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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DB5301/T 77《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的第1部分。DB5301/T 77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 1部分：基本要求；

——第 2部分：风险分级管控通则；

——第 3部分：隐患排查治理通则。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云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技术协会、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特种设备安全检

测研究院、云南省电子信息高级技工学校。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罗超、晏乔柱、朱波、郭文光、陆健、关云寿、庞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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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特种设备的使用过程中，由于设备自身缺陷、人为不安全因素、安全附件和安全保护装置失效等

原因导致的特种设备事故时有发生，这造成了大量的经济损失并形成了负面的社会影响，严重威胁到了

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有效扼制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2021年9月，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明确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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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5301/T 77《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依据有关法律规范及标准而制定，

是相关法律规范及标准的细化和补充，具体和完善。它从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的建立、运行、持续改

进和风险排查、风险评价、风险分级管控、风险公告，以及隐患排查、隐患治理等方面对特种设备使用

单位建立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进行了规定。其目的是引导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系统化、规范化建立特种

设备双重预防体系，科学合理地排查风险、辨识危险源、评价风险、分级管控风险，科学系统地实施隐

患排查和隐患治理工作，以达到有效管控风险，减少或消除安全隐患，最大限度地避免或杜绝安全事故

发生的目的。

该标准拟分为三个部分：

——第 1部分：基本要求。本部分从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的总体要求，管理机构，体系策划，

体系建立及运行、评价、改进及验证等方面做出了规定。

——第 2部分：风险分级管控通则。本部分从特种设备风险分级管控的基本原则、风险点（源）

排查及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估、管控及公告等方面做出了规定。

——第 3部分：隐患排查治理通则。本部分从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的基本要求，隐患分级

与分类，隐患排查和治理，记录与档案等方面做出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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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
第 1 部分：基本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对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的总体要求，管理机构，体系策划，体系建立及运行、评价、改进

及验证等做出了规定。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和规范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建立双重预防体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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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5301/T 77.2 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 第2部分：风险分级管控通则

DB5301/T 77.3 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 第3部分：隐患排查治理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

在特种设备使用单位（以下简称“使用单位”）建立的，以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为核心的

一系列相关管理制度构成的安全管理预防治理体系。

管理机构

由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或实际管理者）、部门负责人、双重体系管理人员、作业人员

及其所赋予的职责权限组成的管理组织。

风险

特种设备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的组合。

分级管控

按照风险等级不同、所需资源不同、管控能力不同、管控措施复杂及难易程度等因素确定的、分层

级的风险管控方式。

特种设备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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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单位违反特种设备相关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标准、规程和特种设备管理制度等规定，

风险管控措施缺失、失效或者因其它因素导致在特种设备使用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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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患排查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安全技术规范、标准、规程和特种设备管理制度的要求，采用不同

途径和方式排查特种设备隐患的活动。

隐患治理

消除或控制隐患的活动或过程。

4 总体要求

基本原则

4.1.1 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以下简称“双重体系”）的建立应符合现行国家法律法规、行政规章、

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及标准。

4.1.2 使用单位是双重体系建设的责任主体，应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科学合理、切合实际、

综合治理、持续改进”的原则，构建、运行、持续改进双重体系。

4.1.3 使用单位已建立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的，应将双重体系融入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

资源条件

使用单位应配备双重体系正常运行必要的资源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a) 特种设备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标准、企业内部管理和操作规范；

b) 构建、运行、持续改进双重体系必要的资金；

c) 必要的办公场地；

d) 必要的人员：

1) 取得相应项目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证的人员；

2) 经培训、考核合格，具备相应能力的人员。

e) 必要的工具、设备、仪器、个人防护用品及应急救援装备。

5 管理机构

机构设置

5.1.1 使用单位可参照附录 A 的架构设置管理机构，也可按照附录 A 给出的架构进行增加或删减后设

计符合自身运行需要的架构，具体负责双重体系的建设工作。

5.1.2 管理机构可单独设置，也可由 TSG 08 规定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或单位内部承担安全管理职

责的部门行使管理机构职权。

机构职责

5.2.1 使用单位应以文件的形式明确管理机构的职责和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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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管理机构的职责和权限应包括双重体系的构建、运行、持续改进等相关工作。

岗位设置

5.3.1 管理机构中应设置必要的岗位，包括但不限于：

a) 主要负责人；

b) 部门负责人；

c) 双重体系管理人员；

d) 作业人员。

5.3.2 应以文件形式任命相关人员，赋予其能正常行使的相关职责和权限。管理机构中的人员可同时

兼任多个职责不相同的岗位，但应按照每个岗位的规定职责开展工作。

岗位职责

5.4.1 主要负责人是使用单位的最高管理者，是双重体系构建、运行和持续改进的第一责任人。

5.4.2 部门负责人是具体负责双重体系构建、运行及持续改进的人员，一般由具体使用特种设备的部

门负责人担任。

5.4.3 双重体系管理人员是参与双重体系构建、运行及持续改进的重要人员，负责具体落实双重体系

构建、运行及持续改进工作。

5.4.4 作业人员是具体操作、使用特种设备的人员，是承担双重体系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的

直接责任人员，具体负责落实职责范围的双重体系的运行及持续改进工作。

6 体系策划

方针目标

应制定双重体系的方针目标：

——方针应体现双重体系构建、运行及持续改进的相关要求，特别突出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

治理的相关要求；

——根据方针对目标应进行量化、分解，并设置阶段性的目标。

基本内容

双重体系的构成要素参见附录B，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文件和记录管理；

b) 风险分级管控要求；

c) 隐患排查治理要求；

d) 督促检查要求；

e) 信息反馈要求；

f) 持续改进要求；

g) 信息化建设；

h) 安全生产绩效考核要求；

i) 培训考核要求。

信息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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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组织相关人员完成信息的收集，收集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a) 特种设备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

b) 从事特种设备相关工作的人员信息；

c) 在用特种设备：

1) 设备相关信息；

2) 相关作业活动；

3) 安全管理制度；

4) 安全操作规程；

5) 作业指导文件；

6) 维护保养记录、自检报告、定期检验报告、监督检验报告等；

7) 应急救援预案及演练记录；

8) 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9) 风险分级管控情况；

10) 作业环境和作业条件。

d) 与本单位在用特种设备相关的事故案例；

e) 单位成立以来发生的特种设备事故材料。

制定方案

应制定双重体系构建工作方案，保证双重体系构建工作的正常开展。

7 体系建立

文件与记录

7.1.1 文件

应建立文件管理制度，对双重体系运行和改进的相关文件进行规范化管理。文件管理制度包括但不

限于：

a) 文件的编制、审核和批准要求（双重体系的相关文件应经有关人员审核、确认）；

b) 文件的标识要求；

c) 文件的修改要求；

d) 文件的控制要求（对文件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管控）；

e) 文件的收集和归档要求。

7.1.2 记录

应建立记录管理制度，对双重体系的运行和改进的记录进行规范化管理。记录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

于：

a) 记录的填写和确认（双重体系运行的记录应经有关人员审核、确认）；

b) 记录的标志；

c) 记录的收集和归档；

d) 记录的保管和保存期限；

e) 记录的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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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分级管控

应按DB5301/T 77.2的要求，组织实施风险辨识、风险评估和风险分级管控等方面的制度。

隐患排查治理

应按DB5301/T 77.3的要求，组织实施隐患排查、隐患治理等方面的制度。

督促检查

7.4.1 应建立督促检查制度，对双重体系是否得到有效实施、执行进行全面检查。

7.4.2 督促检查制度应包括督促检查的形式、时机及检查结果的处理等相关规定，督促检查的结果作

为双重体系持续改进的输入信息。

7.4.3 督促检查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

a) 定期检查；

b) 随机检查；

c) 专项检查。

信息反馈

应建立“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制度，定期对双重体系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收集、

汇总，作为双重体系持续改进的输入信息。

持续改进

应建立持续改进制度，对双重体系进行持续改进。持续改进制度包括评价、改进及验证等内容。

信息化建设

鼓励使用单位建立可与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信息化平台无缝对接、互联互通的信息化平台,

实现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的信息化共享。

安全生产绩效考核

应将双重体系的运行情况作为安全生产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予以保证。

培训考核

应建立培训考核制度，对相关人员进行双重体系构建、运行及持续改进的培训。

8 体系的运行、评价、改进及验证

运行

8.1.1 双重体系建成后，管理机构应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合规性评价，经评价合格，方可发布实施并投

入运行。

8.1.2 在双重体系投入运行前，应对双重体系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8.1.3 应按双重体系管理制度要求，全面实施双重体系的运行，形成运行记录。应按 7.1.2 的要求对

双重体系运行的记录进行规范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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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应按 7.4 督促检查的要求，对双重体系是否有效实施并执行进行全面检查，检查出的问题应按

8.3 的要求进行持续改进。

评价

应建立双重体系评价制度，评价制度包括评价时机、评价程序等相关内容。每年至少一次对双重体系

的充分性、有效性及适宜性进行评价。应在以下时机对双重体系进行全面或部分评价：

a)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发生重大变化时；

b) 体系建设、维护完成，投入运行前；

c) 辨识出新的风险时；

d) 设备使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

e) 单位新增特种设备时；

f) 组织架构或管理机构发生重大调整时；

g) 发生伤亡事故或造成经济损失时；

h) 发现风险管控措施存在缺失、遗漏、无效时；

i) 外部检查发现重大风险或重大事故隐患时。

改进

应按7.6持续改进的要求，对双重体系进行动态维护，持续改进。

验证

应对持续改进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跟踪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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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管理机构组织结构图

管理机构组织结构见图A.1。

图 A.1 管理机构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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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双重体系构成要素

双重体系构成要素见图B.1

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

方针和目标

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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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 双重体系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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