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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特种作业目录修订对照表 

（阴影部分为删除的内容，黑体部分为修改或者增加的内容） 

序号 原目录 修订后目录 调整说明 

1 

1 电工作业 

指对电气设备进行运行、维护、安装、

检修、改造、施工、调试等作业（不含电力

系统进网作业）。 

1 电工作业 

指对电气设备进行运行、维护、安装、

检修、改造、施工、调试等作业（不含电力

系统进网作业）。 

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国发〔2017〕46 号），进网作业电工证书整合纳

入特种作业操作证管理，删除（不含电力系统进网

作业）。 

2 

1.1 高压电工作业 

指对 1 千伏（kV）及以上的高压电气设

备进行运行、维护、安装、检修、改造、施

工、调试、试验及绝缘工、器具进行试验的

作业。 

1.1 高压电工作业 

指对 1 千伏（kV）及以上的高压电气设

备进行运行、维护、安装、检修、改造、施

工、调试、试验及绝缘工、器具进行试验的

作业（取得高压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可以从

事低压电工作业）。 

1. 为避免重复取证，明确取得高压电工特种作业操

作证可以从事低压电工作业。 

2. 将“防爆电气作业”要求增加至“高压电工作业”

考试内容。 

3 

1.2 低压电工作业 

指对 1 千伏（kV）以下的低压电器设备

进行安装、调试、运行操作、维护、检修、

改造施工和试验的作业。 

1.2 低压电工作业 

指对 1 千伏（kV）以下的低压电气设备

进行安装、调试、运行操作、维护、检修、

改造施工和试验的作业。 

目录无变化，将“防爆电气作业”要求增加至“低

压电工作业”考试内容 

4 

1.3 电力电缆作业 

指对电力电缆进行安装、检修、试验、

运行、维护等作业。 

1.3 电力电缆作业 

指对电力电缆进行安装、检修、试验、

运行、维护等作业。 

无变化 

5 

1.4 继电保护作业 

指对电力系统中的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

进行运行、维护、调试及检验的作业。 

1.4 继电保护作业 

指对电力系统中的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

进行运行、维护、调试及检验的作业。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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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目录 修订后目录 调整说明 

6 

1.5 电气试验作业 

对电力系统中的电气设备专门进行交接

试验及预防性试验等的作业。 

1.5 电气试验作业 

对电力系统中的电气设备专门进行交接

试验及预防性试验等的作业。 

无变化 

7 

1.6 防爆电气作业 

指对各种防爆电气设备进行安装、检修、

维护的作业。 

适用于除煤矿井下以外的防爆电气作

业。 

1.6 防爆电气作业 

指对各种防爆电气设备进行安装、检

修、维护的作业。 

适用于除煤矿井下以外的防爆电气作

业。 

删除。 

1.防爆电气作业是电工作业的通用要求，高压、低

压环境均有防爆要求，独立设置造成重复取证，因

此删除，并在“高压电工作业”、“低压电工作业”

中增加防爆电气作业考试内容。 

8 

2 焊接与热切割作业 

指运用焊接或者热切割方法对材料进行

加工的作业（不含《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规定的有关作业）。 

2 焊接与热切割作业 

指运用焊接或者热切割方法对材料进行

加工的作业（不含《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规定的有关作业）。 

无变化 

9 

2.1 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 

指使用局部加热的方法将连接处的金属

或其他材料加热至熔化状态而完成焊接与切

割的作业。 

适用于气焊与气割、焊条电弧焊与碳弧

气刨、埋弧焊、气体保护焊、等离子弧焊、

电渣焊、电子束焊、激光焊、氧熔剂切割、

激光切割、等离子切割等作业。 

2.1 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 

指使用局部加热的方法将连接处的金属

或其他材料加热至熔化状态而完成焊接与切

割的作业。 

适用于气焊与气割、焊条电弧焊与碳弧

气刨、埋弧焊、气体保护焊、等离子弧焊、

电渣焊、电子束焊、激光焊、氧熔剂切割、

激光切割、等离子切割等作业。 

根据操作项目的实际作业情况，激光焊安全风险低，

删除有关内容。 

10 

2.2 压力焊作业 

指利用焊接时施加一定压力而完成的焊

接作业。 

适用于电阻焊、气压焊、爆炸焊、摩擦

焊、冷压焊、超声波焊、锻焊等作业。 

2.2 压力焊作业 

指利用焊接时施加一定压力而完成的焊

接作业。 

适用于电阻焊、气压焊、爆炸焊、摩擦

焊、冷压焊、超声波焊、锻焊等作业。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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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目录 修订后目录 调整说明 

11 

2.3 钎焊作业 

指使用比母材熔点低的材料作钎料，将

焊件和钎料加热到高于钎料熔点，但低于母

材熔点的温度，利用液态钎料润湿母材，填

充接头间隙并与母材相互扩散而实现连接焊

件的作业。 

适用于火焰钎焊作业、电阻钎焊作业、

感应钎焊作业、浸渍钎焊作业、炉中钎焊作

业，不包括烙铁钎焊作业。 

2.3 钎焊作业 

指使用比母材熔点低的材料作钎料，将

焊件和钎料加热到高于钎料熔点，但低于母

材熔点的温度，利用液态钎料润湿母材，填

充接头间隙并与母材相互扩散而实现连接焊

件的作业。 

适用于火焰钎焊作业、电阻钎焊作业、

感应钎焊作业、浸渍钎焊作业、炉中钎焊作

业，不包括烙铁钎焊作业。 

删除。 

随着技术进步，“钎焊作业”危险性明显降低，没

有必要再纳入特种作业管理。 

12 

3 高处作业 

指专门或经常在坠落高度基准面 2 米及

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 

3 高处作业 

指专门或经常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及

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以下作业。 

根据近年来实施情况，为便更加准确界定工作岗位，

修改文字表述。 

13 

3.1 登高架设作业 

指在高处从事脚手架、跨越架架设或拆

除的作业。 

3.1 登高架设作业 

指在高处从事脚手架、跨越架架设或拆

除的作业。 

无变化 

14 

3.2 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 

指在高处从事安装、维护、拆除的作业。 

适用于利用专用设备进行建筑物内外装

饰、清洁、装修，电力、电信等线路架设，

高处管道架设，小型空调高处安装、维修，

各种设备设施与户外广告设施的安装、检修、

维护以及在高处从事建筑物、设备设施拆除

作业。 

3.2 高处安装、维护、拆除悬空作业 

指在高处从事安装、维护、拆除的无立

足点或无牢靠立足点的条件下进行的高处作

业。 

适用于利用专用设备进行建筑物内外

装饰、清洁、装修，电力、电信等线路架设，

高处管道架设，小型空调高处安装、维修，

各种设备设施与户外广告设施的安装、检修、

维护以及在高处从事建筑物、设备设施拆除

建筑物检测等作业。 

将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拆分为“悬空作业”、

“攀登作业”，覆盖原作业范围。主要考虑“悬空

作业”、“攀登作业”属于两类不同的作业，一般

由不同人员操作，实际工作中很少重复，拆开后能

更加准确界定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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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目录 修订后目录 调整说明 

3.3 攀登作业 

指在高处从事安装、维护、拆除的施工

现场，借助于登高用具或登高设施，在攀登

条件下进行的高处作业。 

适用于利用专用设备进行建筑物内外

装饰、清洁、装修，电力、电信等线路架设，

高处管道架设，小型空调高处安装、维修，

各种设备设施与户外广告设施的安装、检修、

维护以及在高处从事建筑物、设备设施拆除，

高处设备设施安装、检修、维护、检测等作

业。 

15 

4 制冷与空调作业 

指对大中型制冷与空调设备运行操作、

安装与修理的作业。 

4 制冷与空调作业 

指对大中型制冷与空调设备（制冷量

≥58KW）运行操作、安装与修理的作业。 

根据近年来实施情况，为便更加准确界定工作岗位，

将大中型制冷与空调设备的范围进行明确限定。 

16 

4.1 制冷与空调设备运行操作作业 

指对各类生产经营企业和事业等单位的

大中型制冷与空调设备运行操作的作业。 

适用于化工类(石化、化工、天然气液化、

工艺性空调)生产企业，机械类(冷加工、冷

处理、工艺性空调)生产企业，食品类(酿造、

饮料、速冻或冷冻调理食品、工艺性空调)

生产企业，农副产品加工类(屠宰及肉食品加

工、水产加工、果蔬加工)生产企业，仓储类

(冷库、速冻加工、制冰)生产经营企业，运

输类(冷藏运输)经营企业，服务类(电信机

4.1 制冷与空调设备运行、安装、修理

操作作业 

指对各类生产经营企业和事业等单位的

大中型制冷与空调设备（制冷量≥58KW）运

行、安装、修理操作的作业。 

适用于化工类(石化、化工、天然气液化、

工艺性空调)生产企业，机械类(冷加工、冷

处理、工艺性空调)生产企业，食品类(酿造、

饮料、速冻或冷冻调理食品、工艺性空调)

生产企业，农副产品加工类(屠宰及肉食品加

工、水产加工、果蔬加工)生产企业，仓储类

将 4.1、4.2 重新拆分为“制冷设备运行、安装、修

理操作作业”和“空调设备运行、安装、修理操作

作业”作业，覆盖原作业范围。主要原因： 

一是制冷设备与空调设备的差别较大，运行、安装、

修理对安全技能的要求差异也比较大。二是无论制

冷设备还是空调设备，运行、安装、修理操作技能

在实际生产中无法独立，作业人员均需掌握，应作

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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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目录 修订后目录 调整说明 

房、体育场馆、建筑的集中空调)经营企业和

事业等单位的大中型制冷与空调设备运行操

作作业。 

(冷库、速冻加工、制冰)生产经营企业，运

输类(冷藏运输)经营企业，体育运动类（人

工滑雪场、人工滑冰场），服务类(电信机房、

体育场馆、建筑的集中空调)经营企业和事业

等单位的大中型制冷与空调设备运行、安装、

修理操作作业。 

17 

4.2 制冷与空调设备安装修理作业 

指对 4.1 所指制冷与空调设备整机、部

件及相关系统进行安装、调试与维修的作业。 

4.2 制冷与空调设备运行、安装、修理

操作作业 

指对 4.1 所指制冷与空调设备整机、部

件及相关系统进行安装、调试与维修的指对

各类生产经营企业和事业等单位的大中型空

调设备（制冷量≥58KW）运行、安装、修理

操作的作业。 

适用于化工类(舒适性空调、工艺性空

调)生产企业，机械类(舒适性空调、工艺性

空调)生产企业，食品类(舒适性空调、工艺

性空调)生产企业，服务类(电信机房、体育

场馆、机场场馆、建筑的集中空调)，经营企

业和事业等单位的大中型空调设备及各种冷

水机组设备的运行、安装、修理操作作业。 

同上 

18 5 煤矿安全作业 5 煤矿安全作业 无变化 

19 

5.1 煤矿井下电气作业 

指从事煤矿井下机电设备的安装、调试、

巡检、维修和故障处理，保证本班机电设备

5.1 煤矿井下电气作业 

指从事煤矿井下机电设备的安装、调试、

巡检、维修和故障处理，保证本班机电设备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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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目录 修订后目录 调整说明 

安全运行的作业。 

适用于与煤共生、伴生的坑探、矿井建

设、开采过程中的井下电钳等作业。 

安全运行的作业。 

适用于与煤共生、伴生的坑探、矿井建

设、开采过程中的井下电钳等作业。 

20 
5.2 煤矿井下爆破作业 

指在煤矿井下进行爆破的作业。 

5.2 煤矿井下爆破作业 

指在煤矿井下进行爆破的作业。 

无变化。 

21 

5.3 煤矿安全监测监控作业 

指从事煤矿井下安全监测监控系统的安

装、调试、巡检、维修，保证其安全运行的

作业。 

适用于与煤共生、伴生的坑探、矿井建

设、开采过程中的安全监测监控作业。 

5.3 煤矿安全监测监控作业 

指从事煤矿井下安全监测监控系统的安

装、调试、巡检、维修，维护和检修，监控

信息处理，保证其安全运行正常运行的作业。 

适用于与煤共生、伴生的坑探、矿井建

设、开采过程中的安全监测监控作业。 

根据实际情况，修订完善了有关内容表述，更加准

确界定工作岗位。 

22 

5.4 煤矿瓦斯检查作业 

指从事煤矿井下瓦斯巡检工作，负责管

辖范围内通风设施的完好及通风、瓦斯情况

检查，按规定填写各种记录，及时处理或汇

报发现的问题的作业。 

适用于与煤共生、伴生的矿井建设、开

采过程中的煤矿井下瓦斯检查作业。 

5.4 煤矿瓦斯检查作业 

指从事煤矿井下瓦斯巡检工作，负责管

辖范围内通风设施的完好及通风、瓦斯情况

检查，按规定填写各种记录，及时处理或汇

报发现的问题的作业。 

适用于与煤共生、伴生的坑探、矿井建

设、开采过程中的煤矿井下瓦斯检查作业。 

无变化。 

23 

5.5 煤矿安全检查作业 

指从事煤矿安全监督检查，巡检生产作

业场所的安全设施和安全生产状况，检查并

督促处理相应事故隐患的作业。 

5.5 煤矿安全检查作业 

指从事煤矿安全监督检查，巡检生产作

业场所的安全设施和安全生产状况，检查并

督促处理相应事故隐患的作业。 

无变化。 

24 

5.6 煤矿提升机操作作业 

指操作煤矿的提升设备运送人员、矿石、

矸石和物料，并负责巡检和运行记录的作业。 

5.6 煤矿提升机操作作业 

指操作煤矿的提升设备运送人员、矿石、

矸石和物料，并负责巡检和运行记录的作业。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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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目录 修订后目录 调整说明 

适用于操作煤矿提升机，包括立井、暗

立井提升机，斜井、暗斜井提升机以及露天

矿山斜坡卷扬提升的提升机作业。 

适用于操作煤矿提升机，包括立井、暗

立井提升机，斜井、暗斜井提升机以及露天

矿山斜坡卷扬提升的提升机作业。 

25 

5.7 煤矿采煤机（掘进机）操作作业 

指在采煤工作面、掘进工作面操作采煤

机、掘进机，从事落煤、装煤、掘进工作，

负责采煤机、掘进机巡检和运行记录，保证

采煤机、掘进机安全运行的作业。 

适用于煤矿开采、掘进过程中的采煤机、

掘进机作业。 

5.7 煤矿采煤机（掘进机）操作作业 

指在采煤工作面、掘进工作面操作采煤

机、掘进机，从事落煤、装煤、掘进工作，

负责采煤机、掘进机巡检和运行记录，保证

采煤机、掘进机安全运行的作业。 

适用于煤矿开采、掘进过程中的采煤

机、掘进机作业。 

5.8 煤矿掘进机操作作业 

指在采煤工作面、掘进工作面操作采煤

机、掘进机，从事落煤、装煤、掘进工作，

负责采煤机、掘进机巡检和运行记录，保证

采煤机、掘进机安全运行的作业。 

适用于煤矿开采、掘进过程中的采煤

机、掘进机作业。 

将 5.7 拆分为“煤矿采煤机操作作业”和“煤矿掘

进机操作作业”，覆盖的人员范围与原内容一致，

主要原因是采煤机操作和掘进机操作属于两个工作

内容差别较大的独立岗位，作为一个作业管理，增

加了有关人员考试难度。 

 

26 

5.8 煤矿瓦斯抽采作业 

指从事煤矿井下瓦斯抽采钻孔施工、封

孔、瓦斯流量测定及瓦斯抽采设备操作等，

保证瓦斯抽采工作安全进行的作业。 

适用于煤矿、与煤共生和伴生的矿井建

设、开采过程中的煤矿地面和井下瓦斯抽采

作业。 

5.9煤矿瓦斯抽采作业 

指从事煤矿井下瓦斯抽采钻孔施工、封

孔、瓦斯流量测定及瓦斯抽采设备操作等，

保证瓦斯抽采工作安全进行的作业。 

适用于煤矿、与煤共生和伴生的矿井建

设、开采过程中的煤矿地面和井下瓦斯抽采

作业。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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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目录 修订后目录 调整说明 

27 

5.9 煤矿防突作业 

指从事煤与瓦斯突出的预测预报、相关

参数的收集与分析、防治突出措施的实施与

检查、防突效果检验等，保证防突工作安全

进行的作业。 

适用于煤矿、与煤共生和伴生的矿井建设、开

采过程中的煤矿井下煤与瓦斯防突作业。 

5.10煤矿防突作业 

指从事煤与瓦斯突出的预测预报、相关

参数的收集与分析、防治突出措施的实施与

检查、防突效果检验、相关参数的观测与记

录等，保证防突工作安全进行的作业。 

适用于煤矿、与煤共生和伴生的矿井建

设、开采过程中的煤矿井下煤与瓦斯防突作

业。 

根据实际情况，修订完善了有关内容表述，更加准

确界定工作岗位。 

28 

5.10 煤矿探放水作业 

指从事煤矿探放水的预测预报、相关参

数的收集与分析、探放水措施的实施与检查、

效果检验等，保证探放水工作安全进行的作

业。 

适用于煤矿、与煤共生和伴生的矿井建

设、开采过程中的煤矿井下探放水作业。 

5.11煤矿探放水作业 

指从事煤矿井下探放水过程中的预测

预报、相关参数的收集与分析、探放水措施

的实施与检查、效果检验、相关参数的观测

与记录等，保证探放水工作安全进行的作业。 

适用于煤矿、与煤共生和伴生的矿井建

设、开采过程中的煤矿井下探放水作业。 

根据实际情况，修订完善了有关内容表述，更加准

确界定工作岗位。 

29 

 5.12 煤矿防冲作业 

指从事矿山冲击地压的危险性预测、防

治冲击地压措施的实施、防冲效果检验、相

关参数的观测与记录等，保证防冲工作安全

进行的作业。 

适用于煤矿、与煤共生和伴生的矿井建

设、开采过程中的煤矿井下防冲作业。 

增加。 

1.冲击地压灾害多发，近年来引发多起重特大安全

生产事故，煤矿防冲作业是防治冲击地压关键基础

环节，对冲击地压风险管控极为重要。 

2.在防冲作业过程中容易发生人员伤亡事故，对操

作者本人、他人的生命健康及周围设施的安全造成

重大危害，符合特种作业有关独立性、危险性和特

殊性等要求。 

30 
 5.13 煤矿无轨胶轮车操作作业 

指在井下驾驶无轨胶轮车，从事运送人

增加。 

1.近年来发生多起井下无轨胶轮车事故，与作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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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目录 修订后目录 调整说明 

员、矸石、物料和设备等工作，负责无轨胶

轮车的检查和运行记录，保证无轨胶轮车安

全运行的作业。 

适用于煤矿、与煤共生和伴生的矿井建

设、开采过程中的煤矿井下无轨胶轮车驾驶

操作作业。 

员安全意识和能力密切相关。 

2.煤矿井下无轨胶轮车驾驶专业性强，井下运输条

件复杂，作业人员需要熟练掌握驾驶前安全检查以

及日常维护保养等工作。 

31 6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作业 6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作业  

32 

6.1 金属非金属矿井通风作业 

指安装井下局部通风机，操作地面主要

扇风机、井下局部通风机和辅助通风机，操

作、维护矿井通风构筑物，进行井下防尘，

使矿井通风系统正常运行，保证局部通风，

以预防中毒窒息和除尘等的作业。 

6.1 金属非金属矿井通风作业 

指安装井下局部通风机，操作地面主要

扇风机、井下局部通风机和辅助通风机，操

作、维护矿井通风构筑物，进行井下防尘，

使矿井通风系统正常运行，保证局部通风，

以预防中毒窒息和除尘等的作业。 

无变化 

33 

6.2 尾矿作业 

指从事尾矿库放矿、筑坝、巡坝、抽洪

和排渗设施的作业。 

适用于金属非金属矿山的尾矿作业。 

6.2 尾矿作业 

指从事尾矿库放矿、筑坝（堆积坝）、

巡坝、抽洪排洪和排渗设施的作业。 

适用于金属非金属矿山的尾矿作业。 

根据操作项目的实际作业情况，对其内容进行了修

订完善，使内容更加准确。 

34 

6.3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检查作业 

指从事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监督检查，

巡检生产作业场所的安全设施和安全生产状

况，检查并督促处理相应事故隐患的作业。 

6.3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检查作业 

指从事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监督检查，

巡检生产作业场所的安全设施和安全生产状

况，检查并督促处理相应事故隐患的作业。 

删除。 

1 目前实际从事安全监督检查的人员是矿山各级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已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应取得

安全知识与能力考核合格证书。 

35 

6.4 金属非金属矿山提升机操作作业 

指操作金属非金属矿山的提升设备运送

人员、矿石、矸石和物料，及负责巡检和运

6.3金属非金属矿山提升机操作作业 

指操作金属非金属矿山的提升设备运送

人员、矿石、矸石和物料，及负责巡检和运

根据实际情况，修订完善了有关内容表述，更加准

确界定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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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记录的作业。 

适用于金属非金属矿山的提升机，包括

竖井、盲竖井提升机，斜井、盲斜井提升机

以及露天矿山斜坡卷扬提升的提升机作业。 

行记录的作业（包含竖井施工建设期间的提

升作业）。 

适用于金属非金属矿山的提升机，包括

竖井、盲竖井提升机，斜井、盲斜井提升机

以及露天矿山斜坡卷扬提升的提升机作业。 

36 

6.5 金属非金属矿山支柱作业 

指在井下检查井巷和采场顶、帮的稳定

性，撬浮石，进行支护的作业。 

6.4金属非金属矿山支护作业 

指在井下检查井巷和采场顶、帮的稳定

性，撬浮石，进行支护的作业。 

根据实际情况，修订完善了有关内容表述，更加准

确界定工作岗位。 

37 

6.6 金属非金属矿山井下电气作业 

指从事金属非金属矿山井下机电设备的

安装、调试、巡检、维修和故障处理，保证

机电设备安全运行的作业。 

6.6 金属非金属矿山井下电气作业 

指从事金属非金属矿山井下机电设备

的安装、调试、巡检、维修和故障处理，保

证机电设备安全运行的作业。 

删除。 

1.井下机电设备在作业安全操作技术层面与电工作

业绝大部分内容一致，没有单独设立“井下电气作

业”的必要。 

38 

6.7 金属非金属矿山排水作业 

指从事金属非金属矿山排水设备日常使

用、维护、巡检的作业。 

6.5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主排水作业 

指从事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主排水设备

日常使用、维护、巡检的作业。 

根据实际情况，修订完善了有关内容表述，更加准

确界定工作岗位。 

39 

6.8 金属非金属矿山爆破作业 

指在露天和井下进行爆破的作业。 

6.8 金属非金属矿山爆破作业 

指在露天和井下进行爆破的作业。 

删除。 

1.根据《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金属非金

属矿山爆破作业人员由公安部门考核发证。 

40 

 6.6 金属非金属矿山无轨胶轮车操作作

业 

指在井下驾驶无轨胶轮车，从事运送人

员、矸石、物料和设备等工作，负责无轨胶

轮车的检查和运行记录，保证无轨胶轮车安

全运行的作业。 

适用于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无轨胶轮

增加。 

1.近年来发生多起井下无轨胶轮车事故，与作业人

员安全意识和能力密切相关。 

2.矿山井下无轨胶轮车驾驶专业性强，井下运输条

件复杂，作业人员需要熟练掌握驾驶前安全检查以

及日常维护保养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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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操作作业。 

41 7 石油天然气安全作业 7 石油天然气安全作业  

42 

7.1 司钻作业 

指石油、天然气开采过程中操作钻机起

升钻具的作业。 

适用于陆上石油、天然气司钻（含钻井

司钻、作业司钻及勘探司钻）作业。 

7.1 司钻作业 

指石油、天然气开采过程中操作钻机起

升钻具的作业。 

适用于陆上石油、天然气司钻（含钻井

司钻、作业司钻及勘探司钻）作业。 

拆分为“钻井司钻作业”“作业司钻作业”，主要

考虑两个作业属于两个工作内容差别较大的独立岗

位，作为一个作业管理，增加了有关人员考试难度。 

 

43 

 7.1 钻井司钻作业 

指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过程中，负责

在钻机司钻操作台上进行的相关作业。 

适用于陆上及海上石油、天然气钻井司

钻作业。 

同上 

44 

 7.2 井下作业司钻作业 

指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过程中，负责

在修井机、通井机司钻操作台上进行的相关

作业。 

适用于陆上及海上石油、天然气井下作

业司钻作业。 

同上 

45 8 冶金（有色）生产安全作业 8 冶金（有色）生产安全作业  

46 

8.1 煤气作业 

指冶金、有色企业内从事煤气生产、储

存、输送、使用、维护检修的作业。 

8.1 煤气作业 

指冶金、有色、建材、陶瓷企业内专门

从事煤气生产、储存、输送、使用、维护检

修的作业涉及煤气回收、净化、储存、混合、

加压、输送配和使用等设备设施的现场操作、

1. 根据实际情况，修订完善了有关内容表述，更加

准确界定工作岗位，减少临时从事相关作业的人员

取证。 

2. 建材、陶瓷企业有关作业同样具有较高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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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检、维护、检修和煤气防护的作业。 

47 

9 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业 

指从事危险化工工艺过程操作及化工自

动化控制仪表安装、维修、维护的作业。 

9 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业 

指从事危险化工工艺过程操作及化工

自动化控制仪表安装、维修、维护的作业。 

1.新增危险化学品仓储作业，不再对作业类别进行

定义。 

48 

9.1 光气及光气化工艺作业 

指光气合成以及厂内光气储存、输送和

使用岗位的作业。 

适用于一氧化碳与氯气反应得到光气，

光气合成双光气、三光气，采用光气作单体

合成聚碳酸酯，甲苯二异氰酸酯（TDI）制备，

4,4'-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制备等

工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9.1 光气及光气化工艺作业 

指光气合成以及厂内光气储存、输送和

使用岗位的作业。 

适用于一氧化碳与氯气反应得到光气，

光气合成双光气、三光气，采用光气作单体

合成聚碳酸酯，甲苯二异氰酸酯（TDI）制备，

4,4'-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制备等

工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无变化 

49 

9.2 氯碱电解工艺作业 

指氯化钠和氯化钾电解、液氯储存和充

装岗位的作业。 

适用于氯化钠（食盐）水溶液电解生产

氯气、氢氧化钠、氢气，氯化钾水溶液电解

生产氯气、氢氧化钾、氢气等工艺过程的操

作作业。 

9.2 氯碱电解工艺作业 

指氯化钠和氯化钾电解、液氯储存和充

装岗位的作业。 

适用于氯化钠（食盐）水溶液电解生产

氯气、氢氧化钠、氢气，氯化钾水溶液电解

生产氯气、氢氧化钾、氢气等工艺过程的操

作作业。 

无变化 

50 

9.3 氯化工艺作业 

指液氯储存、气化和氯化反应岗位的作

业。 

适用于取代氯化，加成氯化，氧氯化等

工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9.3 氯化工艺作业 

指液氯储存、气化和氯化反应岗位的作

业。 

适用于取代氯化，加成氯化，氧氯化等

工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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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9.4 硝化工艺作业 

指硝化反应、精馏分离岗位的作业。 

适用于直接硝化法，间接硝化法，亚硝

化法等工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9.4 硝化工艺作业 

指硝化反应、精馏分离岗位的作业。 

适用于直接硝化法，间接硝化法，亚硝

化法等工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无变化 

52 

9.5 合成氨工艺作业 

指压缩、氨合成反应、液氨储存岗位的

作业。 

适用于节能氨五工艺法（AMV），德士古

水煤浆加压气化法、凯洛格法，甲醇与合成

氨联合生产的联醇法，纯碱与合成氨联合生

产的联碱法，采用变换催化剂、氧化锌脱硫

剂和甲烷催化剂的“三催化”气体净化法工

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9.5 合成氨工艺作业 

指压缩、氨合成反应、液氨储存岗位的

作业。 

适用于节能氨五工艺法（AMV），德士古

水煤浆加压气化法、凯洛格法，甲醇与合成

氨联合生产的联醇法，纯碱与合成氨联合生

产的联碱法，采用变换催化剂、氧化锌脱硫

剂和甲烷催化剂的“三催化”气体净化法工

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无变化 

53 

9.6 裂解（裂化）工艺作业 

指石油系的烃类原料裂解（裂化）岗位

的作业。 

适用于热裂解制烯烃工艺，重油催化裂

化制汽油、柴油、丙烯、丁烯，乙苯裂解制

苯乙烯，二氟一氯甲烷（HCFC-22）热裂解制

得 四 氟 乙 烯 （ TFE ）， 二 氟 一 氯 乙烷

（HCFC-142b）热裂解制得偏氟乙烯（VDF），

四氟乙烯和八氟环丁烷热裂解制得六氟乙烯

（HFP）工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9.6 裂解（裂化）工艺作业 

指石油系的烃类原料裂解（裂化）岗位

的作业。 

适用于热裂解制烯烃工艺，重油催化裂

化制汽油、柴油、丙烯、丁烯，乙苯裂解制

苯乙烯，二氟一氯甲烷（HCFC-22）热裂解制

得 四 氟 乙 烯 （ TFE ）， 二 氟 一 氯 乙烷

（HCFC-142b）热裂解制得偏氟乙烯（VDF），

四氟乙烯和八氟环丁烷热裂解制得六氟乙烯

（HFP）工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无变化 

54 
9.7 氟化工艺作业 

指氟化反应岗位的作业。 

9.7 氟化工艺作业 

指氟化反应岗位的作业。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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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目录 修订后目录 调整说明 

适用于直接氟化，金属氟化物或氟化氢

气体氟化，置换氟化以及其他氟化物的制备

等工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适用于直接氟化，金属氟化物或氟化氢

气体氟化，置换氟化以及其他氟化物的制备

等工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55 

9.8 加氢工艺作业 

指加氢反应岗位的作业。 

适用于不饱和炔烃、烯烃的三键和双键

加氢，芳烃加氢，含氧化合物加氢，含氮化

合物加氢以及油品加氢等工艺过程的操作作

业。 

9.8 加氢工艺作业 

指加氢反应岗位的作业。 

适用于不饱和炔烃、烯烃的三键和双键

加氢，芳烃加氢，含氧化合物加氢，含氮化

合物加氢以及油品加氢等工艺过程的操作作

业。 

无变化 

56 

9.9 重氮化工艺作业 

指重氮化反应、重氮盐后处理岗位的作

业。 

适用于顺法、反加法、亚硝酰硫酸法、

硫酸铜触媒法以及盐析法等工艺过程的操作

作业。 

9.9 重氮化工艺作业 

指重氮化反应、重氮盐后处理岗位的作

业。 

适用于顺法、反加法、亚硝酰硫酸法、

硫酸铜触媒法以及盐析法等工艺过程的操作

作业。 

无变化 

57 

9.10 氧化工艺作业 

指氧化反应岗位的作业。 

适用于乙烯氧化制环氧乙烷，甲醇氧化

制备甲醛，对二甲苯氧化制备对苯二甲酸，

异丙苯经氧化-酸解联产苯酚和丙酮，环己烷

氧化制环己酮，天然气氧化制乙炔，丁烯、

丁烷、C4馏分或苯的氧化制顺丁烯二酸酐，

邻二甲苯或萘的氧化制备邻苯二甲酸酐，均

四甲苯的氧化制备均苯四甲酸二酐，苊的氧

化制 1,8-萘二甲酸酐，3-甲基吡啶氧化制 3-

9.10 氧化工艺作业 

指氧化反应岗位的作业。 

适用于乙烯氧化制环氧乙烷，甲醇氧化

制备甲醛，对二甲苯氧化制备对苯二甲酸，

异丙苯经氧化-酸解联产苯酚和丙酮，环己烷

氧化制环己酮，天然气氧化制乙炔，丁烯、

丁烷、C4馏分或苯的氧化制顺丁烯二酸酐，

邻二甲苯或萘的氧化制备邻苯二甲酸酐，均

四甲苯的氧化制备均苯四甲酸二酐，苊的氧

化制 1,8-萘二甲酸酐，3-甲基吡啶氧化制 3-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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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目录 修订后目录 调整说明 

吡啶甲酸（烟酸），4-甲基吡啶氧化制 4-吡

啶甲酸（异烟酸），2-乙基已醇（异辛醇）

氧化制备 2-乙基己酸（异辛酸），对氯甲苯

氧化制备对氯苯甲醛和对氯苯甲酸，甲苯氧

化制备苯甲醛、苯甲酸，对硝基甲苯氧化制

备对硝基苯甲酸，环十二醇/酮混合物的开环

氧化制备十二碳二酸，环己酮/醇混合物的氧

化制己二酸，乙二醛硝酸氧化法合成乙醛酸，

以及丁醛氧化制丁酸以及氨氧化制硝酸等工

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吡啶甲酸（烟酸），4-甲基吡啶氧化制 4-吡

啶甲酸（异烟酸），2-乙基已醇（异辛醇）

氧化制备 2-乙基己酸（异辛酸），对氯甲苯

氧化制备对氯苯甲醛和对氯苯甲酸，甲苯氧

化制备苯甲醛、苯甲酸，对硝基甲苯氧化制

备对硝基苯甲酸，环十二醇/酮混合物的开环

氧化制备十二碳二酸，环己酮/醇混合物的氧

化制己二酸，乙二醛硝酸氧化法合成乙醛酸，

以及丁醛氧化制丁酸以及氨氧化制硝酸等工

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58 

9.11 过氧化工艺作业 

指过氧化反应、过氧化物储存岗位的作

业。 

适用于双氧水的生产，乙酸在硫酸存在

下与双氧水作用制备过氧乙酸水溶液，酸酐

与双氧水作用直接制备过氧二酸，苯甲酰氯

与双氧水的碱性溶液作用制备过氧化苯甲

酰，以及异丙苯经空气氧化生产过氧化氢异

丙苯等工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9.11 过氧化工艺作业 

指过氧化反应、过氧化物储存岗位的作

业。 

适用于双氧水的生产，乙酸在硫酸存在

下与双氧水作用制备过氧乙酸水溶液，酸酐

与双氧水作用直接制备过氧二酸，苯甲酰氯

与双氧水的碱性溶液作用制备过氧化苯甲

酰，以及异丙苯经空气氧化生产过氧化氢异

丙苯等工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无变化 

59 

9.12 胺基化工艺作业 

指胺基化反应岗位的作业。 

适用于邻硝基氯苯与氨水反应制备邻硝

基苯胺，对硝基氯苯与氨水反应制备对硝基

苯胺，间甲酚与氯化铵的混合物在催化剂和

氨水作用下生成间甲苯胺，甲醇在催化剂和

9.12 胺基化工艺作业 

指胺基化反应岗位的作业。 

适用于邻硝基氯苯与氨水反应制备邻硝

基苯胺，对硝基氯苯与氨水反应制备对硝基

苯胺，间甲酚与氯化铵的混合物在催化剂和

氨水作用下生成间甲苯胺，甲醇在催化剂和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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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目录 修订后目录 调整说明 

氨气作用下制备甲胺，1-硝基蒽醌与过量的

氨水在氯苯中制备 1-氨基蒽醌，2,6-蒽醌二

磺酸氨解制备 2,6-二氨基蒽醌，苯乙烯与胺

反应制备 N-取代苯乙胺，环氧乙烷或亚乙基

亚胺与胺或氨发生开环加成反应制备氨基乙

醇或二胺，甲苯经氨氧化制备苯甲腈，以及

丙烯氨氧化制备丙烯腈等工艺过程的操作作

业。 

氨气作用下制备甲胺，1-硝基蒽醌与过量的

氨水在氯苯中制备 1-氨基蒽醌，2,6-蒽醌二

磺酸氨解制备 2,6-二氨基蒽醌，苯乙烯与胺

反应制备 N-取代苯乙胺，环氧乙烷或亚乙基

亚胺与胺或氨发生开环加成反应制备氨基乙

醇或二胺，甲苯经氨氧化制备苯甲腈，以及

丙烯氨氧化制备丙烯腈等工艺过程的操作作

业。 

60 

9.13 磺化工艺作业 

指磺化反应岗位的作业。 

适用于三氧化硫磺化法，共沸去水磺化

法，氯磺酸磺化法，烘焙磺化法，以及亚硫

酸盐磺化法等工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9.13 磺化工艺作业 

指磺化反应岗位的作业。 

适用于三氧化硫磺化法，共沸去水磺化

法，氯磺酸磺化法，烘焙磺化法，以及亚硫

酸盐磺化法等工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无变化 

61 

9.14 聚合工艺作业 

指聚合反应岗位的作业。 

适用于聚烯烃、聚氯乙烯、合成纤维、

橡胶、乳液、涂料粘合剂生产以及氟化物聚

合等工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9.14 聚合工艺作业 

指聚合反应岗位的作业。 

适用于聚烯烃、聚氯乙烯、合成纤维、

橡胶、乳液、涂料粘合剂生产以及氟化物聚

合等工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无变化 

62 

9.15 烷基化工艺作业 

指烷基化反应岗位的作业。 

适用于 C-烷基化反应，N-烷基化反应，

O-烷基化反应等工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9.15 烷基化工艺作业 

指烷基化反应岗位的作业。 

适用于 C-烷基化反应，N-烷基化反应，

O-烷基化反应等工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无变化 

63 

 9.16 新型煤化工工艺作业 

指以煤为原料，经化学加工使煤直接或

间接转化为气体、液体和固体燃料、化工原

增加。 

1.已列入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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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目录 修订后目录 调整说明 

料或化学品的工艺过程作业。 

适用于包括煤制油（甲醇制汽油、费-

托合成油）、煤制烯烃（甲醇制烯烃）、煤

制二甲醚、煤制乙二醇（合成气制乙二醇）、

煤制甲烷气（煤气甲烷化）、煤制甲醇、甲

醇制醋酸等工艺过程的操作作业。 

64 

 9.17 电石生产工艺作业 

指以石灰和炭素材料（焦炭、兰炭、石

油焦、冶金焦、白煤等）为原料，在电石炉

内依靠电弧热和电阻热在高温进行反应，生

成电石的工艺过程作业。 

适用于内燃型和全密闭型两种电石炉

型式。 

同上 

65 

 9.18 偶氮化工艺作业 

指涉及偶氮化反应的工艺过程作业。合

成通式为 R-N=N-R 的偶氮化合物的反应为偶

氮化反应（式中 R 为脂烃基或芳烃基，两个

R基可相同或不同）。 

适用于包括脂肪族偶氮化合物合成和

芳香族偶氮化合物合成，其中脂肪族偶氮化

合物由相应的肼经过氧化或脱氢反应制取，

芳香族偶氮化合物一般由重氮化合物的偶联

反应制备。 

同上 

66 
9.16 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作业 

指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系统安装、维修、

9.19 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作业 

指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系统安装、维修、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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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目录 修订后目录 调整说明 

维护的作业。 维护的作业。 

67 

 9.20 危险化学品仓储作业 

指在储存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的仓

库内从事的有关作业。 

适用于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生产、经

营、使用单位的仓储作业。 

增加。 

1.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仓储作业专业性强、安全

风险大，对作业人员要求高，需具备健康安全防护、

化学品禁忌、应急处置等知识和技能。 

68 

10 烟花爆竹安全作业 

指从事烟花爆竹生产、储存中的药物混

合、造粒、筛选、装药、筑药、压药、搬运

等危险工序的作业。 

10 烟花爆竹安全作业 

指从事烟花爆竹生产、储存中的药物混

合、造粒、筛选、装药、筑药、压药、切引、

搬运等危险工序的作业。 

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在“搬

运”前增加“切引”。 

69 

10.1 烟火药制造作业 

指从事烟火药的粉碎、配药、混合、造

粒、筛选、干燥、包装等作业。 

10.1 烟火药制造作业 

指从事烟火药制造中的粉碎、秤料、配

药、混合、造粒、筛选、干燥、散热、包装

等作业。 

依据《烟花爆竹作业安全技术规程》（GB11652-2012）

进行修改。 

70 

10.2 黑火药制造作业 

指从事黑火药的潮药、浆硝、包片、碎

片、油压、抛光和包浆等作业。 

10.2 黑火药制造作业 

指从事黑火药制造中的粉碎、秤料、混

合、装模、压片、散热、碎片、抛光、筛选、

包装潮药、浆硝、包片、碎片、油压、抛光

和包浆等作业。 

依据《烟花爆竹作业安全技术规程》（GB11652-2012）

进行修改。 

71 

10.3 引火线制造作业 

指从事引火线的制引、浆引、漆引、切

引等作业。 

10.3 引火线制造作业 

指从事引火线的制引、浆引、漆引、切

引等作业。 

无变化 

72 

10.4 烟花爆竹产品涉药作业 

指从事烟花爆竹产品加工中的压药、装

药、筑药、褙药剂、已装药的钻孔等作业。 

10.4 烟花爆竹产品涉药作业 

指从事烟花爆竹产品加工中的压药、装

药、筑药、褙药剂、已装药的钻孔等作业。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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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10.5 烟花爆竹储存作业 

指从事烟花爆竹仓库保管、守护、搬运

等作业。 

10.5 烟花爆竹储存作业 

指从事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专业

燃放类产品搬运、装卸、看护烟花爆竹仓库

保管、守护、等作业。 

适用于烟花爆竹生产、批发企业仓储区

内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专业燃放类产

品的储存作业过程。 

根据实际情况，修订完善了有关内容表述，更加准

确界定工作岗位。 

74  11 有限空间安全作业  

75 

 11.1 有限空间监护作业 

指在封闭或部分封闭，与外界相对隔

离，出入口较为狭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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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氧含量不足的有限空

间从事现场监护的作业。 

适用于储藏室、酒糟池、发酵池、垃圾

站、温室、冷库、粮仓、料仓等地上有限空

间，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

道、电力电缆井、燃气井、热力井、自来水

井、有线电视及通信井等地下有限空间，贮

罐、车载槽罐、反应塔（釜）等密闭设备现

场监护作业。 

增加。 

1.有限空间作业事故频发。 

2.已在北京市开展试点工作，相关大纲标准运行成

熟，对遏制有限空间事故发生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3.将特种作业范围限定为监护作业，发挥强制性开

展作业前、作业中风险辨识和管控的作用。 

76  12 应急救援作业  

77 
 12.1 矿山救援作业 

指佩戴氧气呼吸器等个体防护设备，携

增加。 

1. 实施准入管理，提高救援专业化水平，保护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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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目录 修订后目录 调整说明 

带和使用救援装备或专业工具，抢救矿山灾

害事故遇险遇难人员，处理水、火、瓦斯、

煤尘、顶板等矿山灾害事故的职业性、技术

性作业。 

适用于煤矿、金属和非金属矿山（含隧

道）灾害事故中矿山应急救援人员进行的应

急救援作业。 

人员自身安全，防止盲目施救造成事故扩大。2. 为

政府有效动员、甄别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援提供

抓手和依据，高效调配救灾资源，确保救援现场规

范有序。 

 

78 

 12.2 危险化学品救援作业 

指佩戴空气呼吸器、防化服、灭火救援

服、消防头盔等个体防护装备，操作和使用

专业救援装置、专业设备、专业工具处置危

险化学品火灾、爆炸、泄露等事故并救援事

故遇险遇难人员的技术性作业。 

适用于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

经营和运输等环节发生事故灾害中专（兼）

职应急救援人员进行的应急救援作业。 

同上。 

79 

 12.3 建筑物坍塌救援作业 

指应急救援人员在地震、事故等灾害性

事件中，在结构不稳定的建（构）筑物或山

体影响区域内进行的搜索与营救作业。 

适用于参加由自然灾害或事故导致建

（构）筑物坍塌救援的社会应急救援人员（不

含社区安全员）。 

同上。 

80 
 12.4 水域救援作业 

指应急救援人员借助水下呼吸装置或舟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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艇或切割焊接等装置，在水下或水面进行的

排险、搜索与营救作业。 

适用于参加海洋、江河湖泊、洞穴、人

工蓄水设施等需要进行水域搜救的社会应急

救援人员（不含社区安全员）。 

81 

 12.5 高空绳索救援作业 

指应急救援人员使用绳索为主的装备，

在高空进行的救援作业。 

适用于参加野外山地环境，高层建筑、

缆车或其他任何人造高空环境等需要进行高

空绳索营救的社会应急救援人员（不含社区

安全员）。 

同上。 

82 

 12.6 直升机救援作业 

指使用直升机作为运载工具，通过操控

绞车、吊桶、机腹式水箱、绳索等设备，进

行空运、空投、吊运、洒水、机降、索降等

快速实施救援的作业。 

适用于使用直升机快速到达发生自然灾

害或事故的陆地或水域，实施灾害或事故空

中侦察、遇险被困人员搜寻和转移、空中直

接灭火、物资运送、救援人员投送等作业的

应急救援人员。 

同上。 

83 
11 安全监管总局认定的其他作业 13 安全监管总局应急管理部会同有关

部门认定的其他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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