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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工作，预防和减

少粉尘爆炸事故，保障从业人员生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存在可燃性粉尘爆炸危险的冶金、有色、建材、

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工贸企业（以下简称粉尘涉

爆企业）的粉尘防爆安全工作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可燃性粉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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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定所称粉尘爆炸危险场所，是指存在可燃性粉尘和气

态氧化剂（主要是空气）的场所，根据爆炸性环境出现的频率

或者持续的时间，可划分为不同危险区域。

第四条 粉尘涉爆企业对粉尘防爆安全工作负主体责任，

应当具备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

粉尘防爆安全生产条件，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相关

规章制度，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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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粉尘涉爆企业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以下统称负责粉尘涉爆企业安全监管的

部门），根据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按照分级属地的原则，

对本行政区域内粉尘涉爆企业的粉尘防爆安全工作实施监督

管理。

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指导监督。

第二章 安全生产保障

第六条 粉尘涉爆企业主要负责人是粉尘防爆安全工作

的第一责任人，其他负责人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粉尘防爆安全

工作负责。

粉尘涉爆企业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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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车间负责人及粉尘作业岗位人

员粉尘防爆安全职责。



第七条 粉尘涉爆企业应当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建立和落

实粉尘防爆安全管理制度。粉尘防爆安全管理制度应当包括下

列内容：

（一）粉尘爆炸风险辨识评估和管控；

（二）粉尘爆炸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三）粉尘作业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四）粉尘防爆专项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五）粉尘清理和处置；

（六）除尘系统和相关安全设施设备运行、维护及检修、维

修管理；

（七）粉尘爆炸事故应急处置和救援。

第八条 粉尘涉爆企业应当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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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了解作业场所和

工作岗位存在的爆炸风险，掌握粉尘爆炸事故防范和应急措

施；未经教育培训合格的，不得上岗作业。

粉尘涉爆企业应当如实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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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员工教育和培训档案。

第九条 粉尘涉爆企业应当为粉尘作业岗位从业人员提

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

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第十条 粉尘涉爆企业应当制定有关粉尘爆炸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并依法定期组织演练。发生火灾或者粉尘爆炸事故

后，粉尘涉爆企业应当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并撤离疏散全部作业



人员至安全场所，不得采用可能引起扬尘的应急处置措施。

第十一条 粉尘涉爆企业应当定期辨识粉尘云、点燃源等

粉尘爆炸危险因素，确定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位置、范围，并

根据粉尘爆炸特性和涉粉作业人数等关键要素，评估确定有关

危险场所安全风险等级，制定并落实管控措施，明确责任部门

和责任人员，建立安全风险清单，及时维护安全风险辨识、评

估、管控过程的信息档案。

粉尘涉爆企业应当在粉尘爆炸较大危险因素的工艺、场

所、设施设备和岗位，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涉及粉尘爆炸危险的工艺、场所、设施设备等发生变更的，

粉尘涉爆企业应当重新进行安全风险辨识评估。

第十二条 粉尘涉爆企业应当根据《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等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结合粉尘爆炸风险管控措施，

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清单，明确和细化排查事项、具体内容、排

查周期及责任人员，及时组织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如实记

录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构成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规定的重大事故隐

患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制定治理方案，落实措施、责任、资

金、时限和应急预案，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第十三条 粉尘涉爆企业新建、改建、扩建涉及粉尘爆炸

危险的工程项目安全设施的设计、施工应当按照《粉尘防爆安

全规程》等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在安全设施设计文件、

施工方案中明确粉尘防爆的相关内容。

设计单位应当对安全设施粉尘防爆相关的设计负责，施工



单位应当按照设计进行施工，并对施工质量负责。

第十四条 粉尘涉爆企业存在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建

（构）筑物的结构和布局应当符合《粉尘防爆安全规程》等有

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要求，采取防火防爆、防雷等措施，

单层厂房屋顶一般应当采用轻型结构，多层厂房应当为框架结

构，并设置符合有关标准要求的泄压面积。

粉尘涉爆企业应当严格控制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内作业人

员数量，在粉尘爆炸危险场所内不得设置员工宿舍、休息室、

办公室、会议室等，粉尘爆炸危险场所与其他厂房、仓库、民

用建筑的防火间距应当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规定。

第十五条 粉尘涉爆企业应当按照《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等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将粉尘爆炸危险场所除尘

系统按照不同工艺分区域相对独立设置，可燃性粉尘不得与可

燃气体等易加剧爆炸危险的介质共用一套除尘系统，不同防火

分区的除尘系统禁止互联互通。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工艺设备

应当采用泄爆、隔爆、惰化、抑爆、抗爆等一种或者多种控爆

措施，但不得单独采取隔爆措施。禁止采用粉尘沉降室除尘或

者采用巷道式构筑物作为除尘风道。铝镁等金属粉尘应当采用

负压方式除尘，其他粉尘受工艺条件限制，采用正压方式吹送

时，应当采取可靠的防范点燃源的措施。

采用干式除尘系统的粉尘涉爆企业应当按照《粉尘防爆安

全规程》等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结合工艺实际情

况，安装使用锁气卸灰、火花探测熄灭、风压差监测等装置，

以及相关安全设备的监测预警信息系统，加强对可能存在点燃



源和粉尘云的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实时监控。铝镁等金属粉尘

湿式除尘系统应当安装与打磨抛光设备联锁的液位、流速监测

报警装置，并保持作业场所和除尘器本体良好通风，防止氢气

积聚，及时规范清理沉淀的粉尘泥浆。

第十六条 针对粉碎、研磨、造粒、砂光等易产生机械点

燃源的工艺，粉尘涉爆企业应当规范采取杂物去除或者火花探

测消除等防范点燃源措施，并定期清理维护，做好相关记录。

第十七条 粉尘防爆相关的泄爆、隔爆、抑爆、惰化、锁

气卸灰、除杂、监测、报警、火花探测消除等安全设备的设计、

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粉

尘防爆安全规程》等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相关设计、

制造、安装单位应当提供相关设备安全性能和使用说明等资

料，对安全设备的安全性能负责。

粉尘涉爆企业应当对粉尘防爆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

保养，并按照《粉尘防爆安全规程》等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定期检测或者检查，保证正常运行，做好相关记录，不得

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粉尘防爆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控等设备、

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粉尘涉爆企

业应当规范选用与爆炸危险区域相适应的防爆型电气设备。

第十八条 粉尘涉爆企业应当按照《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等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制定并严格落实粉尘爆炸危险

场所的粉尘清理制度，明确清理范围、清理周期、清理方式和

责任人员，并在相关粉尘爆炸危险场所醒目位置张贴。相关责

任人员应当定期清理粉尘并如实记录，确保可能积尘的粉尘作



业区域和设备设施全面及时规范清理。粉尘作业区域应当保证

每班清理。

铝镁等金属粉尘和镁合金废屑的收集、贮存等处置环节，应

当避免粉尘废屑大量堆积或者装袋后多层堆垛码放；需要临时存

放的，应当设置相对独立的暂存场所，远离作业现场等人员密集

场所，并采取防水防潮、通风、氢气监测等必要的防火防爆措施。

含水镁合金废屑应当优先采用机械压块处理方式，镁合金粉尘应

当优先采用大量水浸泡方式暂存。

第十九条 粉尘涉爆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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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实行专项作业审批。作业前，

应当制定专项方案；对存在粉尘沉积的除尘器、管道等设施设备

进行动火作业前，应当清理干净内部积尘和作业区域的可燃性粉

尘。作业时，生产设备应当处于停止运行状态，检修维修工具

应当采用防止产生火花的防爆工具。作业后，应当妥善清理现

场，作业点最高温度恢复到常温后方可重新开始生产。

第二十条 粉尘涉爆企业应当做好粉尘爆炸危险场所设施

设备的维护保养，加强对检修承包单位的安全管理，在承包协

议中明确规定双方的安全生产权利义务，对检修承包单位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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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条 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为粉尘涉爆企业提供

粉尘防爆相关的安全评价、检测、检验、风险评估、隐患排查等

安全生产技术服务，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粉尘防爆安

全规程》等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开展工作，保证其出具



的报告和作出的结果真实、准确、完整，不得弄虚作假。

第三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负责粉尘涉爆企业安全监管的部门应当按照

分级属地原则，加强对企业粉尘防爆安全工作的监督检查，制定

并落实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将粉尘作业人数多、爆炸风险较高的

企业作为重点检查对象。

第二十三条 负责粉尘涉爆企业安全监管的部门对企业实

施监督检查时，应当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一）粉尘防爆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相关安全管理制度的建

立、落实情况;

（二）粉尘爆炸风险清单和辨识管控信息档案;

（三）粉尘爆炸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四）粉尘清理和处置记录;

（五）粉尘防爆专项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记录；

（六）粉尘爆炸危险场所检修、维修、动火等作业安全管理

情况；

（七）安全设备定期维护保养、检测或者检查等情况；

（八）涉及粉尘爆炸危险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情况；

（九）应急预案的制定、演练情况。

第二十四条 负责粉尘涉爆企业安全监管的部门应当按照

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执法检查重点事项等有关标准

和规定，对企业除尘系统、防火防爆、粉尘清理处置等重点部位

和关键环节的粉尘防爆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督促企



业落实粉尘防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第二十五条 负责粉尘涉爆企业安全监管的部门可以根

据需要，委托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提供安全评价、检测、检验、

隐患排查等技术服务，并承担相关费用。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

对其出具的有关报告和作出的结果负责。

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有关报告或者作出的结果可

以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之一。

粉尘涉爆企业不得拒绝、阻挠负责粉尘涉爆企业安全监管的

部门委托的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服务工作。

第二十六条 负责粉尘涉爆企业安全监管的部门应当加

强对监督检查人员的粉尘防爆专业知识培训，使其了解相关法

律法规和标准要求，掌握执法检查重点事项和重大事故隐患判

定标准，提高其行政执法能力。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粉尘涉爆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负责粉尘

涉爆企业安全监管的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有

关规定，责令限期改正，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

刑事责任：

（一）未在产生、输送、收集、贮存可燃性粉尘，并且有

较大危险因素的场所、设施和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的；



（二）粉尘防爆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改造和报

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三）未对粉尘防爆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

期检测或者检查的；

（四）未为粉尘作业岗位相关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

（五）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粉尘防爆安全的监控、报警、

防控等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

的。

第二十八条 粉尘涉爆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负责粉

尘涉爆企业安全监管的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有关规定，责令限期改正，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2 万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对有关负责人和粉尘作业岗位相关从业

人员进行粉尘防爆专项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如实记录

专项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

（二）未如实记录粉尘防爆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或者未向从

业人员通报的；

（三）未制定有关粉尘爆炸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未定期

组织演练的。

第二十九条 粉尘涉爆企业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

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同时构成事故隐



患，未采取措施消除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有关规定，由负责粉尘涉爆企业安全监管的部门责令立即消除

或者限期消除，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

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

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粉尘涉爆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粉尘

涉爆企业安全监管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一）企业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安全设施没有进行

粉尘防爆安全设计，或者未按照设计进行施工的；

（二）未按照规定建立粉尘防爆安全管理制度或者内容不

符合企业实际的；

（三）未按照规定辨识评估管控粉尘爆炸安全风险，未建

立安全风险清单或者未及时维护相关信息档案的；

（四）粉尘防爆安全设备未正常运行的。

第三十一条 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接受委托开展技术

服务工作，出具失实报告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有关规定，责令停业整顿，并处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接受委托开展技术服务工作，出具

虚假报告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 10 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10

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粉尘涉爆企业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对有前款违法行为的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责

任人员，吊销其相应资质和资格，5 年内不得从事安全评价、

认证、检测、检验等工作，情节严重的，实行终身行业和职业

禁入。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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