔离、封堵、脚手架、
工具、设备）

作业前监护准备

1.监护人的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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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一、特殊作业对监护人的基本要求

（六）监护人的履职要求

1.监护人的工作内容

作业环境
有无发生
变化。

作业人员有无冒
险作业、违章作
业。

作业人员从事与作
业计划内容或范围
不相同的作业。

劳保护具是
否穿戴使用。

作业过程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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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一、特殊作业对监护人的基本要求

（六）监护人的履职要求

1.监护人的工作内容

清点现场人员，
查看是否缺少。

检查作业现场有无
遗留火种，容器内
是否遗留人员和工
器具材料等，现场
的临时电源是否切
断。

作业结束后监护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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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一、特殊作业对监护人的基本要求

（六）监护人的履职要求

2.监护人的监护法则

信盲板隔绝，
不信阀门关闭；

信化验分析，
不信感觉嗅觉；

信逐级签字，
不信口头同意；

信自已检查，
不信别人介绍；

信科学措施，
不信经验主义。

监护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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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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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二、特殊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l牢记职责
1.做好监督、保护作用。

2.不做“旁观者”。

l坚持原则
1.对违反标准规定或公司管

理制度要求的问题一视同仁。

2.不做“差不多先生”。

监护人通用监护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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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二、特殊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l核查票证

查验作业证应重点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1.安全作业证的基础信息填写全面；

    2.作业人员与实际作业人员一致，人员数量与实际一致；

    3.危害辨识准确、全面，安全措施选择正确并得到落实；

    4.作业票审批流程中，各环节时间符合实际、前后程序正确；

    5.关联作业票已按要求办理。

监护人通用监护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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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二、特殊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l杜绝违章 作业人员违章 自身违章

1.违章指挥

2.违规作业

3.违反监护人职责要求

监护人通用监护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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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二、特殊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l做好服务

 为作业人员服务

注意：

监护工作是专职的，监

护人员不得做与监护无

关的事

监护人通用监护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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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二、特殊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l预判险情 作业场所附近

险情必有先兆

l果断决策 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

监护人通用监护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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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二、特殊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l正确处置 立即处置

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基础上开展应急处置

监护人通用监护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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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二、特殊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动火
作业 受限

空间
作业

盲板
抽堵
作业

高处
作业临时

用电
作业

断路
作业

动土
作业

吊装
作业

各种特殊作业监护要点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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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二、特殊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一）动火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动火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1.确认安全交底和培训合格。

 2.确认已消除/泄压/排放/吹扫/置换/冲洗，内部物料清理干净。

3.确认动火点30米范围无可燃气体排放。

4.确认已按批准的方案进行能量隔离/挂牌上锁。

5.确认与动火设备相连的所有管线，已加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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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二、特殊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一）动火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8.确认电焊机具经过准入检查且有效。

 9.确认气体监测合格特级、一级动火作业中断时间超过30 min，二级动火作
业中断时间超过60 min，应重新进行气体分析；每日动火前均应进行气体分
析。特级动火作业期间应连续进行监测。

 6.在油气罐区防火堤内进行动火作业时，不应同时进行切水、取样作业。

7.确认现场动火使用气瓶间距、动火点间距合规。

动火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http://www.chemicalsafety.org.cn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二、特殊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一）动火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动火作业监护要点 

10.确认动火点（最小半径15米）下水井、地漏、地沟、
电缆沟等已清除易燃物。

11.确认已配备灭火设施，如灭火器/消防沙/灭火毯等。

12.确认动火结束后监护人留守现场，直到确认无任何火患。

13.监督作业人员无违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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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二、特殊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二）高处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高处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1.高处作业人员不应站在不牢固的结构物上进行作业。

2.不应在未固定、无防护设施的构件及管道上进行作业或通行。

3.确认作业方高处作业禁止投掷工具、材料和杂物等；工具
应有防掉绳，并放入工具袋。

4.确认作业方30米以上高处作业配备通讯、联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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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二、特殊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二）高处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高处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5.确认作业人员佩戴安全带并高挂低用。

6.确认拆除脚手架、防护棚时，应设警戒区并派专人
监护，不应上下同时施工。

7.确认垂直分层作业中间有隔离设（防护网），确认脚
手架设置有护栏和警示标识。

8.确认工完料净场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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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二、特殊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三）受限空间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受限空间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作业前，核查作业票、统计人数、确定联络方式、核查
工具、约定应急措施。
作业中，在受限空间外全程监护、与受限空间内人员保
持联系、保持出入口畅通。作业现场应配置移动式气体
检测报警仪，连续检测受限空间内可燃气体、有毒气体
及氧气浓度，并2 h记录1次；气体浓度超限报警时，
应立即停止作业、撤离人员、对现场进行处理。
作业后，清点人员和工具、封闭受限空间入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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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二、特殊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三）受限空间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受限空间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对监护人的特殊要求：

1.监护人应在受限空间外进行全程监护，不应在无任何防护措

施的情况下探入或进入受限空间；

2.在风险较大的受限空间作业时，应增加监护人员，并随时与

受限空间内作业人员保持联络；

3.监护人应对进入受限空间的人员及其携带的工器具种类、数

量进行登记，作业完毕后再次进行清点,防止遗漏在受限空间内。

进入受限空间请

登记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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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二、特殊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四）动土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动土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1.确认作业方已按作业方案图划线和立桩。

2.确认作业方人员出入口和撤离安全措施已落实。

3.确认作业方已进行放坡处理和固壁支撑，保证
不引起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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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二、特殊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四）动土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动土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4.确认动土作业现场设置围栏、警戒线、警告牌以防
人跌落。

6.确认是否有可燃气体管道，若有则禁止机械开挖，
确认地下供排水、工艺管线保护措施已落实。

5.确认动土作业现场夜间有充足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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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二、特殊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四）动土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动土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7.确认静电接地、避雷带保护措施已落实。

8.确认挖掘岸边1m内无堆物。

9.确认已确定要挖掘的精确位置（可附示意图）。

10.确认已按要求向作业方提供作业地点平面图，动土
范围（包括深度、面积）无障碍物是否在总图上做标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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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二、特殊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五）盲板抽堵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盲板抽堵作业监护要点

3.在火灾爆炸危险场所进行盲板抽堵作业时，距盲板抽堵作业地
点30m内不应有动火作业。

2.确认系统已经能量隔离、冲洗、吹扫、置换、冷却。

  1.确认作业前，应降低系统管道压力至常压，保持作业现场通风良好。

4.确认根据工艺特性及介质选取防护用具/空气呼吸器/长管式呼吸
器/防毒口罩/防毒面具/防护面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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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二、特殊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五）盲板抽堵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盲板抽堵作业监护要点

5.确认涉及有毒易燃易爆等作业时使用防爆工具、还应佩戴移动
式气体检测仪。

6.确认盲板（安装、拆除）编号与图纸务必对应。

7.不应在同一管道上同时进行两处或两处以上的盲板抽堵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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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吊装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吊装作业监护要点 

1.确认作业方支腿地面平整、坚实、有枕木垫平。

2.确认作业方持证上岗，有规定的联络信号，统一指挥。

3.确认作业方指派专人监护，非作业人员禁止入内。

 4.确认作业方已在吊装现场已按照要求设置围栏、警戒线、警告牌。

5.确认悬吊重物下方站人、通行和工作，不准吊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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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吊装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吊装作业监护要点 

6.确认作业方吊装绳索、揽风绳、拖拉绳等避免同带电线路接触，并保持安全距离。

7.确认作业方作业高度和转臂范围内，无架空线路或管线、电缆桥架已做好防
护措施。

8.确认起吊物的质量（t）在吊装机械的承重范围。

9.吊装场所如有含危险物料的设备、管道时，应制定详细吊装方案，并对设备、
管道采取有效防护措施，必要时停车，放空物料，置换后再进行吊装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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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临时用电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临时用电作业监护要点 

1.确认临时用电由专业电工操作。

 2.确认临时用电线路无裸露，电缆无老化、破皮，电缆接头不合格。

3.确认临时用电配电箱有防雨措施、无破损，确认。

4.确认现场焊机、电动工具等用电设施经过检查并贴标。
接、拆线路作业时，应有监护人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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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临时用电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6.确认临时用电配电箱执行一机一闸一保护规定。

7.电气设备没有进行合适的接地。

8.确认临时电缆采取保护措施（过路、架空）。

9.配电箱内插座、电气元件破损，配电箱应设安全警示标识，并接地良好。

10.开关箱距离地面高度小于600mm。

临时用电作业监护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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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断路作业安全监护要点

断路作业监护要点 

1.作业单位应根据需要在断路的路口和相关道路上设置交通警示
标志，在作业区域附近设置路栏、道路作业警示灯、导向标等交
通警示设施。
2.在夜间或雨、雪、雾天进行断路作业时设置的道路作业警示灯，
应满足以下要求：
    a）设置高度应离地面1.5m，不低于1.0m；
    b）其设置应能反映作业区域的轮廓；
    c）应能发出至少自150m以外清晰可见的连续、闪烁或旋转的
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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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三、典型安全事故及监护期间应急处置措施

       案例一：2010年6月29日，辽阳石化分公司在清理原油罐作业时

发生爆燃事故，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

事故直接原因是：

     1.监管不到位。在《原油输转车间操作规程》、甲乙双方共同办理

的《进入有限空间作业票》、签订的《安全合同》、甲方提交乙方的

《风险评价报告》中，都明确要求使用防爆灯具和防爆工具，但承包

商违章使用了非防爆灯具和铁制工具，甲方车间现场监管人员，工艺

技术员，安全员和车间主任都没有去现场检查确认，即签字同意作业。     

      2.检测取样不规范。作业过程中，车间现场监管人员两次分析罐内

可燃气成分，采样点为罐人孔处，不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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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二： 2012年11月11日，神华某煤化公司发生一起

硫化氢中毒事故，造成3人死亡。

事故直接原因是：

     在清理脱色清液罐中的活性炭时，班长毛某在未进行气体

检测、未办理作业票、未进行有效防护、无人监护的情况下，

违章进入受限空间（脱色清液罐体）内作业，导致硫化氢气

体中毒。张某、杨某两人在缺乏安全常识、未佩戴安全防护

设施、盲目施救过程中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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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三：2018年5月12日，上海某石化公司在拆除内浮顶储罐浮

箱过程中，发生一起爆燃事故，造成6人死亡。

事故直接原因是：

       内浮顶储罐的浮盘铝合金浮箱组件有内漏积液（苯），在拆除浮

箱过程中，浮箱内的苯外泄在储罐底板上且未被及时清理。由于苯易

挥发且储罐内封闭环境无有效通风，易燃的苯蒸气与空气混合形成爆

炸环境，局部浓度达到爆炸极限。罐内作业人员拆除浮箱过程中，使

用的非防爆工具及作业过程可能产生的点火能量，遇混合气体发生爆

燃，燃烧产生的高温又将其他铝合金浮箱熔融，使浮箱内积存的苯外

泄造成短时间持续燃烧。

三、典型事故案例及监护期间应急处置措施



http://www.chemicalsafety.org.cn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案例三：2018年5月12日，上海某石化公司在拆除内浮

顶储罐浮箱过程中，发生一起爆燃事故，造成6人死亡。

事故间接原因：

  1.知道作业内容发生重大变化后，承包商未调整施工方案；

  2.作业过程中监护人员未督促作业人员按要求使用防爆工器

具；

  3.监护人员在知道作业内容发生重大变化且施工方案未做变

更的情况下，未及时要求停止作业。

三、典型事故案例及监护期间应急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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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处置措施一：  立即停

止作业；
    涉及到动火、受限空间、高处作

业等，务必要采取切断电源、转移

作业人员及气瓶等应急措施。

  

三、典型事故案例及监护期间应急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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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置措施二： 报告；
    

   发生事故后，监护人向作业现场负

责人报告事故情况，作业现场负责

人根据事故情况向企业主要负责人

进行汇报；

  

三、典型事故案例及监护期间应急处置措施



http://www.chemicalsafety.org.cn

“化危为安” 线上讲堂

应急处置措施三： 自救互救；
    

   尽可能的展开自救互救；在判断可

否采取自主救援、互救等方式采取

何种救援，同时，启动相应的应急

预案；

  

三、典型事故案例及监护期间应急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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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置四：施救受困人员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非进入式或进入式救援，并确保救援

人员人身安全；若现场不具备自主救援条件，应及时拨打 

119 和 120，依靠专业救援力量开展救援工作，决不允许强

行施救。

      受困人员救出后，应迅速转移至安全、空气新鲜处，进

行正确、有效的现场救护，以挽救人员生命，减轻伤害。发

生事故后，企业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自救互救措施，必须竭

尽全力实施以下救人措施：

      ①止血     ②包扎     ③固定     ④搬运    ⑤心肺复苏

三、典型事故案例及监护期间应急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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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置五：抢救受伤人员
    

     及时、安全、迅速地将伤员搬至安全地带，防止再次损伤。

担架搬运法是最常用的搬运方法，适用于病情较重、 搬运路

途较长的伤病员。搬运时由3〜4人组成一组,将患者移上担架；

使患者头部向后，足部向前，后面的担架员随时观察伤病员

的情况；担架员脚步行动要一致，平稳前进；向高处抬时，

前面的担架员要放低，后面的担架员要抬高，使伤病员

保持水平状态；向低处抬时，则相反。

三、典型事故案例及监护期间应急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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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置六：扑灭火势
    

    电气类设施、遇湿易燃类物品着火不能用泡沫型灭火器和水型

灭火器。

    狭窄空间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容易造成人员吸入二氧化碳窒

息。

    油品类着火用水型灭火器只能冷却，不能扑灭火灾；初期火灾

可用干粉灭火器、泡沫灭火器，火势蔓延时用泡沫灭火。

   沙土不能用于扑灭爆炸物火灾。

   同一场所选用的灭火器、灭火剂应相容。

三、典型事故案例及监护期间应急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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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章不一定出事故,

但事故必出自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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