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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DB11/ 852.1—2012《地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第1部分：通则》、DB11/ 852.2

—2013《地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第2部分：气体检测与通风》和DB11/ 852.3—2014《地下有

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第3部分：防护设备设施配置》。本标准以DB11/ 852.1—2012为主，整合了

DB11/ 852.2—2013和DB11/ 852.3—2014的部分内容，扩大了原标准的适用范围，将标准名称修改为《有

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与DB11/ 852.1—2012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标准性质由强制性变为推荐性； 

——删除了2级作业环境分级标准中对热力井、燃气井、污水井和化粪池的级别规定（见4.3）； 

——增加了制定作业方案并明确人员职责的要求（见5.1.1）； 

——增加了审批文件留档保存时间（见5.2.1）； 

——增加了作业单位设置信息公示牌的要求（见5.5.4）； 

——增加了受出入口周边区域限制，开启时可能受到内部涌出气流冲击时佩戴呼吸防护用品的要求

（见5.6.2）；  

——增加了有限空间清除置换的要求（见5.8）； 

——增加了气体检测时对人员安全防护的要求（见5.9.2.5）； 

——增加了水平方向检测点设置的要求（见5.9.2.6）； 

——修改了气体检测记录内容（见5.9.2.10，2012年版的6.5.5）； 

——修改了3级环境下作业者呼吸防护用品使用的要求（见5.13.1和5.13.2，2012年版的6.10.1）； 

——修改了坠落防护用品使用的要求（见5.13.6和5.13.7，2012年版的6.10.3和6.10.4）； 

——增加了粉尘爆炸危险场所作业的安全要求（见6.1.4）； 

——增加了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帐的要求（见7.2）； 

——增加了设置有限空间警示标志的要求（见7.3.1）； 

——修改了有限空间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的内容（见7.4，2012年版的5.1.2和5.2.2）； 

——增加了有限空间安全培训的内容（见7.5.2）； 

——修改了应急预案与演练的要求（见7.7，2012年版的5.2.3）；  

——修改了发包单位作业安全管理的要求（见7.8.2，7.8.3，7.8.4，7.8.5和7.8.6，2012版的5.1.7）；  

——增加了作业审批表示例（见附录A）； 

——修改了有限空间作业中的安全防护设备设施配置要求和应急救援设备设施配置要求（见附录B

和附录C，2014年版的DB11/ 852.3—2014附录B）； 

——增加了作业单位信息公示牌示例（附录E）； 

——增加了气体检测记录表示例（见附录 G）； 
——增加了有限空间管理台帐样例（见附录H）； 

——增加了有限空间标牌示例（见附录I）。 

本标准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提出和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实施。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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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有限空间作业环境分级标准、作业前准备、作业和安全管理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有限空间常规作业及其安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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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1 安全帽 

GB/T 3787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管理、使用、检查和维修安全技术规程 

GB 3836.1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 6095 安全带 

GB 6220 呼吸防护 长管呼吸器 

GB/T 11651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GB 12358 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 通用技术要求 

GB/T 13869 用电安全导则 

GB 15577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T 16556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GB 20653 职业用高可视性警示服 

GB 24543 坠落防护 安全绳 

GB 24544 坠落防护 速差自控器 

GB 26164.1 电业安全工作规程 第1部分：热力和机械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 30862 坠落防护 挂点装置 

AQ 3028 化学品生产单位受限空间作业安全规范 

JGJ 46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DB11/ 854 占道作业交通安全设施设置技术要求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有限空间  confined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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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或部分封闭、进出口受限但人员可以进入、未被设计为固定工作场所，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

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或氧含量不足的空间。 

3.2  

有限空间作业  working in confined spaces 

进入有限空间实施的作业活动。 

3.3  

作业单位  working unit 

进入有限空间实施作业的单位。 

3.4  

发包单位  contract issuing unit 

将有限空间作业发包给作业单位实施的单位。 

3.5  

作业负责人  working supervisor 

由作业单位确定的负责组织实施有限空间作业的管理人员。 

3.6  

作业者  operator 

进入有限空间内实施作业的人员。 

3.7  

监护者  attendant 

为保障作业者安全，在有限空间外对有限空间作业进行专职看护的人员。 

3.8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条件  conditions for work safety in confined spaces 

满足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所需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安全防护设备设施、

应急救援设备设施、人员资质和应急处置能力等条件的总称。 

3.9  

评估检测  evaluation detectio 

作业前，对有限空间气体进行的检测，检测值作为有限空间环境危险性分级、可否进行有限空间作

业和采取防护措施的依据。 

3.10  

监护检测  monitoring detection 

作业时，监护者在有限空间外通过泵吸式气体检测报警仪或设置在有限空间内的远程在线监测设

备，对有限空间内气体进行的连续监测，检测值作为监护者实施有效监护的依据。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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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检测  individual detection 

作业时，作业者通过随身携带的气体检测报警仪，对作业面气体进行的实时监测，检测值作为作业

者采取防护措施的依据。 

3.12  

最高容许浓度  maximum allowable concentration, MAC 

工作地点、在一个工作日内、任何时间有毒化学物质均不应超过的浓度。 

3.13  

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  permissible concentration-time weighted average, PC-TWA 

以时间为权数规定的8 h工作日、40 h工作周的平均容许接触浓度。 

3.14  

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  permissible concentration-short term exposure limit, PC-STEL 

在遵守PC-TWA前提下容许短时间（15 min）接触的浓度。 

4 作业环境分级标准 

4.1 根据危险有害程度由高至低，将有限空间作业环境分为 1级、2级和 3级。 

4.2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环境为 1级： 

a) 氧含量小于 19.5％或大于 23.5％； 

b) 可燃性气体、蒸气浓度大于爆炸下限(LEL)的 10％； 

c) 有毒有害气体、蒸气浓度大于《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1）规定的限值。 

4.3 氧含量为 19.5％～23.5％，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环境为 2级： 

a) 可燃性气体、蒸气浓度大于爆炸下限(LEL)的 5％且不大于爆炸下限(LEL)的 10％； 

b) 有毒有害气体、蒸气浓度大于《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1）规定限值的 30％且不大于《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

害因素》（GBZ 2.1）规定的限值； 

c) 作业过程中可能缺氧； 

d) 作业过程中可燃性或有毒有害气体、蒸气浓度可能突然升高。 

4.4 符合下列所有条件的环境为 3级： 

a) 氧含量为 19.5％～23.5％； 

b) 可燃性气体、蒸气浓度不大于爆炸下限(LEL)的 5％； 

c) 有毒有害气体、蒸气浓度不大于《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1）规定限值的 30％； 

d) 作业过程中各种气体、蒸气浓度值保持稳定。 

4.5 有毒有害气体、蒸气浓度的限值应选取《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

素》（GBZ 2.1）规定的最高容许浓度或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无最高容许浓度和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

的物质，应选用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 

5 作业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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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制定作业方案并明确人员职责 

5.1.1 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作业单位应对作业环境及作业过程进行风险评估，分析可能存在的危险

有害因素，提出消除、控制危害的措施，制定作业方案，并经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审核，负责人批

准。 

5.1.2 作业单位应按照有限空间作业方案，明确作业负责人、监护者、作业者及其安全职责。 

5.2 作业审批 

5.2.1 有限空间作业前，应进行作业审批。有限空间作业审批表应经单位审批责任人签字确认，并存

档保存至少 1年。 

5.2.2 有限空间作业审批表应至少包括有限空间名称、作业单位名称、作业内容、作业时间、可能存

在的危险有害因素、作业相关人员、主要安全防护措施、作业负责人意见及签字项、审批责任人意见及

签字项等内容。审批表示例参见附录 A。 

5.3 安全交底 

有限空间作业前，作业负责人应对实施作业的全体人员进行安全交底，告知作业内容、作业方案、

作业现场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作业安全要求及应急处置措施等，并履行签字确认手续。 

5.4 设备设施配置与检查 

5.4.1 作业前，应对安全防护设备、个体防护装备、应急救援设备设施、作业设备和工具的齐备性和

安全性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应立即补充、修复或更换。 

5.4.2 安全防护设备设施配置种类及数量应符合附录 B的规定。 

5.4.3 应急救援设备设施应根据同时开展有限空间作业点的数量进行配置，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仅有一个作业点的，应在该作业点配置 1套； 

b) 有多个作业点的，应在作业点 400 m范围内配置 1套； 

c) 每套设备配置种类及数量应符合附录 C的规定。 

5.5 封闭作业区域及安全警示 

5.5.1 作业前，应封闭作业区域，并在出入口周边显著位置设置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告知牌。安全告知

牌示例参见附录 D。 

5.5.2 夜间实施作业，应在作业区域周边显著位置设置警示灯，地面作业人员应穿戴高可视警示服，

高可视警示服应至少满足 GB 20653规定的 1级要求，使用的反光材料应符合 GB 20653规定的 3级要求。 

5.5.3 占用道路进行有限空间作业，应设置符合 DB11/ 854规定的交通安全设施。 

5.5.4 作业区域周边显著位置应设置作业单位信息公示牌。信息公示牌应至少包括作业单位名称及注

册地址、作业审批责任人姓名及联系方式、作业负责人姓名及联系方式和作业内容等。信息公示牌示例

参见附录 E。 

5.6 开启出入口进行自然通风 

5.6.1 存在爆炸危险的，开启出入口时应采取防爆措施。 

5.6.2 作业人员应站在有限空间外上风侧开启出入口，进行自然通风。若受出入口周边区域限制，开

启时可能受到内部涌出气流冲击时，人员应当佩戴相应的呼吸防护用品。 

5.7 安全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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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可能危及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的设备设施、物料及能源时，应采取封闭、封堵、切断能源等可靠

的隔离（隔断）措施，并上锁挂牌或设专人看管。 

5.8 清除置换 

有限空间内盛装或残留的物料对作业存在危害时，应在作业前对物料进行清洗、清空或置换。 

5.9 初始评估检测 

5.9.1 气体检测要求 

5.9.1.1 应使用符合 GB 12358要求的气体检测报警仪，其检测范围、检测和报警精度应满足工作要求。 

5.9.1.2 气体检测报警仪应由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每年至少检定 1次，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日常使用

时应确保零值准确。 

5.9.1.3 以第 4章为依据，气体检测报警仪应设定两级报警值，并符合以下要求： 

a) 氧气应设定缺氧报警和富氧报警两级检测报警值，缺氧报警值应设定为 19.5％，富氧报警值

应设定为 23.5％； 

b) 可燃性和有毒有害气体、蒸气应设定预警值和报警值两级检测报警值； 

c) 可燃性气体、蒸气预警值应为爆炸下限（LEL）的 5％，报警值应为爆炸下限（LEL）的 10％； 

d) 有毒有害气体、蒸气预警值应为《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1）规定的最高容许浓度或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的 30％，报警值应为《工作场所有害

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规定的最高容许浓度或短时间接触

容许浓度，无最高容许浓度和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的物质，应选用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 

e) 部分有毒有害气体的预警值和报警值参见附录 F。 

5.9.1.4 有限空间内宜设置固定式气体检测报警仪，并在作业过程中全程运行。 

5.9.2 检测内容和方法 

5.9.2.1 气体检测前，应对有限空间、连通管道及其周边环境进行调查，分析有限空间内可能存在的

气体种类。 

5.9.2.2 应根据有限空间内可能存在的气体种类进行针对性检测。但应至少检测氧气、可燃气、硫化

氢和一氧化碳。 

5.9.2.3 有限空间内气体环境复杂时，作业单位应委托具有相应检测能力的单位进行检测。 

5.9.2.4 有限空间内仍存在未清除的积水、积泥或物料残渣时，应先在有限空间外利用工具进行充分

搅动，使有毒有害气体充分释放。 

5.9.2.5 检测人员应在有限空间外的上风侧使用泵吸式气体检测报警仪进行检测。若受出入口周边区

域限制，检测人员可能受到内部涌出气流冲击时，应佩戴相应的呼吸防护用品。 

5.9.2.6 检测应从出入口开始，沿人员进入有限空间的方向进行。垂直方向由上至下、水平方向由近

至远。检测点的确定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垂直方向检测的，设置检测点数量不应少于 3个，上、下检测点距离有限空间顶部和底部均不

应超过 1 m，中间检测点均匀分布，检测点之间的距离不应超过 8 m； 

b) 水平方向检测的，设置检测点数量不应少于 2个，近端点距离有限空间出入口不应小于 0.5 m，

远端点距离有限空间出入口不应小于 2 m。 

5.9.2.7 每个检测点的检测时间，应大于仪器响应时间，并增加采样管的通气时间。 

5.9.2.8 每个检测点的每种气体应连续检测 3次，检测数据的选取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氧含量检测数据在 23.5％以下的取最低值，在 23.5％以上的取最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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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气体检测数据取最高值。 

5.9.2.9 检测过程中，气体检测报警仪出现异常时，应立即将气体检测报警仪脱离检测环境，在洁净

空气中待气体检测报警仪恢复正常后，方可进行下一次检测。 

5.9.2.10 气体检测结果应如实记录，内容应包括检测位置、检测时间、气体种类和浓度等信息。检测

记录经检测人员签字后归档保存。气体检测记录表参见附录 G。 

5.10 作业环境级别判定 

5.10.1 根据初始评估检测结果，依据第 4章的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环境危险有害程度进行分级。 

5.10.2 3级环境可实施作业，2级和 1级环境应进行机械通风。 

5.11 机械通风 

5.11.1 作业环境存在爆炸危险的，应使用防爆型通风设备。 

5.11.2 应向有限空间输送清洁空气，不应使用纯氧进行通风。 

5.11.3 采用移动机械通风设备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有限空间仅有 1个出入口时，应将通风设备出风口置于作业区底部进行送风，且不应触及有限

空间底部； 

b) 有限空间有 2个或 2个以上出入口、通风口时，应在临近作业者处进行送风，远离作业者处进       

行排风。必要时，可设置挡板或改变吹风方向以防止出现通风死角。 

5.11.4 有限空间设置固定机械通风系统的，应全程运行。 

5.12 再次评估检测和环境判定 

5.12.1 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按照第 5.9条的规定对作业环境进行再次评估检测： 

a) 机械通风后； 

b) 气体检测时间与作业者进入作业时间间隔超过 10 min。 

5.12.2 根据再次评估检测结果，依据第 4章的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环境危险有害程度重新进行判定。

2级或 3级环境，可实施作业。1级环境，不应进行作业，继续按照第 5.11条进行机械通风。 

5.13 个体防护 

5.13.1 初始评估检测结果为 3级环境的，作业者进入时宜携带正压式隔绝式逃生呼吸器。 

5.13.2 再次评估检测结果为 3级环境的，作业者进入时应携带正压式隔绝式逃生呼吸器。 

5.13.3 作业者进入 2级环境，应佩戴符合 GB 6220、GB/T 16556规定的正压式隔绝式呼吸防护用品。 

5.13.4 作业者应佩戴符合 GB 2811规定的安全帽。 

5.13.5 作业者应佩戴符合 GB 6095规定的全身式安全带。 

5.13.6 作业者进出有限空间过程中宜选择速差自控器配合安全带使用。速差自控器应符合 GB 24544

的规定。 

5.13.7 当作业者活动区域与有限空间出入口间无障碍物时，作业者应佩戴符合 GB 24543规定的安全

绳。 

5.13.8 速差自控器、安全绳应固定在有限空间外可靠的挂点上，连接牢固，挂点装置应符合 GB 30862

的规定。 

5.13.9 应按照 GB/T 11651的要求，根据不同作业环境，为作业者配备相应的个体防护装备，并满足

以下要求： 

a) 易燃易爆环境，应配备防静电服、防静电鞋； 

b) 涉水作业环境，应配备防水服、防水胶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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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当有限空间作业场所噪声大于 85 dB(A)时，应配备耳塞或耳罩。 

5.14 电气设备和照明安全 

5.14.1 有限空间作业环境存在爆炸危险的，使用电气设备应满足防爆要求，符合 GB 3836.1的规定。 

5.14.2 有限空间作业临时用电应符合 GB/T 13869、GB 26164.1及 JGJ 46的规定。 

5.14.3 有限空间内使用照明灯具电压应不大于 24 V，在积水、结露等潮湿环境的有限空间和金属容

器中作业，照明灯具电压应不大于 12 V。 

5.14.4 有限空间作业中使用手持电动工具应符合 GB/T 3787、GB 26164.1及 AQ 3028的要求。 

6 作业 

6.1 作业安全 

6.1.1 在确认作业环境、作业程序、安全防护设备、个体防护装备及应急救援设备设施符合要求后，

作业负责人方可许可作业者进入有限空间作业。 

6.1.2 使用踏步、安全梯的，作业者应检查其牢固性和安全性。 

6.1.3 作业者应遵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操作规程，正确使用安全防护设备及个体防护装备，并与监护

者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 

6.1.4 作业者进入存在粉尘爆炸危险的有限空间实施作业，应符合 GB 15577的要求。 

6.1.5 作业过程中应对作业面进行实时监测，并符合以下要求： 

a) 评估检测结果为 3级环境的，应采取个体检测或监护检测； 

b) 评估检测结果为 2级环境的，应同时采取个体检测和监护检测； 

c) 个体检测和监护检测应至少每 15 min记录 1个瞬时值。 

6.1.6 作业过程中应保持通风，并符合以下要求： 

a) 初始评估检测结果为 3级环境的，作业过程中应至少保持自然通风； 

b) 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按照第 5.11条的要求在作业过程中持续进行机械通风： 

1) 初始评估检测结果为非 3级环境的； 

2) 有限空间内进行涂装作业、防水作业、防腐作业、焊接作业、动火作业、内燃机作业等。 
6.1.7 作业期间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作业者应立即中断作业，撤离有限空间： 

a) 作业者出现身体不适； 

b) 安全防护设备或个体防护装备失效； 

c) 气体检测报警仪报警； 

d) 监护者或作业负责人下达撤离命令； 

e) 其他可能危及作业者生命安全的情况。 

6.1.8 作业中断超过 10 min，作业者再次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前，应按照第 5.9条的规定重新进行评估

检测。 

6.2 监护 

6.2.1 监护者应在有限空间外全程持续监护。 

6.2.2 监护者应按照第 6.1.5条的规定进行监护检测。 

6.2.3 监护者应能跟踪作业者作业过程，掌握检测数据，适时与作业者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 

6.2.4 发现异常时，监护者应立即向作业者发出撤离警报，并协助作业者逃生。 

6.2.5 监护者应防止未经许可的人员进入作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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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作业后清理 

6.3.1 作业完成后，作业者应将全部作业设备和工具带离有限空间。 

6.3.2 应清点人员及设备数量，确保有限空间内无人员和设备遗留后，关闭出入口。 

6.3.3 作业前采取隔离措施的，应解除隔离。 

6.3.4 清理现场后，应解除作业区域封闭措施后撤离现场。 

7 安全管理 

7.1 总体要求 

存在有限空间的单位，应将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纳入本单位安全管理体系，并配备专职或兼职安

全管理人员，负责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工作。 

7.2 管理台账 

7.2.1 存在有限空间的单位应对本单位管辖区域内的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并

及时更新。 

7.2.2 有限空间管理台账应包括有限空间位置、名称、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可能事故后果、防护要求、

作业形式、审批责任人和现场责任人等基本情况。有限空间管理台账示例参见附录 H。 

7.3 警示标志 

7.3.1 辨识出的有限空间应按以下要求设置标牌： 

a) 地上有限空间和密闭设备应在其显著位置张贴或悬挂有限空间标牌； 

b) 地下有限空间宜设置有限空间标牌； 

c) 有限空间标牌示例参见附录 I。 

7.3.2 应在有限空间集中布置场所显著位置设置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告知牌，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告知牌

示例参见附录 D。 

7.4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7.4.1 作业单位应建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并满足以下要

求： 

a) 有限空间作业岗位责任制：涵盖安全管理部门和(或)人员、审批部门和(或)审批责任人、现场

责任人、作业负责人、监护者、作业者、应急救援人员及其他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职责及要求等

内容； 

b)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应至少包括： 

1) 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涵盖审批部门和(或)审批责任人、审批要求、审批内容、审批流

程、审批单样式和审批文件存档等内容； 

2)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培训制度：涵盖有限空间作业培训计划制定、培训对象、培训内容、培
训档案管理等内容； 

3) 有限空间作业防护设备设施管理制度：涵盖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防护设备、个体防护装备、
应急救援设备设施采购、使用、存放、更新、维护保养及报废等内容； 

4) 有限空间作业现场管理制度：涵盖有限空间作业现场人员、设备设施管理及相关安全要求
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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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限空间作业应急管理制度：涵盖应急管理机构及职责、应急救援预案制修订、应急救援
设备设施管理、应急救援演练及效果评估等内容； 

c)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操作规程：涵盖有限空间作业程序、安全技术要求、注意事项等内容。 

7.4.2 发包单位应建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应至少包括： 

a) 有限空间发包作业管理制度：涵盖发包作业管理部门及人员职责、安全生产条件审查内容及程
序、发包作业安全管理协议内容及签订等内容； 

b) 有限空间发包作业审批制度：涵盖发包作业审批部门和(或)审批责任人、审批要求、审批内容、

审批流程、审批单样式和审批文件存档等内容； 

c)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培训制度：涵盖有限空间作业培训计划制定、培训对象、培训内容、培训档
案管理等内容。 

7.4.3 存在发包作业的作业单位，还应制定有限空间发包作业管理制度和发包作业审批制度，并符合

7.4.2 a)和 7.4.2 b)的规定。 

7.5 安全培训 

7.5.1 存在有限空间的单位应对相关人员每年至少组织 1次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培训，并符合以下

要求： 

a) 发包单位应对本单位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培训； 

b) 作业单位应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人员、作业负责人、监护者、作业者和应急救援人员进行
培训。 

7.5.2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培训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a)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b) 有限空间作业事故案例分析； 

c)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要求； 

d) 有限空间作业危险有害因素和安全防范措施； 

e)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f) 安全防护设备、个体防护装备及应急救援设备设施的正确使用； 

g) 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处置措施。 

7.5.3 单位应做好培训记录，由参加培训的人员签字确认，并将培训签到记录、讲义和试卷等相关材

料归档保存。 

7.5.4 从事地下有限空间作业的，监护者应按照有关规定，经培训考核合格，持证上岗作业。 

注：地下有限空间作业包括化粪池（井）、粪井、排水管道及其附属构筑物（含污水井、雨水井、提升井、闸井、

格栅间、集水井等）、电力电缆井、燃气井、热力井、自来水井、有线电视及通信井的运行、保养、维修、清

理作业。 

7.6 防护设备设施配置与管理 

7.6.1 作业单位应配置符合附录 B和附录 C的安全防护设备设施和应急救援设备设施。 

7.6.2 发包单位宜配置符合附录 B和附录 C的安全防护设备设施和应急救援设备设施。 

7.6.3 设备设施应符合相应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要求。 

7.6.4 应设置专人负责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检定、报废和更换等工作，发现设备设施缺失或影响

安全使用时，应及时补充、修复或更换。 

7.6.5 设备设施技术资料、说明书、维修记录和计量检定报告等应存档保存，并易于查阅。 

7.7 应急预案与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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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 作业单位应根据有限空间作业特点，制定有限空间作业事故专项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应规

定应急指挥机构与职责、处置程序和措施等内容，并符合 GB/T 29639的规定。 

7.7.2 作业单位应每年至少组织 1次有限空间作业事故专项应急演练。演练结束后应对演练效果进行

评估。 

7.7.3 发包单位应配合作业单位，做好维持现场秩序、保持救援通道畅通等应急准备工作。 

7.8 发包作业管理 

7.8.1 不具备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不应实施有限空间作业。 

7.8.2 发包单位应将有限空间作业发包给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作业单位，并对作业单位的安全生产条

件进行审核和存档保存。 

7.8.3 发包单位应与作业单位签订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对各自的安全生产职责进行约定： 

a) 双方在场地、设备设施、人员等方面安全管理的职责分工； 

b) 双方在承发包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 

c) 应急救援设备设施的提供方和管理方； 

d) 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职责分工、程序，以及各自应当履行的义务； 

e) 其他需要明确的安全事项。 

7.8.4 发包单位应向作业单位如实提供以下基本信息： 

a) 有限空间内部结构特征； 

b) 有限空间中盛装或残留物料种类、危害； 

c) 与所作业的有限空间相连系统的基本情况； 

d) 有限空间周围敷设或安装的管线、设施等情况。 

7.8.5 发包单位应对作业单位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开展安全检查，发现安全

问题的，应及时督促整改。 

7.8.6 发包单位应对发包作业进行审批，并留存作业审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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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有限空间作业审批表示例 

表A.1给出了有限空间作业审批表示例。 

表A.1 有限空间作业审批表示例 

编号  有限空间名称  

作业单位  

作业内容  作业时间  

可能存在的 

危险有害因素 
 

作业负责人  监护者  

作业者  其他作业人员  

主要安全 

防护措施 

1.制定有限空间作业方案并经审核批准。□ 

2.参加本次作业人员经过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相关培训，并考核合格。□ 

3.地下有限空间作业，监护者持有效的特种作业操作证。□ 

4.安全防护设备、个体防护装备、作业设备和工具的齐备及安全有效，满足要求。□ 

5.应急救援设备设施满足要求。□ 

作业负责人 

意见 

作业负责人确认以上安全防护措施是否符合要求。是□  否□ 

作业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审批责任人 

意见 

审批责任人是否批准作业：批准□  不批准□   

审批责任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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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安全防护设备设施配置一览表 

表B.1给出了有限空间不同级别作业环境下安全防护设备设施配置要求。 

表B.1 安全防护设备设施配置一览表 

设备设施类别及

要求 

作业 

初始评估检测为 1级或 2级，再

次评估检测为 2级 

初始评估检测为 1级或 2级，再

次评估检测为 3级 
初始评估检测为 3级 

安全警

示设施 

配置状

态 
● ● ● 

配置要

求 

有限空间出入口周边应配置： 

1)1套围挡设施；2)1个具有双向

警示功能或 2个具有单向警示功

能的安全告知牌。 

有限空间出入口周边应配置： 

1)1套围挡设施；2)1个具有双向

警示功能或 2 个具有单向警示功

能的安全告知牌。 

有限空间出入口周边应配置： 

1)1套围挡设施；2)1个具有双向

警示功能或 2 个具有单向警示功

能的安全告知牌。 

气体检

测报警

仪 

配置状

态 
● ● ● 

配置要

求 

1)作业前，每个作业者进入有限

空间的入口应配置 1台泵吸式气

体检测报警仪。 

2)作业中，每个作业面应至少有

1名作业者配置 1台气体检测报

警仪，监护者应配置 1台泵吸式

气体检测报警仪。 

1)作业前，每个作业者进入有限

空间的入口应配置 1 台泵吸式气

体检测报警仪。 

2)作业中，每个作业面应至少配

置 1台气体检测报警仪。 

1)作业前，每个作业者进入有限空

间的入口应配置 1 台泵吸式气体

检测报警仪。 

2)作业中，每个作业面应至少配置

1台气体检测报警仪。 

通风设

备 

配置状

态 
● ● ○ 

配置要

求 
应配置 1台强制送风设备。 应配置 1台强制送风设备。 宜配置 1台强制送风设备。 

照明灯

具 

配置状

态 
▲ ▲ ▲ 

配置要

求 

有限空间内照度不足时，每名作

业者应配置 1台照明灯具。 

有限空间内照度不足时，每名作

业者应配置 1台照明灯具。 

每有限空间内照度不足时，每名作

业者应配置 1台照明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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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安全防护设备设施配置一览表（续） 

设备设施类别及要

求 

作业 

初始评估检测为 1级或 2级，且

再次评估检测为 2级 

初始评估检测为 1级或 2级，再

次评估检测为 3级 
初始评估检测为 3级 

通讯 

设备 

配置状

态 
○ ○ ○ 

配置要

求 

每名作业者和监护者宜各配置 1

台对讲机。 

每名作业者和监护者宜各配置

1台对讲机。 

每名作业者和监护者宜各配置 1

台对讲机。 

呼吸防护

用品 

配置状

态 
● ● ○ 

配置要

求 

每名作业者应配置 1套正压式隔

绝式呼吸防护用品。 

每名作业者应配置 1套正压式

隔绝式逃生呼吸器。 

每名作业者宜配置 1套正压式隔

绝式逃生呼吸器。 

安全带 

配置状

态 
● ● ● 

配置要

求 

每名作业者应配置 1条全身式安

全带。 

每名作业者应配置 1 条全身式

安全带。 

每名作业者应配置 1 条全身式安

全带。 

速差自控

器 

配置状

态 
○ ○ ○ 

配置要

求 

每个进出口处宜配置 1个速差自

控器。 

每个进出口处宜配置 1 个速差

自控器。 

每个进出口处宜配置 1 个速差自

控器。 

安全绳 

配置状

态 
▲ ▲ ▲ 

配置要

求 

作业者活动区域与有限空间出入

口间无障碍物的，每名作业者应

配置 1条安全绳。 

作业者活动区域与有限空间出

入口间无障碍物的，每名作业者

应配置 1条安全绳。 

作业者活动区域与有限空间出入

口间无障碍物的，每名作业者应

配置 1条安全绳。 

安全帽 

配置状

态 
● ● ● 

配置要

求 

每名作业者应配置 1个安全帽。 每名作业者应配置 1个安全帽。 每名作业者应配置 1个安全帽。 

三脚架 

配置状

态 
○ ○ ○ 

配置要

求 

每个有限空间出入口宜配置 1套

三脚架(含绞盘)。 

每个有限空间出入口宜配置 1

套三脚架(含绞盘)。 

每个有限空间出入口宜配置 1 套

三脚架(含绞盘)。 

注：配置状态中●表示应配置；▲表示一定条件下应配置；○表示宜配置。 

a   
本表所列防护设备设施的种类和数量是最低配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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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应急救援设备设施配置一览表 

表C.1给出了不同类型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应急救援设备设施配置要求。 

表C.1 应急救援设备设施配置一览表 

设备设施类别及要求 地下有限空间 地上有限空间 密闭设备 

安全警示设

施 

配置状态 ● ● ● 

配置要求 应配置 1套围挡设施。 应配置 1套围挡设施。 应配置 1套围挡设施。 

气体检测报

警仪 

配置状态 ● ● ● 

配置要求 
应配置 1台泵吸式气体检

测报警仪。 

应配置 1台泵吸式气体检

测报警仪。 

应配置 1台泵吸式气体检

测报警仪。 

通风设备 

配置状态 ● ● ● 

配置要求 
应至少配置 1台强制送风

设备。 

应至少配置 1台强制送风

设备。 

应至少配置 1台强制送风

设备。 

照明灯具 

配置状态 ● ● ● 

配置要求 
每名救援人员应配置 1台

照明灯具。 

每名救援人员应配置 1台

照明灯具。 

每名救援人员应配置 1台

照明灯具。 

通讯设备 

配置状态 ● ● ● 

配置要求 
每名救援人员应配置 1台

对讲机。 

每名救援人员应配置 1台

对讲机。 

每名救援人员应配置 1台

对讲机。 

呼吸防护用

品 

配置状态 ● ● ● 

配置要求 

每名救援者应配置 1 套正

压式空气呼吸器或高压送

风式呼吸器。 

每名救援者应配置 1 套正

压式空气呼吸器或高压送

风式呼吸器。 

每名救援者应配置 1 套正

压式空气呼吸器或高压送

风式呼吸器。 

安全帽 

配置状态 ● ● ● 

配置要求 
每名救援者应配置 1 个安

全帽。 

每名救援者应配置 1 个安

全帽。 

每名救援者应配置 1 个安

全帽。 

安全带 

配置状态 ● ● ● 

配置要求 
每名救援者应配置 1 套全

身式安全带。 

每名救援者应配置 1 套全

身式安全带。 

每名救援者应配置 1 套全

身式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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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应急救援设备设施配置一览表（续） 

设备设施类别及要求 地下有限空间 地上有限空间 密闭设备 

安全绳 

配置状态 ● ● ● 

配置要求 
每名救援者应配置 1 条安

全绳。 

每名救援者应配置 1 条安

全绳。 

每名救援者应配置 1 条安

全绳。 

速差自控

器 

配置状态 ○ ○ ○ 

配置要求 
每个进出口处宜配置 1 个

速差自控器。 

每个进出口处宜配置 1 个

速差自控器。 

每个进出口处宜配置 1 个

速差自控器。 

三脚架 

配置状态 ● ▲ ▲ 

配置要求 
有限空间出入口应配置 1

套三脚架(含绞盘)。 

有限空间出入口能够架设

三角架的，应配置 1 套三

脚架(含绞盘)。 

有限空间出入口能够架设

三角架的，应配置 1 套三

脚架(含绞盘)。 

注：配置状态中●表示应配置；▲表示一定条件下应配置；○表示宜配置。 

a   
本表所列应急救援设备设施的种类和数量是最低配置要求。 

b   
发生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后，作业配置的安全防护设备设施符合应急救援设备设施配置要求时，可作为应急

救援设备设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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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告知牌示例 

图D.1给出了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告知牌示例。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告知 

 

 

 

   

 

 

一、必须严格执行作业审批制度，未经许可
严禁作业。 
  二、必须设置专人监护，作业期间监护者严
禁擅离职守。 
  三、必须在作业前做好安全隔离和清除置
换。 
  四、必须先检测、后作业，检测不合格严禁
作业。 
  五、必须采取充分的通风换气措施，确保整
个作业期间处于安全受控状态。 
  六、必须根据作业环境，配备适合的个体防
护装备，作业者未进行有效防护严禁作业。 
  七、必须制定应急措施，现场配备应急装备。
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报警，严禁盲目施救。 

       

 

 
●氧含量 
安全范围：19.5％~23.5％ 
●甲烷 
爆炸下限 5％ 
●硫化氢 
最高容许浓度：10mg/m3（7ppm） 
●一氧化碳 
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30mg/m3（25ppm） 
●其他 

报警急救电话：119、120、999    单位应急电话：XXXXXXXX 

图D.1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告知牌示例 

 

未经许可严禁进入！ 

严禁盲目施救！ 

作业场所浓度要求 

安全操作注意事项 危  险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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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有限空间作业信息公示牌示例 

图E.1给出了有限空间作业信息公示牌示例。 

                    有限空间作业 

现场信息公示 

作业单位  

注册地址  

作业审批责任人  

联系电话  

作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作业内容  

报警电话：110        急救电话：120 

图E.1 有限空间作业信息公示牌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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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部分有毒有害气体的预警值和报警值 

表F.1给出了部分有毒有害气体的预警值和报警值。 

表F.1 部分有毒有害气体的预警值和报警值 

气体名称 
预警值 报警值 

mg/m
3
 20℃,ppm mg/m

3
 20℃,ppm 

硫化氢 3 2 10 7 

氯化氢 2.2 1.4 7.5 4.9 

氰化氢 0.3 0.2 1 0.8 

溴化氢 3 0.8 10 2.9 

一氧化碳 9 7 30 25 

一氧化氮 4.5 3.6 15 12 

二氧化碳 5400 2949 18000 9832 

二氧化氮 3 1.5 10 5.2 

二氧化硫 3 1.1 10 3.7 

二硫化碳 3 0.9 10 3.1 

苯 3 0.9 10 3 

甲苯 30 7.8 100 26 

二甲苯 30 6.7 100 22 

氨 9 12 30 42 

氯 0.3 0.1 1 0.33 

甲醛 0.15 0.12 0.5 0.4 

乙酸 6 2.4 20 8 

丙酮 135 55 450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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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附 录 G 

（资料性附录） 

气体检测记录表示例 

表G.1给出了气体检测记录表示例。 

表G.1 气体检测记录表示例 

 
检测 

位置 

检测 

时间 

检测内容及数值 

作业环境

级别判定 
氧气 

(％) 

可燃 

气体 

(％LEL) 

硫化氢 

(□ppm  □

mg/m
3
) 

一氧化碳 

(□ppm  

□mg/m
3
) 

其他气体 

(□ppm  □

mg/m
3
) 

初始评

估检测 

       

        

       

再次评

估检测 

       

        

       

       

        

       

监护 

检测 
q 

        

        

        

个体 

检测 

q 

        

        

        

 检测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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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  

附 录 H 

（资料性附录） 

有限空间管理台账示例 

表H.1给出了有限空间管理台账示例。 

表H.1 有限空间管理台账示例 
I 单位名称： 

序号 存在区域 
有限空间 

名称或编号 

主要危害有

害因素 

可能事故

后果 

防护

要求 

作业形式 

（自行作业/发

包作业） 

审批 

责任人 

现场 

责任人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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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K  

附 录 I 

（资料性附录） 

有限空间标牌示例 

图I.1给出了有限空间标牌示例。 

 

 

 

 

 

 

 

 

 

 

 

 

 

 

 

 

 

 

 

 

 

 

 

 

 

 

 

 

 

图I.1 有限空间标牌示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限空间 

未经许可 

禁止进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