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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限空间是一个有形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空

间，既可以是全部封闭的，也可以是部分封闭的。

2. 有限空间限于本身体积、形状和构造，进出口

大多较为狭小，或进出口的设置不便于人员进出，但

人员可以进入开展工作。

3. 有限空间在设计上未按照固定工作场所考虑采

光、照明、通风和新风量等要求，人员只是在必要时

进入进行临时性工作。

4. 有限空间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

爆物质积聚或氧含量不足。

有限空间作业有哪些安全风险？

有限空间有几种类型？

有限空间分为地下有限空间、地上有限空间和密

闭设备三大类。

1. 地下有限空间，如地下室、地下仓库、地下工程、

地下管沟、暗沟、隧道、涵洞、地坑、深基坑、废井、

地窖、检查井室、沼气池、化粪池、污水处理池等。

有限空间作业指什么？

2. 地上有限空间：如酒糟池、发酵池、腌渍池、

纸浆池、粮仓、料仓等。

3. 密闭设备：如船舱、贮（槽）罐、车载槽罐、

反应塔（釜）、窑炉、炉膛、烟道、管道及锅炉等。

有限空间作业是指人员进入有限空间实施作业。

常见的有限空间作业主要有清除、清理作业，设备安

装、更换、维修作业，涂装、防腐、防水、焊接作业，

巡查、检修作业等。例如，进入污水井进行疏通作业，

进入发酵池进行清理作业，进入污水调节池更换设备，

在储罐内进行防腐作业，进入检查井、热力管沟进行

巡检作业等，都属于有限空间作业。

物质
名称

主要来源 危害特性
职业接触限值

mg/
m3

ppm
（20℃）

硫化氢

污水井、化粪池、纸浆池、
发酵池、酱腌菜池等有机
物发酵腐败场所可能产生
硫化氢。

剧毒，低浓度时有明显臭鸡蛋气味，浓度增
高时，人会产生嗅觉疲劳或嗅神经麻痹而闻
不到臭味；浓度超过 1000mg/m3 时，数
秒内即可致人闪电型死亡。

10 7

一氧
化碳

含碳燃料的不完全燃烧和
焊接作业可能产生一氧化
碳。

俗称“煤气”，极易与血红蛋白结合，造成
组织缺氧，从而引发中毒。

30 25

苯
甲苯

二甲苯

涂装、除锈和防腐等作业
可能产生苯、甲苯和二甲
苯。

苯是确认的人类致癌物，甲苯、二甲苯具有
一定毒性。短时间内吸入较高浓度苯、甲苯
和二甲苯，会出现头晕、头痛、恶心、呕吐、
胸闷、四肢无力、步态蹒跚和意识模糊，严
重者出现烦躁、抽搐、昏迷症状。

10
100
1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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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化氢
酱腌菜池等有限空间可能
产生氰化氢。

剧毒，短时间内吸入高浓度氰化氢气体可导
致立即呼吸停止而死亡。

1 0.8

磷化氢
污水井和使用磷化氢为熏
蒸剂的粮仓、料仓等有限
空间可能产生磷化氢。

剧毒，10mg/m3 接触 6h，有中毒症状。 0.3 0.2

污水井 地窖 化粪池 

电力电缆井 深基坑和地下管沟  污水处理池 

发酵池 料仓 粮仓 

贮罐 反应塔 锅炉 

管道修复作业 烟道清理作业 进入储罐作业 

    缺氧

空气中氧含量的体积分数约为 20.9%，氧含量的

合格范围应在 19.5%~23.5%，氧含量低于 19.5% 时

就是缺氧。缺氧会对人体多个系统及脏器造成影响，

当氧含量低于 6%，40s 内即可致人死亡。有限空间内

因积聚单纯性窒息气体或发生耗氧性化学反应，可能

造成缺氧。

    燃爆

当有限空间中积聚的甲烷、氢气等可燃性气体，以

及铝粉、玉米淀粉、煤粉等可燃性粉尘与空气混合形成

爆炸性混合物，浓度若达到爆炸极限，遇明火、化学反

应放热、撞击或摩擦火花、电气火花、静电火花等点火

源时，就会发生燃爆。因此，有限空间内可燃气体浓度

应低于爆炸下限的 10%。

    其他风险

有限空间内还可能存在淹溺、高处坠落、触电、

物体打击、机械伤害、灼烫、坍塌、掩埋和高温高湿

等安全风险。

    中毒

有限空间中有毒气体可能的来源包括：有限空间内

存储的有毒物质的挥发；有机物分解产生有毒气体；进

行焊接、涂装等作业时产生有毒气体；相连或相近设备、

管道中有毒物质的泄漏等。当有毒气体浓度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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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19）时，就可能存在中毒的风险。

有限空间是指封闭或部分封闭、进出口受限但人

员可以进入、未被设计为固定工作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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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空间有哪些特点？

什么是有限空间？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基础知识

可能导致中毒的典型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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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有限空间的单位应根据有限空间定义，辨识

本单位所辖范围内的有限空间，确定有限空间的数量、

位置、名称、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可能的事故及后果、

防护要求，作业主体等基本情况，建立有限空间管理

台账，并及时更新。

      单位不具备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条件的，不能作

业，应将作业发包给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承包单位实

施。

发包单位对作业安全承担主体责任。发包单位应

与承包单位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双方的安全

管理职责，或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发包单位应对承包单位作业方案、内部审批手

续等事宜进行审批，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

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

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承包单位对其承包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承担直接

责任，应严格按照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要求开展作业。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

管理台账

发包管理

作业单位应配置安全防护设备、个体防护用品和

应急救援装备，加强管理和维护保养，确保处于完好

状态，发现影响安全使用时，应及时修复或更换。

存在有限空间作业的单位应建立健全有限空间作

业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管理制度主要包括

责任制、作业审批制度、现场管理制度、安全教育培

训制度、应急管理制度等。

安全警示

对辨识出的有限空间作业场所，应在显著位置设

置安全警示标志或安全告知牌，以提醒人员增强风险

防控意识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安全专项培训

     单位应对有限空间作业分管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

作业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应急救援人

员进行专项安全培训。参加培训的人员应在培训记录

上签字确认，单位应妥善保存培训相关材料。

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基础知识，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有限空间作业危险有害因素

和安全防范措施，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操作规程，安全

防护设备、个体防护用品及应急救援装备的正确使用，

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处置措施等。

安全防护设备设施

序号 所在区域
有限空间

名称或编号
主要危险
有害因素

事故及后果 防护要求 作业主体

安全管理制度

单位应根据有限空间作业的特点，按照《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 2 号）

和《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 29639-2020）的要求，制定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事故专项应急预案或现场处置方案，并定期组织演

练。

应急预案及演练

气体检测报警仪 通风设备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安全帽 全身式安全带 安全绳 三脚架  

照明工具 通讯设备

送风式长管呼吸器 紧急逃生呼吸器

有限空间管理台账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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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空间作业完成后，作业人员应将全部设备和

工具带离有限空间。清点人员和设备，确保有限空间

内无人员和设备遗留后，关闭进出口。解除本次作业

前采取的隔离、封闭措施，恢复现场环境后安全撤离

作业现场。

作业结束阶段

作业实施阶段

 1  安全作业

在确认作业环境、作业程序、安全防护设备和个

体防护用品等符合要求后，作业现场负责人方可许可

作业人员进入有限空间作业。作业过程中，作业人员

应正确使用安全防护设备和个体防护用品，并与监护

人员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

 2  实时监测与持续通风

作业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方式对

有限空间作业面进行实时监测，一种是监护人员在有

限空间外使用泵吸式气体检测报警仪对作业面进行监

护检测；另一种是作业人员自行佩戴便携式气体检测

报警仪对作业面进行个体检测。除实时监测外，作业

过程中还应持续进行通风。当有限空间内进行涂装、

防水、防腐，以及焊接等动火作业时，应持续进行机

械通风。

 3  作业监护

进行有限空间作业时，监护人员应在有限空间外

全程持续监护，不得擅离职守。一方面，跟踪作业人

员的作业过程，与其保持信息沟通，发现异常时发出

撤离警报，并协助作业人员安全撤离；另一方面，防

止无关人员进入作业区域。

 4  异常情况撤离有限空间

作业期间，作业人员应保持高度警觉，一旦出现

身体不适、安全防护设备和个体防护用品失效、气体

检测报警仪报警、监护人员或作业现场负责人下达撤

离命令，以及其他可能危及作业人员生命安全的情况，

应立即中断作业，撤离有限空间，切忌犹疑不决。



 1  制定作业方案

作业前应对作业环境进行安全风险辨识，分析存

在的危险有害因素，提出消除、控制危害的措施，编

制作业方案，并经本单位相关人员审核和批准。

 2  明确人员职责

根据有限空间作业方案，确定作业现场负责人、

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并明确其安全职责。根据实际

情况，现场负责人和监护人员可为同一人。

 3  作业审批

应严格执行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作业前对作

业方案、人员、设备等方面进行审批，并签字确认，

未经审批不得擅自开展有限空间作业。

有限空间作业风险防控

作业审批阶段

作业前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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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限空间内气体环境复杂，作业单位不具备

检测能力时，应委托具有相应检测能力的单位进行检

测。气体检测结果应如实记录。气体浓度检测合格，

方可作业。

 1  安全交底

作业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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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现场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

作业安全要求及应急处置措施等，并履行签字确认手续。

 2  设备检查

应对安全防护设备、个体防护用品、应急救援装备、

作业设备和用具的齐备性和安全性进行检查，发现问

题应立即修复或更换。当有限空间可能为易燃易爆环

境时，设备和用具应符合防爆安全要求。   

 3  封闭作业区域及安全警示

设置围挡，封闭作业区域，并在进出口周边显著

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或安全告知牌。占道作业的，

应设置相应的交通安全设施。夜间作业的，应设置警

示灯，地面人员应穿着高可视警示服。

审批单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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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护人员

作业人员 其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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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作业人员经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相关培训合格  □
3. 安全防护设备、个体防护用品、作业设备和工具齐全有效，满足要求  □
4. 应急救援装备满足要求  □

作业现场负责人
意见

作业现场负责人确认以上安全防护措施是否符合要求      是□         否□

作业现场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审批负责人
意见

审批负责人是否批准作业                                              批准□  不批准□  

审批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单示例

 4  打开进出口

作业人员站在有限空间外上风侧，打开进出口进

行自然通风。可能存在爆炸危险的，开启时应采取防

爆措施。

 5  安全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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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无关人员意

外开启或移除隔离设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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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或者置换。

 7  气体检测

作业前应在有限空间外上风侧，使用泵吸式气体

检测报警仪对有限空间内气体进行检测。垂直方向的

检测由上至下，至少进行上、中、下三点检测；水平

方向的检测由近至远，至少进行进出口近端点和远端

点两点检测。

 8  强制通风

经检测，有限空间内气体浓度不合格的，必须对

有限空间进行强制通风。通风时，应输送清洁空气，

严禁使用纯氧。单开口的有限空间，通风设备出风口

果合格，方可作业；检测结果不合格，还应继续进行

强制通风，直到检测结果合格为止。

 9  人员防护

应置于作业区底部进

行送风，多开口的有限

空间，应采用送、排风

相结合的通风方式，确

保有效通风。通风后，

应对有限空间内气体

再次进行检测。检测结

检测结果合格后，作业人员在进入前还应根据作

业环境选择并佩戴符合要求的

个体防护用品与安全防护设备，

主要有：安全帽、全身式安全带、

安全绳、呼吸防护用品、便携

式气体检测报警仪、照明灯和

对讲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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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应急救援

应急预案

应按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应急

管理部令第 2 号）和《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20）的要求，结合有

限空间作业事故风险，制定科学、合理、可行、有效的

有限空间作业事故专项应急预案或现场处置方案。

 1   非进入式救援

非进入式救援是指救援人员在有限空间外，借助

相关设备与器材，安全快速地将有限空间内受困人员

移出有限空间的一种救援方式。非进入式救援是一种

相对安全的救援方式，但需至少同时满足以下 2 个条

件：

1. 有限空间内受困人员佩戴了全身式安全带，且
气体检测报警仪 大功率机械通风设备 照明工具

通讯设备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高压送风式长管呼吸器 

安全帽 全身式安全带 安全绳

应定期组织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应急演练。演练结

束后应对演练效果进行评估。有限空间作业事故专项

应急预案应每年至少组织 1 次演练，现场处置方案应

至少每半年组织 1 次演练。

一旦发生有限空间作业事故，作业现场负责人应

及时向本单位报告事故情况，在分析事发有限空间环

境危害控制情况、应急救援装备配置情况以及现场救

援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判断可否采取自主救援以及

采取何种救援方式。

若现场具备自主救援条件，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非进入式或进入式救援，并确保救援人员人身安全。

应急救援装备是开展救援工作的重要基础。有限

空间作业事故应急救援装备主要包括便携式气体检测

报警仪、大功率机械通风设备 、照明工具 、通讯设备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或高压送风式长管呼吸器、安全

帽 、全身式安全带 、安全绳 、有限空间进出及救援

系统等。发生事故后，作业配置的安全防护设备设施

符合应急救援装备配置要求时，可用于应急救援。

通过对近年来有限空间作业事故进行分析发现：

盲目施救问题非常突出，近 80% 的事故由于盲目施救

导致伤亡人数增多，在有限空间作业事故致死人员中

超过 50% 的为救援人员。因此，必须杜绝盲目施救，

避免伤亡扩大。

三脚架救援系统
（垂直方向）

 侧边进入系统
（水平方向）

便携式吊杆系统
（水平 / 垂直方向）

应急演练

应急救援装备

科学施救

 2  进入式救援

当受困人员未佩戴全身式安全带，也无安全绳与

有限空间外部挂点连接，或因受困人员所处位置无法

实施非进入式救援时，就需要救援人员进入有限空间

内实施救援。进入式救援风险很大，一旦救援人员防

护不当，极易出现伤亡扩大。因此，实施进入式救援时，

救援人员必须采取科学的防护措施，确保自身防护安

全、有效。例如，救援人员应佩戴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全身式安全带、安全帽等个体防护用品，才能进入救援。

严禁无防护开展进入式救援 !

若现场不具备自主救援条件，应及时拨打 119 和

120，借助专业救援力量开展救援工作，决不允许强

行施救。

受困人员脱离有限空间后，应迅速将其转移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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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安全绳索与有限空间外的

挂点可靠连接。

2. 有限空间内受困人员所

处位置与有限空间进出口之间

通畅、无障碍物阻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