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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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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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乔柱、罗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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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部分：隐患排查治理通则

1 范围

本文件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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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了规定。

本文件适用于规范和指导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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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8408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

GB/T 34272 小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

GB/T 34346 基于风险的油气管道安全隐患分级导则

TSG 07 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

TSG 08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TSG 11 锅炉安全技术规程

TSG 21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 23 气瓶安全技术规程

TSG 24 氧舱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 D0001 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工业管道

TSG D7003 压力管道定期检验规则-长输（油气）管道

TSG D0004 压力管道定期检验规则-公用管道

TSG D0005 压力管道定期检验规则-工业管道

TSG N0001 场（厂）内机动车辆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 Q7015 起重机械定期检验规则

TSG R0005 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 S7001 客运索道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

TSG T5002 电梯维护保养规则

DB5301/T 77.1 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 基本要求

DB5301/T 77.2 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 风险分级管控通则

《客运索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国家质检总局公告2016年4月1日实施）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监察规定》（国家质检总局公告2014年1月1日实施）

《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监督检查规则》（国家质检总局公告2015年第5号）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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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5301/T 77.1-202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类

根据特种设备隐患产生的直接原因确定的隐患类别。

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分级

根据特种设备隐患的严重程度确定的隐患级别。

4 基本要求

使用单位应建立符合 DB5301/T 77.1 要求的双重预防体系，并开展全员培训。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全员参与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使隐患排查治理贯穿于特种设备全生命周期。

使用单位应根据使用情况建立特种设备档案和台帐，特种设备基本信息表见附录 A。

5 隐患分级与分类

隐患分级

按照隐患整改、治理和排除的难度及其可能导致事故后果和影响范围，将隐患分为严重事故隐患、

较大事故隐患、一般事故隐患三个等级。

a) 严重事故隐患。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为严重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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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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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风险管控缺失、失效，可能导致重大和特别重大事故的；

4) 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大，应全部或者局部停产停业，需要一定时间整改治理方能恢复的；

5) 因外部因素影响致使使用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

b) 较大事故隐患。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为较大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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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罚款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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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风险管控缺失、失效，可能导致较大事故的；

c) 一般事故隐患。除上述严重、较大事故隐患外的其他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均为一般事故隐患，

包含以下情况：

1) 违反使用单位内部管理制度的行为或状态；

2) 风险易于管控、整改难度较小，发现后能够立即排除的。

隐患分类

事故隐患分为管理类、人员类、设备类和环境类四个类别：

a) 管理类：因管理缺失所产生的隐患，包含安全管理机构、岗位责任制、管理制度、操作规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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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人员类：因人员自身或人为因素所产生的隐患；

c) 设备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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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环境类：因外部因素影响致使使用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隐患。

6 隐患排查

制定计划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制定隐患排查计划。隐患排查计划应至少包括：排查内容（设备）、排查实施

人、排查时间、排查要求等。

排查程序

特种设备隐患排查程序图见图 1。

图 1 特种设备隐患排查程序图

排查组织

根据图1所列程序，按照下列要求组织排查:

a) 由负责人或者责任人员制定排查计划；

b) 责任人员根据排查计划组织排查人员实施隐患排查；

c) 排查人员应及时汇总排查中发现的问题并上报责任人员。

排查方式

6.4.1 使用管理审查

对使用单位安全管理体系、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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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设备分类排查

6.4.2.1 设备分类排查实施的责任主体为使用单位。按特种设备种类或类别的不同，除根据《特种设

备安全法》和特种设备使用管理的规范性按 TSG 08 的要求进行排查外，对 8大类特种设备在运行过程

和运行环境中，以及设备本体存在的隐患还应按以下要求进行排查：

——锅炉根据 TSG 11 的要求进行排查；

——充装单位根据 TSG 07、TSG 23 和 TSG R0005 的要求进行排查；

——固定式压力容器根据 TSG 21 的要求进行排查；

——移动式压力容器根据 TSG R0005 的要求进行排查；

——工业压力管道根据 TSG D0001 和 TSG D0005 的要求进行排查；

——长输（油气）管道根据 TSG D7003 和 GB/T 34346 的要求进行排查；

——公用压力管道根据 TSG D0004 的要求进行排查；

——气瓶根据 TSG 23 的要求进行排查；

——氧舱根据 TSG 24 的要求进行排查；

——电梯根据 TSG T5002 的要求进行排查；

——起重机械根据 TSG Q7015 的要求进行排查；

——客运索道根据 TSG S7001 和《客运索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排查；

——场（厂）内机动车辆根据 TSG N0001 的要求进行排查；

——大型游乐设施根据 GB 8408 和《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监察规定》的要求进行排查；

——小型游乐设施根据 GB/T 34272 的要求进行排查。

6.4.2.2 排查途径参见表 1。

表 1 设备分类主要排查途径

设备种类（类别） 排查途径

锅炉 维护保养、定期自行检查和定期检验。

压力容器

固定式 维护保养、月度检查、年度检查和定期检验。

氧舱 日常安全检查、维护保养、年度检查和定期检验。

移动式
使用 日常检查和维护保养、定期自行检查、年度检验（查）和全面检验（定期检验）。

充装 充装过程检查和定期检验。

气瓶（充装）
充装过程检查和定期检验、日常检查和维护保养、定期自行检查、年度检验（查）

和全面检验（定期检验）。

压力管道

工业管道 经常性维护保养、日常检查、年度检查和定期检验。

公用管道 经常性维护保养、年度检查和全面检验。

长输管道 经常性维护保养、年度检查和全面检验。

电梯 维护保养、自行检查和定期检验、日常检查。

起重机械 维护保养、定期自行检查和定期检验。

客运索道 运营前试运行检查、维护保养、定期自行检查、全面检查维护和定期检验。

大型游乐设施 运营前试运行检查、维护保养、定期自行检查、全面检查维护和定期检验。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日常检查、自行检查、日常维护保养、全面检查和定期检验。

6.4.3 综合整治排查

综合整治排查是利用监督检查、安全管理评价、专项整治等手段的综合运用来排查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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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类型

隐患排查分为：日常排查、定期排查、专项排查、重点时段排查、专家诊断性排查，企业可以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排查类型。

排查要求

6.6.1 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按照法律、法规和安全技术规范、规程和相关文件的要求执行，排查前应制

定隐患排查计划，明确排查的事项、内容、责任人和频次。

6.6.2 各级人员应根据安全生产和特种设备法律法规要求和特种设备风险管控情况，结合设备特点开

展隐患排查工作，隐患排查应做到全面覆盖、责任到人。

6.6.3 隐患排查过程中应记录，记录格式见附录 B 中的表 B.1。

6.6.4 隐患排查结束，应对隐患信息及治理要求进行通报。

7 隐患治理

治理程序

隐患治理程序见图 2。

图 2 隐患治理程序图

治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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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根据隐患排查通报的信息，下发隐患整改通知书，通知书格式企业根据自行情况制定。

7.2.2 制定隐患治理方案，落实责任人，明确治理时间和隐患消除时限，并做好治理记录，记录格式

见附录 B中的表 B.2。

7.2.3 隐患治理过程中，企业可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聘请或者委托专业技术服务机构专家帮助制定

隐患治理方案并实施，严重和较大事故隐患的治理方案应包含以下内容：

a) 治理的目标与任务；

b) 采取的方法和措施；

c) 经费和物资的落实；

d) 负责治理的机构和人员；

e) 治理的时限和要求；

f) 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

安全防护

7.3.1 在隐患治理过程中，应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

7.3.2 安全隐患治理前或治理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并疏散可能

危及的其他人员，设置警戒标志，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特种设备。

7.3.3 对于生产需要，由于特定原因不能停止使用的设施和设备，应当加强管理，制定应急措施并落

实监控责任，监护使用。

治理验收

7.4.1 隐患治理完成后，应根据隐患的级别组织相关人员对隐患治理情况进行验收，确认治理效果，

实现闭环管理。

7.4.2 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台账格式见附录 C。

例外处置

7.5.1 对于使用单位在隐患排查过程中发现的“没有能力治理或治理达不到要求，需要停产的严重和

较大事故隐患”，应及时报告当地监督管理部门，在报告的同时采取包括停产、停用在内的相关措施。

7.5.2 需报请当地人民政府挂牌督办的事故隐患，企业应填写“拟报请人民政府挂牌督办安全生产重

大隐患和突出问题登记表”，并上报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其格式见附录 D。

8 记录与档案

记录

8.1.1 使用单位在隐患排查治理过程中，隐患排查人应填写隐患排查治理记录，记录应纳入使用单位

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内管理，隐患排查记录格式见附录B 中的表 B.1；隐患治理记录格式见附录B 中的表

B.2。

8.1.2 使用单位应按照每个阶段对特种设备隐患进行统计汇总，汇总表应符合附录 E 的要求。

8.1.3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台账格式见附录 C。

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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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单位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策划、实施及持续改进过程中，应完整保存体现隐患排查和治理全过

程的记录资料，并分类建档管理，档案的保管有效期不应低于2年，档案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特种设备分类台账（含特种设备基本信息表）；

b) 隐患排查工作计划、隐患治理方案；

c) 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记录；

d) 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e) 其他相关见证资料（图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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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特种设备基本信息表

特种设备基本信息表见表A.1。

表 A.1 特种设备基本信息表

编号：

一、使用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所属区 单位负责人 设备管理员

联系电话 单位传真 邮政编码 邮箱地址

二、使用单位特种设备基本信息（设备台账号： ）

序号 设备种类 设备类别
设备名称和

品种

设备检验下次到

达日期
设备使用登记证号 备注

设备种类、设备类别、设备品种按特种设备目录要求填写；

本记录可加附页。如使用单位有完整特种设备台帐，可直接填写使用单位特种设备台账等文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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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记录表

特种设备隐患排查记录表，见表B.1。

表 B.1 特种设备隐患排查记录表

序号 排查时间 排查方法 排查内容

隐患措施

（部位、数量、

状态）

隐患分类

分级

排查人

员
隐患编号

B.1 特种设备隐患排查记录表，见表 B.1。

表 B.2 特种设备隐患治理记录表

序号 隐患编号
收到治理通知

时间
治理期限

治理措施或

方案

上报

情况

治理人

员

治理完成情况

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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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台帐

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台帐，见表C.1。

表 C.1 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台帐

单位名称： 统计日期： 年 月 日 第 页 共 页

序

号

排查

日期

排查部门（责

任人）

排查途径（排查内

容）

排查依据 隐患类别 隐患级别 隐患治理信息

备

注
法规

标准

适用

条款

管

理

类

人

员

类

设

备

类

环

境
一般 严重 较大

完成治

理日期
治理记录单编号

统计人 统计日期 小计 完成治理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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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J

D
K

附 录 D

（资料性）

拟报请人民政府挂牌督办安全重大隐患和突出问题登记表

拟报请人民政府挂牌督办安全重大隐患和突出问题登记表，见表D.1。

表 D.1 拟报请人民政府挂牌督办安全重大隐患和突出问题登记表

填报单位（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隐患问题名称

所属行业领域 隐患问题所在地

治理责任单位 治理责任人

督办责任单位 督办责任人

隐患问题基本情况

整改要求

预计完成时限

注：需要报请各级人民政府挂牌督办时才填写，同时报送至市级特种设备监管部门及辖区政府。

填表人： 联系方式：



DB5301/T 77.3—2022

12

E
L

附 录 E

（资料性）

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阶段汇总表

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阶段汇总表，见表E.1。

表 E.1 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阶段汇总表

一、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

地址

所属区 单位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地址 邮编

二、单位特种设备基本信息

特种设备数量
特种设备种类

（类别）

三、隐患基本信息统计

本次排查治理统计时间段：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隐患统计 治理落实情况

隐患

总量

（起）

按隐患级别统计（起） 按隐患类别统计（起） 已治理（起） 未治理（起）

一般 严重 较大 管理 人员 设备 环境 一般 严重 较大 一般 严重 较大

未治理

隐患情

况

未治理隐患情况，含写明原因、措施、整改方案及计划完成日期

报送单位（盖章） 报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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