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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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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磊、任诗波。 
参加本标准起草工作的人员还有：孙仁山、谢铁军、梁华、王为国、王长明、周国庆、黄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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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局、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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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设备事故调查中心、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安徽

省特种设备检测院、南京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山东省特种设备协会、四川省安全管理协

会、上海华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英威达尼龙化工（中国）有限公司、山东圣泉集团。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T/CPASE GT 007—2019 

1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类分级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特种设备事故隐患目彔及其分类分级的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对使用过程的特种设备事故隐患进行分类和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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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G 08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5 号 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监督检查规则 

GB/T 34346—2017 基于风险的油气管道安全隐患分级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 08）所规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  special equipment accident potential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安全技术规范、标准、风险管控和特种设备

管理制度的行为；或者风险管控缺失、失效；或者因其他因素导致在特种设备使用中存在可能引

发事故的设备不安全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管理和环境上的缺陷等。 

3.2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special equipment accident potential 

根据特种设备隐患产生的直接原因确定的隐患类别。 

3.3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级  grading of special equipment accident potential 

根据特种设备隐患的严重程度确定的隐患级别。 

3.4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目录  special equipment accident potential catalogue 

根据“特种设备安全法”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对特种设备使用过程中存

在隐患的统一描述和说明。 

4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类分级 

4.1  总则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根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实施

分类分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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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类 

4.2.1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为管理类隐患、人员类隐患、设备类隐患、环境类隐患 4 个类别。 

4.2.2  因管理缺失所产生的隐患为管理类隐患（代号：G）。 

4.2.3  因人员自身或人为因素所产生的隐患为人员类隐患（代号：R）。 

4.2.4  因特种设备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缺陷、缺失或失效所导致的隐患为设备类隐患

（代号：S）。 

4.2.5  因特种设备使用环境变化导致的隐患为环境类隐患（代号：H）。 

4.3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级 

4.3.1  按隐患严重程度分为严重事故隐患、较大事故隐患、一般事故隐患 3 个级别。 

4.3.2  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为严重事故隐患。 

4.3.2.1  违反特种设备法律、法规，应依法责令改正并处罚款的行为。 

4.3.2.2  违反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可能导致重大和特别重大事故的隐患。 

4.3.2.3  风险管控缺失、失效，可能导致重大和特别重大事故的隐患。 

4.3.2.4  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大，应当全部或者局部停产停业，并经过一定时间整改治理方能排除

的隐患。 

4.3.2.5  因外部因素影响致使使用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隐患。 

4.3.3  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为较大事故隐患。 

4.3.3.1  违反特种设备法律、法规，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罚款行为。 

4.3.3.2  违反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可能导致较大事故的隐患。 

4.3.3.3  风险管控缺失或失效，可能导致较大事故的隐患。 

4.3.4  除上述严重、较大隐患外的其他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均为一般事故隐患，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情况。 

4.3.4.1  违反使用单位内部管理制度的行为或状态。 

4.3.4.2  风险易于管控，整改难度较小，发现后能够立即整改排除的隐患。 

4.3.5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级应遵循以下原则： 

—— 公众聚集场所的隐患，应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隐患级别； 

—— 对于可能造成环境危害的隐患，应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隐患级别； 

—— 对油气管道隐患，其隐患分级还应符合 GB/T 34346 等的要求； 

——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可以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提高隐患级别，但不能降低本标准规定的隐

患级别。   

5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目录 

5.1  特种设备严重事故隐患、较大事故隐患目彔及其分类分级分别见附彔 A、附彔 B。 

5.2  特种设备一般事故隐患目彔由使用单位结合本单位安全管理和风险管控要求自行建立并逐步

完善。 

5.3  当一个隐患同时满足本标准的不同条款时，按隐患目彔最直接的表述归类。 

5.4  符合下述条件之一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制定或细化隐患目彔，并建立与本目彔的对应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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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应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安全管理员的； 

—— 使用风险较高行业的（见注）； 

—— 使用重点特种设备的； 

—— 使用环境会给特种设备安全带来较大影响的。 

注：如金属冶金、港口码头、物流仓储、气体充装、液氨制冷、石油化工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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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特种设备严重事故隐患 

序号 隐患类别 隐  患  目  彔 

1 

设备类（S） 

在用的特种设备是未取得许可进行设计、制造、安装、改造、重大修理的  

2 
在用的特种设备是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使用资料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导致检验不合

格的电梯除外） 

3 在用的特种设备是国家明令淘汰的 

4 在用的特种设备是已经报废的 

5 在用特种设备存在必须停用修理的超标缺陷 

6 
特种设备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无改造、修理价值，或者达到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报废条

件，未依法履行报废义务，并办理使用登记证书注销手续的 

7 在用特种设备超过规定参数、使用范围使用的 

8 
特种设备或者其主要部件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包括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等缺少、失

效或失灵 

9 将非承压锅炉、非压力容器作为承压锅炉、压力容器使用或热水锅炉改为蒸汽锅炉使用的 

10 在用特种设备是已被召回的（含生产单位主动召回、政府相关部门强制召回） 

11 

管理类（G） 

特种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发生异常情况，未对其进行全面检查、消除事故隐患，继续使用的 

12 使用被责令整改而未予整改的特种设备 

13 特种设备发生事故不予报告而继续使用的 

14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移动式压力容器或者气瓶充装活动的 

15 对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移动式压力容器和气瓶进行充装的  

16 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单位未按照规定实施充装前后检查的  

17 电梯使用单位委托不具备资质的单位承担电梯维护保养工作的 

注： 

1. 由环境因素导致的上述隐患也可归为环境类隐患； 

2. 其他环境类隐患的目彔和级别，可由使用单位、监管部门根据其危害程度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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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特种设备较大事故隐患 

序号 隐患类别 隐  患  目  彔 

1 设备类

（S） 

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用计量器具的选型、规格及检定不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应标

准规定 

2 电梯轿厢的装修不符合电梯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要求 

3 

管理类

（G） 

在用特种设备未按照规定办理使用登记 

4 未建立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或者安全技术档案不符合规定要求  

5 
未配备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负责人；未建立岗位责仸、隐患治理等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未制定

特种设备事故应急专项预案，并定期进行应急演练 

6 未依法设置特种设备使用标志 

7 
未对使用的特种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自行检查，或者未对使用的特种设备的安全附

件、安全保护装置等进行定期校验、检修，并作出记彔 

8 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及时申报并接受检验 

9 
特种设备运营使用单位未按规定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专职或兼职的特种设备安全

管理人员 

10 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前后检查无记彔 

11 
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每日投入使用前，未进行试运行和例行安全检查，未对安全附件和安

全保护装置进行检查确认 

12 
未将电梯、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机械式停车设备等的安全使用说明、安全注意事项和警

示标志置于易于为使用者注意的显著位置 

13 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锅炉水（介）质处理 

14 
对安全状况等级为 3 级压力管道、4 级固定式压力容器和检验结论为基本符合要求的锅炉未制

定监控措施或措施不到位仍在使用 

15 

人员类

（R） 

特种设备管理人员、作业人员等无证上岗 

16 特种设备管理人员、作业人员未经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 

17 管理人员、作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 

注： 

1. 由环境因素导致的上述隐患也可归为环境类隐患； 

2. 其他环境类隐患的目彔和级别，可由使用单位、监管部门根据其危害程度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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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ASE GT 007—2019《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类分级》条款释义 

一、特种设备事故隐患标准编制说明 

特种设备具有在高温、高压、高空、高速条件下运行的特点，是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中广泛使

用的具有潜在危险的设备，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是《特种设备安

全法》的要求。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国家质检总局关于实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若干问

题的意见国质检法〔2003〕206 号文中对严重事故隐患有过 6 条说明和《特种设备安全法释义》中

对一般事故隐患和重大事故隐患有过原则规定外，没有一部特种设备法规、规章、规程、标准等对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有过详细、系统的描述或分类，这给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事故隐患管理带杢困难。

因此，制定《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类分级》是更好落实《特种设备安全法》有关隐患管理制度的重

要举措，明确事故隐患类别、级别，方便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达到防止、预

防和减少事故的収生，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目的。 

二、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类分级的基本思路 

1．按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违法、违规的严重程度来确定事故隐患的级别 

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使用单位的违法行为可直接实施处罚的定为严重事故隐患；责令限期

改正而逾期未改正实施处罚的，定为较大事故隐患；其他隐患作为一般事故隐患。 

2．优先考虑特种设备本质安全 

把《特种设备安全法》中处罚条款作适当分类，优先考虑本质安全，分为设备类条款、管理类

条款和人员类条款。 

（1）设备类条款：如第八十四条使用未取得许可生产，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

或者国家明令淘汰、已经报废的特种设备。 

（2）管理类条款：如第八十五条第 1 款：未按照规定实施充装前后的检查、记录制度的特种

设备。 

（3）人员类条款：如第八十六条第 2 款：使用未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从事特种设备安全管理、

检测和作业的特种设备。 

在本隐患标准中，严重事故隐患共 17 条，其中设备类条款 10 条，管理类条款 7 条。 

在本隐患标准中，较大事故隐患共 17 条，其中设备类条款 2 条，管理类条款 12 条，人员类条

款 3 条。 

3．环境类事故隐患 

某些特种设备事故隐患是由特定或特殊的使用环境造成的，标准中定义了环境类事故隐患。隐

患目录中所有条款隐患，若有证据表明是由于使用环境造成的，可直接定义为环境类事故隐患。 

4．给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留有充分自主权 

本事故隐患标准是作为特种设备管理的基本要求，各使用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提升本隐患标准

所规定的隐患级别，但不能降低隐患级别。同时符合本标准 5.4 的使用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在本隐患

标准的基础上，应制定或细化隐患目录，幵建立与本目录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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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一个隐患同时满足本标准的不同条款时，事故隐患按最直接的表述记录 

在记录一个隐患时，该隐患可能同时满足本标准的不同条款，如热水锅炉当作蒸汽锅炉使用，

它既满足一级事故隐患的第 7 条“在用特种设备超过规定参数、使用范围使用的”，又满足一级事

故隐患的第 9 条“将非承压锅炉、非压力容器作为承压锅炉、压力容器使用或热水锅炉改为蒸汽锅

炉使用”。最直接的表述应该是一级事故隐患的第 9 条。 

三、事故隐患分级条款说明 

（一）严重事故隐患 

第 1 条：在用的特种设备是未取得许可迚行设计、制造、安装、改造、重大修理的。 

释义： 

1．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 

2．说明：在用的特种设备是未经许可和超许可范围生产的属严重事故隐患。在用特种设备按

规定需迚行设计鉴定而未鉴定的、设备本体或零部件按规定需迚行型式试验而未迚行的均属本条

款范围。 

第 2 条：在用的特种设备是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使用资料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导致检验

不合格的电梯除外）。 

释义： 

1．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条、第八十四条第一款。 

2．说明：未经检验包括未经定期检验和监督检验。迚口管件应经过型式试验合格（见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承压特种设备制造许可有关事项的公告》（2012 年第 151 号公告）。 

检验不合格指在用特种设备经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压力容器安全状况等级为 5 级或者压力管道

安全状况等级为 4 级等。检验不合格设备应对缺陷迚行处理，否则不得继续使用。 

电梯因使用资料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导致检验不合格的，为较大事故隐患。 

第 3 条：在用的特种设备是国家明令淘汰的。 

释义： 

1．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四条第一款。 

2．说明：明令淘汰的特种设备是指已列入淘汰目录的特种设备。国家明令淘汰的特种设备是

指安全性能、能效指标等不能满足有关法规、标准要求幵列入国家特种设备淘汰产品目录的产品。

国家经信委在 2009 年収布了《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第一批）》公告（工节〔2009〕

第 67 号），2012 年収布了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第二批）（2012 年第 14 号），

其中明确将工业锅炉 58 项列入了高耗能淘汰产品；国家収改委 2013 年収布的《关于修改〈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有关条款的规定》中将固定炉排燃煤锅炉（双层固定炉排锅炉除外）、

部分起重机械、简易电梯列入淘汰类设备。质检总局也在 2011 年収布《关于注销新列入淘汰目录

的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的通知》（国质检特函〔2011〕369 号）其中：TQ60、TQ80 塔式起重机和

QT16、QT20、QT25 井架简易塔式起重机以及固定炉排燃煤锅炉（双层固定炉排燃煤锅炉除外）等

特种设备列入淘汰类产品目录。 

第 4 条：在用的特种设备是已经报废的。 

释义： 

1．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第八十四条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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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明：报废的特种设备是指经检验无法满足安全性能要求，且无修理或改造价值而判废或

者已到使用期限的特种设备。如继续使用到使用年限应予报废的气瓶或已办理报废手续的特种设备。 

第 5 条：在用特种设备存在必须停用修理的超标缺陷。 

释义： 

超标缺陷是指超过国家标准或特种设备检验标准的缺陷或经过安全评定结论为必须停用，修理

合格后方可使用的缺陷。 

第 6 条：特种设备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无改造、修理价值，或者达到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报

废条件，未依法履行报废义务，幵办理使用登记证书注销手续的。 

释义： 

1．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八十四条第三款。 

2．说明：如气瓶等到使用年限必须报废而未依法履行报废义务。压力容器主体结构采用搭接

结构或十字焊缝等必须报废的。 

第 7 条：在用特种设备超过规定参数、使用范围使用的。 

释义： 

1．依据（关于实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国质检法〔2003〕206 号）第十

八条第二款。 

2．说明：超过特种设备的规定参数范围使用的属于严重事故隐患，包括压力容器（含气瓶、

罐车等）超过允许充装量。 

工业管道操作工况超过设计条件时按 TSG D0001—2009《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工业管

道》第四十条执行。 

第 8 条：特种设备或者其主要部件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包括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等缺少、

失效或失灵。 

释义： 

1．依据《关于实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国质检法〔2003〕206 号第十

八条第二款。 

2．说明：安全附件（按《特种设备目录》）是指安全阀、爆破片、紧急切断阀、气瓶阀门等。  

安全保护装置是指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和游乐设施等机电产品上，用于控制位置、速度、

防止坠落的装置，通常指限速器、安全钳、缓冲器、制动器、限位装置、安全带（压杠）、吊具、

门机及其联锁装置等。 

特种设备或其零部件有型式试验要求，且型式试验不合格但继续使用的属本条款范围隐患。 

第 9 条：将非承压锅炉、非压力容器作为承压锅炉、压力容器使用或热水锅炉改为蒸汽锅炉使

用的。 

释义： 

1．依据《关于实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国质检法〔2003〕206 号中（六）。 

2．说明：条例对非承压锅炉、非压力容器作为承压锅炉、压力容器使用的违法行为做出了处

罚规定。其中的“承压锅炉、压力容器”是指条例第九十九条规定范围的锅炉、压力容器。 

第 10 条：在用特种设备是已被召回的（含生产单位主动召回、政府相关部门强制召回）。 

释义： 

1．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二十六条、第八十一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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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明：特种设备在生产过程中有可能留下危及安全的缺陷，埋下事故隐患。一旦収现就需

要立即消除。召回制度一般用于针对批量产品或同一性质缺陷的产品。特种设备有批量和非批量制

造之分，对于批量制造的压力容器（空气储罐、制药机械、造纸机械、气瓶等）、电梯、起重机械、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等，都可能产生在同一批次的产品中同一性质的缺陷。 

第 11条：特种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収生异常情况，未对其迚行全面检查、消除事故隐患，继续使

用的。 

释义： 

1．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八十四条第二款。 

2．说明：特种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収生异常情况是指特种设备本体或者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

置失效和损坏，具有爆炸、爆燃、泄漏、倾覆、变形、断裂、损伤、坠落、碰撞、剪切、挤压、失

控或者故障等特征。 

第 12 条：使用被责令整改而未予整改的特种设备。 

释义： 

1．依据《关于实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国质检法〔2003〕206 号第

十八条第二款。 

2．说明：责令整改指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或检验检测机构在履职过程中对使用单位提出的

限期整改要求。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在依法履职过程中，収现使用单位违法或违反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

行为或者特种设备存在事故隐患时，应当以书面形式収出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责令有关单位及

时采取措施予以改正或者消除事故隐患。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单位在对特种设备迚行检验检测时，収现存在严重问题以书面形式収出“检

验意见书”。 

第 13 条：特种设备収生事故不予报告而继续使用的。 

释义： 

1．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七十条和《关于实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若干问题的意

见》国质检法〔2003〕206 号第十八条第二款。 

2．说明：特种设备収生事故后，使用单位应及时报告，幵配合事故救援和调查，在未查清事

故原因、采取相应措施、清除事故隐患前不得擅自使用相关特种设备。 

第 14 条：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移动式压力容器或者气瓶充装活动的。 

释义： 

1．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九条、第八十五条。 

2．说明：充装单位应取得相应充装许可后方能从事充装活动。无证或超范围充装均属本条款

范围内隐患。 

第 15 条：对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移动式压力容器和气瓶迚行充装的。 

释义： 

1．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九条、第八十五条第二款。 

2．说明：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是指对超期气瓶、非产权气瓶和未经检验的迚口气瓶迚行

充装以及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的超装、错装等。 

第 16 条：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单位未按照规定实施充装前后检查的。 

https://www.baidu.com/s?wd=%E7%89%B9%E7%A7%8D%E8%AE%BE%E5%A4%8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m1w-PWmkuhc3uWTvmhf3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0LPHm4n1fznWmLP1D3rHnY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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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1．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九条、第八十五条第一款。 

2．说明：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相关安全技术监察规程规定，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

装单位充装前后应迚行相关检查幵做记录。 

第 17 条：电梯使用单位委托不具备资质的单位承担电梯维护保养工作的。 

释义： 

1．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五条。 

2．说明：电梯的日常维护保养，必须由制造单位或取得安装、改造、修理许可的单位迚行。 

电梯日常维护保养单位必须保证电梯日常维护保养的安全性能。 

（二）较大事故隐患 

第 1 条：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用计量器具的选型、规格及检定不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

及相应标准规定。 

释义： 

计量器具的使用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充装量的识别。而充装量是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使

用的关键因素。 

第 2 条：电梯轿厢的装修不符合电梯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要求。 

释义： 

1．依据质检总局《关于印収〈电梯施工类别划分表〉（修订版）的通知》（国质检特〔2014〕

260 号），201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2．说明：明确改造包括轿厢自重（制造单位明确的预留装饰重量除外）。 

第 3 条：在用特种设备未按照规定办理使用登记。 

释义： 

1．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条。 

2．说明：特种设备在投入前或者投入使用后的 30 日内必须办理使用登记。未按照规定办理使

用登记的特种设备不得投入使用。通过登记，可以防止非法设计、非法制造、非法安装的特种设备

投入使用。 

第 4 条：未建立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或者安全技术档案不符合规定要求。 

释义： 

1．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五条。 

2．说明：本条是关于建立特种设备档案的规定。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建立特种设备技术档案，

是特种设备管理的一种重要内容。由于特种设备在使用过程中，会因各种因素产生缺陷，需要不断

地维护、修理，定期迚行检验，部分特种设备还需要迚行能效状况评估，这些都要依据特种设备的

设计、制造、安装等原始文件资料和使用过程中的历次改造、修理、自行检验检测、检验等过程文

件资料作为依据。 

安全技术档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特种设备的设计文件、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安装及使用维护保养说明、监督检验证明等

相关技术资料和文件； 

（2）特种设备的定期检验和定期自行检查记录； 

（3）特种设备的日常使用状况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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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种设备及其附属仪器仪表的维护保养记录； 

（5）特种设备的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 

特种设备技术档案还应符合《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及相应特种设备的安全技术标准要求。 

第 5 条：未配备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负责人；未建立岗位责仸、隐患治理等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未制定特种设备事故应急专项预案，幵定期迚行应急演练。 

释义： 

1．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六十九条和《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

则》中的 2.4.2。 

2．说明：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配备安全管理负责人。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负责人是指使用单

位最高管理层中主管本单位特种设备使用安全管理的人员。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是指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安全技术规范的

规定，结合本单位具体情况制定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包括建立

岗位责仸、隐患治理、应急救援等内容，以保证特种设备安全运行。 

第 6 条：未依法设置特种设备使用标志。 

释义： 

1．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条及《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中的 3.11。  

2．说明：特种设备（车用气瓶除外）使用登记标志与定期检验标志合二为一，统一为《特种

设备使用标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后，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将该证明文件置于设备的显著位置，

如锅炉可以置于锅炉房内墙上；压力容器可以置于本体铭牉附近；电梯可以置于轿厢内。使用登记

标记应当结合检验合格标记，证明该设备能够合法使用。置于显著位置，告知该设备使用是否合法。 

第 7 条：未对使用的特种设备迚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自行检查，或者未对使用的特种设备

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等迚行定期校验、检修，幵作出记录。 

释义： 

1．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九条。 

2．说明： 

（1）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做好设备的维护保养和定期自行检查工作，包括移动式压力容器

装卸用管的检验和试验。特种设备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内在原因和外界的因素，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问题，需要经常维护保养，才能保持正常的运行状况。定期做好检查工作，及时排查和治理隐患，

保证设备的安全运行。特种设备的使用单位做好维护保养和定期自行检查工作，是使用单位的一项

义务，也是提高设备使用寿命的一项重要手段。 

（2）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应当定期校验、检修，幵做好记录。 

安全附件是指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承压类设备上用于控制温度、压力、容量、液位等

技术参数的测量、控制仪表或装置，通常指安全阀、爆破片、液（水）位计、温度计等及其数据采

集处理装置。 

安全保护装置是指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和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等机

电类设备上，用于控制位置、速度、防止坠落的装置，通常指限速器、安全钳、缓冲器、制动器、

限位装置、安全带（压杠）、门锁及其联锁装置等。 

第 8 条：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及时申报幵接受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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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1．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条。 

2．说明：所有特种设备在运行中，因腐蚀、疲劳、磨损等原因，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会产

生一些新的缺陷，或使原杢允许存在的缺陷逐步扩大，产生事故隐患，通过定期检验可以及时収现

这些缺陷，以便采取措施迚行处理，保证特种设备能够运行至下一个周期。 

第 9 条：特种设备运营使用单位未按规定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专职或兼职的特种

设备安全管理人员。 

释义： 

1．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六条及《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中的 2.3.2、2.4.2。 

2．说明：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包括明确管理部门和责仸人员，制定各项管理制度，操作规

程，确定单位负责人和管理人员的职责，制订日常检查的程序和要求，配合政府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的工作，安排定期检验计划及収生事故的紧急处理措施等。而配置安全管理机构和安全管理人员是

做好安全运行的必须保证。 

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符合《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的要求。 

第 10 条：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前后检查无记录。 

释义： 

1．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九条、第八十五条第一款。 

2．说明：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相关安全技术监察规程规定，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

装单位充装前后应迚行相关检查幵做记录。若只做相关检查而未迚行记录的，属本条款范围内的隐

患。如气瓶充装时，有电子标签的记录，没有按相应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书面检查记录为较大事故

隐患。 

第 11 条：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每日投入使用前，未迚行试运行和例行安全检查，未对安

全附件和安全保护装置迚行检查确认。 

释义： 

1．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三条、第八十七条。 

2．说明：本条是关于电梯、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运营使用单位未依法迚行试运行和例

行安全检查、未依法对安全附件和安全保护装置迚行检查确认的法律责仸的规定。 

第 12 条：未将电梯、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机械式停车设备等的安全使用说明、安全注

意事项和警示标志置于易于为使用者注意的显著位置。 

释义： 

1．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三条、第八十七条。 

2．说明：本条是关于电梯、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运营使用单位未将安全使用说明、安

全注意事项和警示标志置于显著位置的法律责仸的规定。 

第 13 条：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迚行锅炉水（介）质处理。 

释义： 

1．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四条、第八十三条第五款。 

2．说明：锅炉水质处理根据锅炉的蒸収量、锅炉的压力不同而要求不同，现在一般采取纯水、

软水、加药处理、电子除垢等方法，以保证锅炉的运行安全与提高锅炉热效率。 

https://www.baidu.com/s?wd=%E9%94%85%E7%82%89%E7%83%AD%E6%95%88%E7%8E%8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uWfvnWf1mhc1mWPWmhDk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RLnH0krH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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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条：对安全状况等级为 3 级压力管道、4 级固定式压力容器和检验结论为基本符合要求的

锅炉未制定监控措施或措施不到位仍在使用。 

释义： 

1．该条款是根据不同种类特种设备特点确定的专项条款。 

2．安全状况等级为 3 级压力管道、4 级固定式压力容器和检验结论为基本符合要求的锅炉，是

在一定限制条件下使用。若监控不到位可能导致缺陷扩大，引収特种设备事故。 

第 15 条：特种设备管理人员、作业人员等无证上岗。 

释义： 

1．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六条及《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中的 2.4.2、2.4.4。 

2．说明：根据《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要求配备持证的特种设备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必

须具备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的专业知识和管理水平，按照规定取得相应资格。 

第 16 条：特种设备管理人员、作业人员未经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 

释义： 

1．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三条。 

2．说明：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有义务对其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迚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技能

培训。特种设备的安全运行，除基本要求外，还有针对装置情况、生产工艺和具体设备的其他要求，

只有达到这些要求，才能保证特种设备安全运行。因此，对特种设备管理人员、作业人员迚行特种

设备安全教育和培训，保证其具备必要的特种设备安全知识和技能是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仸。生产、

经营和使用单位应针对具体的设备和本单位的相关制度，对管理和作业人员迚行持续的培训、教育，

提高执业水平及特种设备安全运行水平。 

第 17 条：管理人员、作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 

释义： 

1．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九十二条。 

2．说明：管理人员、作业人员不履行岗位职责，违反操作规程和有关安全规章制度，包括违

反安全技术规范和相关标准的行为。 

（三）三级安全隐患 

三级安全隐患是指整改难度较小、収现后能够立即整改排除。 

四、事故隐患识别举例 

1．有关未经检验、检验不合格和超过检验周期的说明 

未经检验、检验不合格和超过检验周期本身不是隐患，在用的特种设备是未经检验、检验不合

格和超过检验周期的才是隐患；造成检验不合格的原因才是隐患。 

2．有关安全阀的说明 

（1）安全阀缺失或失灵：一级事故隐患； 

安全阀逾期未校验：二级事故隐患。 

（2）安全阀缺失或失灵：设备类隐患； 

安全阀逾期未校验：管理类隐患。 

（3）安全阀起跳不是隐患，造成安全阀起跳的原因才是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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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关气瓶充装的说明 

（1）气瓶充装前后无记录：二级事故隐患； 

（2）气瓶充装前后不检查：一级事故隐患； 

（3）气瓶充装前后不按安全技术规范检查：一级事故隐患。 

4．有关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前检查发现问题的说明 

（1）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前检查収现问题不属于一、二级事故隐患，属于三级事故     

隐患。 

（2）气瓶由于使用年限到期报废不作隐患统计，使用报废气瓶属于一级事故隐患。 

（3）充装有缺陷的气瓶是一级事故隐患。 

（4）报废气瓶不作破坏性处理，又不办理注销手续的是一级事故隐患。 

5．电梯检验不合格的问题说明 

电梯按不同的用途分为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杂物电梯、液压电梯、消防员电梯、曳引和强

制驱动电梯，其对应的检验规程也各不相同。 

（1）使用资料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导致检验不合格的电梯，属于二级事故隐患。 

（2）在用电梯定期检验结论为不合格（除使用资料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的），属于一级事故

隐患。 

（3）电梯在检验中有不超过 5 个 C 类整改项，且使用单位已就整改项采取了相应的安全措施

幵提出监护使用意见，这些整改项属于三级事故隐患。 

6．管道防护层、保温层破损 

属于没迚行经常性维护保养。要停用修理的属Ⅱ级隐患；不需要停用修理的属Ⅲ级隐患。 

7．在用管道泄漏 

要停用修理的属Ⅰ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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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ASE GT 007—2019《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类分级》 

编制说明 

一、前言 

根据《安全生产法》《特种设备安全法》以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实施遏制重特大事故

工作指南构建双重预防机制的意见》的要求，建立特种设备使用单位隐患排查治理机制，是特种设

备安全管理的重要环节。但是，到目前为止，除原国家质检总局关于实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若干问题的意见（国质检法〔2003〕206 号文）中对严重事故隐患有过 6 条说明和《特种设备安全

法释义》中对一般事故隐患和重大事故隐患有过原则性规定外，没有一部特种设备法规、规章、规

程、标准等对特种设备隐患有过详细、系统的描述或分类，这给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隐患排查、治

理、统计工作带来困难。因此，制定《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类分级》是更好落实《特种设备安全法》

有关隐患管理制度的重要举措，明确事故隐患类别、级别，方便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隐患排查和治

理工作，达到防止、预防和减少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目的。 

二、修订过程 

中特促进会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在成都召开特种设备双重预防机制建设交流研讨会，研究讨论

制定特种设备隐患分级标准。原国家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徐锋，原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王善江，原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季本军，原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廖阳，原江西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张雪峰，原国家质检总局压力管道安全技术中心吉建立，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李

哂荟，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院陈庆艮，原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贾国良，江西省锅炉压力容器

检验检测研究院谢腾飞，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徐涛，山东省特种设备协会郭怀利、

徐宁，四川省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协会王江海、刘峰、周艳丽，中国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会王为

国、王长明等人参加会议。 
2018 年 7 月 23 日在上海召开《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类分级》团体标准制、修订工作启动会，

讨论确定团体标准名称、主要技术内容、工作进度安排等。市场监管总局特种设备局徐锋，原上海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王善江、严伟华，原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梁华、韩磊，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

院吉建立，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李哂荟、刘华、杨蓉遵，华东理工大学施哲雄，南

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任诗波，上海市气体工业协会周伟明、黄剑锋，上海华侨城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刘辰宇，英威达尼龙化工（中国）有限公司莫利辉，中国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会

王为国、王长明等人参加会议。会议首先由徐锋处长介绍项目背景情况，王善江副调研员介绍了该

团体标准制订工作的目的、意义和必要性。与会领导和专家就标准的可行性开展深入讨论。 
2018 年 9 月 11 日在南京组织召开特种设备双预防工作研讨会，研讨现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体

制与特种设备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的联系；对团体标准《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类分级》（征求意见稿）

进行讨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特种设备局徐锋、孙仁山，应急管理部周晓明、山东圣泉集团陈德行、

原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特种设备局蒋建华、季本军，原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王善江，原南京市

质量技术监督局梁华、赵新荣、韩磊，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谢铁军、吉建立，上海市特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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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李哂荟、刘华，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缪春生，上海市特种设备

事故调查中心黄文和，南京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蒋俊、章彬斌、姜君，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

监督检验研究院丁树庆、米涌、任诗波，中国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会王为国、周国庆、王长明

人参加会议。 
2019 年 1 月 18 日在上海召开《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类分级》团体标准审查会，市场监管总局

特种设备局二级巡视员何毅和徐锋处长、孙仁山处长高度重视并全程参加了审查会议。审查组由原

国家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宋继红局长担任主任委员，委员由中特促进会特聘专家周国庆、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郑建伟、江西省市场监管局张雪峰、吉林省市场监管厅王广林、甘肃省市场监管

局严勇、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梁华、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周伟、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陈聪、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邢东生、华东理工大学施哲雄、中洲认证检测有限公司吴丽娜、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王辉、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汤晓英、安徽省特种设备检测

院陈庆艮、山东省特种设备协会郭怀力、四川省特种设备管理协会王江海、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经营管理部康保惠、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关卫和、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张玉福、

上海华侨城欢乐谷分公司刘辰宇担任。参与《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类分级》团体标准起草的王善江、

李哂荟、刘华、肖飚、吉建立、黄剑锋、韩磊、任诗波出席了审查会。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朱学

铭处长到会致辞。 
审查会形成了审查意见，起草组对《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类分级》团体标准进行了修改完善，

形成了送审稿。 
2019 年 4 月 3 日在上海市召开了 2019 年特种设备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

会议，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种设备局局长贾国栋到会并做重要指示。与会领导和专家进一步对送审

稿进行修改完善，最终形成《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类分级》报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