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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愿景：依托钢铁主业，稳慎多元延伸，致力于成为绿色的永锋、创新的永锋、数字的永锋、可持续的永锋产品品质理念：优秀产品是好员工干出来的   优秀员工是好道场炼出来的  道德品格：责任  荣誉  感恩

   有位秀才第三次进
京赶考，住在一个经
常住的店里。考试前
两天他做了三个梦，
第一个梦是梦到自己
在墙上种白菜，第二
个梦是下雨天，他戴
了斗笠还打伞，第三
个梦是梦到跟心爱的
表妹脱光了衣服躺在
一起，但是背靠着背。
　　这三个梦似乎有
些深意，秀才第二天
就赶紧去找算命的解
梦。算命的一听，连
拍大腿说：“你还是
回家吧。你想想，高
墙上种菜不是白费劲
吗 ? 戴斗笠打雨伞不
是多此一举吗 ? 跟表
妹都脱光了躺在一张
床上了，却背靠背，
不是没戏吗 ?”
　　秀才一听，心灰
意冷，回店收拾包袱
准备回家。店老板非
常奇怪，问：“不是
明天才考试吗，今天
你怎么就回乡了 ?”
　　秀才如此这般说
了一番，店老板乐了：
“哟，我也会解梦的。
我倒觉得，你这次一
定要留下来。你想想，
墙上种菜不是高种吗 ?
戴斗笠打伞不是说明
你这次有备无患吗 ?
跟你表妹脱光了背靠
靠躺在床上，不是说
明你翻身的时候就要
到了吗 ?”
　　秀才一听，更有
道理，于是精神振奋
地参加考试，居然中
了个探花。
  【大道理】积极的
人，象太阳，照到哪
里哪里亮，消极的人，
象月亮，初一十五不
一样。想法决定我们
的生活，有什么样的
想法，就有什么样的
未来。

五岁的汉克和爸
爸妈妈哥哥一起到森林
干活，突然间下起雨来，
可是他们只带了一块雨
披。

爸爸将雨披给了
妈妈，妈妈给了哥哥，
哥哥又给了汉克。

汉克问道：“为什
么爸爸给了妈妈，妈妈
给了哥哥，哥哥又给了
我呢?”

爸爸回答道：“因
为爸爸比妈妈强大，妈
妈比哥哥强大，哥哥又
比你强大呀。我们都会
保护比较弱小的人。”

汉克左右看了看，
跑过去将雨披撑开来挡
在了一朵风雨中飘摇的
娇弱小花上面。

这个故事告诉我
们，真正的强者不一定
是多有力，或者多有
钱，而是他对别人多有
帮助。

【大道理】责任可
以让我们将事做完整，
爱可以让我们将事情做
好。

秀才赶考

责   任

10 月 24 日下午 , 动力能源部按照月度设备本质安全化辨识计划对

5#汽拖进行辨识 ,邀请装备工程部杨涛部长参与了辨识工作。

杨涛部长首先参加了由动力能源部组织的参与本次辨识工作的全部

人员对此次辨识设备的安全生产标准、安全规程、操作标准及第一阶段

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一览表不合规项的相关内容的学习，后到设备现场

参与了具体辨识工作，动力能源部设备副部长杨涛及其相关人员共 8 人

同步参与了本次设备的辩识工作。

结合 5# 汽拖现场的辩识工作，杨涛部长肯定了动力能源部的设备

本质化辩识工作，同时对本次辩识工作进行了点评，指出设备本质安全

化是设备安全双体系的深化，第一阶段危险源的辩识、隐患排查与治理

工作，推行经验不足，在掌握推行的方式与方法上力度深入不够，靠个

人经验、工作经验去发现一些浅表性的隐患占主导地位。现在本质安全

化已经到了第二阶段，本质化的目的不再是单单减少故障的发生，而是

装备工程部杨涛部长参与动力能源部5#汽拖本质化辨识

装备工程部蔡雄伟副部长参与运输部汽运车间本质化辨识
10月 25日，装备工程部蔡雄伟副部长参与了运输部汽运车间的本质化辨识，他指出机车、行车、汽车、电梯、

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都是省市安监部门关注的重点，公司特种设备很大一部分都在运输部。开展设备本质安全

化工作已经开展到了第二阶段，由原来的单点、局部的辨识向成套设备系统全方位辨识转变。要按照设备本质化

第二阶段的方式方法，全员参与、全过程、全方位开展辨识工作。根据运输部不同车辆类型，制作同类型车辆辨

识模板、标准。一个好的司机，要能够做到与车辆融为一体，能够感受到车辆的细微变化。时速300公里以上的高铁，

在夜间零点至六点停运，就是为了保证高铁运行安全，白天高速运行，会造成一些零部件的松动、损坏，夜间进

行前面检查，包括轨道、机车滑触线及整个机车的电池、仪表、传感器、空调等，甚至安排空车进行轨道测试。

此次辨识车辆，起码从车辆外观、车体线路、车辆防腐等做的不好的，要将预防性的替代替换工作抓好。对

于轮胎更换成本高的问题，要用头脑风暴法分析费用超的原因，善用减法，逐渐与最优供货商形成战略合作，降

低费用。

从根源上、设备的本质上杜绝事故的发生。要从设备设计、制造、安装、调试、运行直至报废等整个寿命周期，

结合设备的四种不安全状态分别由工艺、设备、电仪、操作各个专业进行全面、深度排查；

实现设备本质安全，要从设备的 4 个不安全状态，5 个风险部位点去发现更深层次的隐患。按照第二阶段设

备本质安全化推进的方式方法，对发现的问题，按二八原则，按照“替代替换与升级、标准流程的完善、自动化

水平的升级”三个原则，跟踪整改落实完毕；

此次针对规程、标准上的辨识，厂房结构类辨识问题多，但设备本质安全辨识问题较少，下一步要求加强标

准梳理，各专业人员要加强交流、讨论，进行深度辨识。

设备辨识要有行动方案，各专业人员要从专业角度，依托“引导词+设备四种不安全状态”，逐步达到设备

安全、可控，实现设备本质安全。

人的不安全行为

如：不按规章规定

操作，违反操作

流程

物的不安全状态

人的作业空间 机械的作业空间危险区域

安全隐患/未遂事故/事故

安全管理缺陷

如：监管不到位，对

人员的培训不够。

设计阶段：机械结构设计不合理、

未满足安全人机工程学要求、计算错误、

安全系数不够、对使用条件等导致的先

天安全缺陷。

制造阶段：零件加工超差、粗制滥造，

原材料以次充好、偷工减料，安装中的

野蛮作业等，导致机械及其零部件受到

损伤而埋下隐患。

使用阶段：购买无生产许可、有严

重安全隐患或问题的机械，设备缺乏必

要的安全防护装置，报废零部件未及时

更换带病运行，润滑保养不良，超机械

的额定负荷、额定寿命运行，不良作业

环境造成零部件腐蚀性破坏、机械系统

功能降低甚至失效。

设备常见危险分类和事例 （ GB/T15706.1）

建立基于设备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模式

设备本质安全需要将风险评价与安全
标准合规性评价进行有机结合（见右图）

如何保证设备的安全

保证设备安全的原则是：

保证设备安全的任务是：

建立并贯彻防患于未然的安全原则，

利用层层设防的方法，使现代机械产品的

安全品质从生产安全系统中突出出来，上

升到一个全新的技术水平，用安全系统工

程的观点和方法，从人、物和物人关系这

三要素来解决机械系统的安全问题。 

一切以人的安全为出发点，在设计阶

段，由设计者根据机械产品的预定使用目

标，进行危险识别及风险评价，综合考虑

机械的各种限制，考虑采取的风险减小措

施；在使用阶段，使用者根据机械产品的

性能及使用环境的具体情况，考虑补充措

施。

设计/制造 安装/调试 使用/操作 维修/报废

设备生命周期管理

风险评价

安全状态报告

关键安全要素

绩效要求

实施与验证

目标设定

型的要求

确定性要求

(强制或推

荐性要求)

合规性的安全设计要求：

国际标准、行业导则、公

司规范、法规、等等

确保设

备设施

的本质

安全

针对最近运输部频发出现的问题，下一步工作如何开展、怎

么去做，要好好思考。工作要抓牢、抓实，不能走花架子，不能

应付工作。运输部要开展练兵、技术比武工作，提升司机的操作

水平及维修人员的维修能力。针对新上的铁水车，是运输部的重

点管控车辆，更要提升司机的操作水平，固化运输线路，形成思

维定式，吸取其他钢厂同类型铁水车事故教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警钟长鸣。工作主动沟通，抓实、抓细。

需要公司解决的问题，装备工程部予以支持，同时下一步装备工

程部也会对运输部重点关注。



设备本质安全管理是针对设备如何实现或尽可能接近本质安全，而实施的

一系列调节、控制行为或过程的总称，用以保持和持续提升设备的本质安全

水平。

设备本质安全管理是一种基于“本质安全”理念的安全管理模式，重视企

业设备的“固有安全能力”的保持和提升，着眼于提升企业事故预防能力建设，

强调对事故的“根源控制”和“超前预防”。

第二版永锋集团 第三版永锋集团

一岗双责我主责，互联互保我坚持，安全活动我参与，安全防护我管理，要我安全是耻辱，我要安全是理念安全宣誓词：我是永锋员工我自豪 ，我的安全、我承诺 ；依照《规程》反违章，对照《标准》 查隐患；

设备本质安全化工作简报 设备本质安全化工作简报 最有哲理一句话

    1、没有一条路是

平坦的，没有一座山

是毫无崎岖的，而大

海更不会是风平浪静

的。人生之路，荆棘

遍地，坎坷泥泞不可

计数，唯有坚强者才

能披荆斩棘，扫平坎

坷走到路的尽头。人

生大山，残崖断壁，

艰险陡峭，令人望而

却步，唯有勇士才能

搭桥引路一路直上，

直至胜利的巅峰。人

生海洋，惊涛骇浪，

疾风骤雨，令人胆战

心惊，只有坚毅的水

手才能踏平波浪，化

险为夷，直至成功的

彼岸。这样的经历便

是人生，这样的一生

才是有价值的。

    2、如果你盼望明

天，那务必先脚踏现

实；如果你期望辉煌，

那么你须脚不停步。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却并非每个人都能读

懂生命；每一个人都

拥有头脑，却并非每

一个人都能善用头脑。

只有热爱生命，善于

动脑的人，才算得上

真正拥有生命。拥有

了一颗赤城的心，便

拥有了朋友；拥有了

一颗善良的心，便拥

有了友爱。不好悲观

地认为自我很不幸，

其实比你更不幸的人

还很多；不好乐观地

认为自我很伟大，其

实你只是沧海之一粟。

   3、人生颇富有机

会和变化，人的命运

也随着人生道路的变

化而多变。人在最得

意的时候，有最大的

不辛光临。人生就是

一连串的死亡与复活。

流星瞬间陨落，稍纵

即逝的一刻，从天的

哪头到天的这头，一

路急驰，它埋藏了自

我的忧伤，只把美丽

的身影划过浩瀚的夜

空，璀璨夺目的群星

里，无法湮灭它的一

缕光芒。

    4、你接近什么样

的人，就会走什么样

的路。牌友只会催你

打牌，酒友只会催你

干杯，而靠谱的人却

会感染你如何取得进

步。

    5、一个人的涵养

来自大度，来自宽容 ;

一个人的修为，是懂

得包容，懂得尊重。

目中有人，才有路可

走 ; 心中有爱，才有

事所为。

作为设备管理人员，你对“设备本质安全化”的理念有多了解？

设备本质安全管理的总

体原则是什么？

具备本质安全的设

备特征有哪些?

设备本质安全的

定义是什么？
相关标准有哪些？

让我们重温一下

本质安全的提出
“本质安全”一词的提出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世界宇航技术的发展，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安全理论

的发展，这一概念逐步被广泛接受。

“本质”之“本”——“根本”， “自有”，是固有的，不是外界赋予的；

“本质”之“质”——“特质、特性、特有” 

“本质”——“固有的特质”

“本质安全”就是构成某个系统、过程或者环境的所有元素自身具有这样的特质，既不会因为自身失效对

其他元素造成损坏，也不会因为其他元素失效而遭受损坏，从而来保障系统、过程或者环境安全。 

“广义的本质安全”与“狭义的本质安全” 

设备本质安全管理的定义

设备本质安全的功能及性能

        广义的本质安全

指“人—机—环境—管理”这

一系统（就是前文所说的事故系统）

表现出的安全性能。简单来说，就

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其完整

性，使整个系统安全可靠。

                   狭义的本质安全

指机器、设备本身所具有的安全性能。当系统发生故障时，

机器、设备能够自动防止操作失误或引发事故；即使由于人

为操作失误，设备系统也能够自动排除、切换或安全地停止

运转，从而保障人身、设备和财产的安全。

备注：狭义的本质安全往往也称为设备本质安全。

     失误—安全功能

指操作者即使操作失误，也不会发生

事故或伤害，或者说设备，设施或技术本

身具有自动防止人的不安全行为的功能。

    故障—安全功能

指设备、设施或技术工艺发生故障或

损坏时，还能暂时维持正常工作或自动转

变为安全状态。

“自稳性”是指本质安全的设备具有保障本身安全和稳定运行的性能

“他稳性”是指本质安全的设备具有保障本身不对外部输出风险的性能

“抗扰性”是指本质安全的设备具有有效抵御和防范系统外部输入风险影响的性能

具有“本质安全”的机械设备特征

设备本质安全管理的范围

特种设备及特种作业人员

物的不安全因素存在于设计、制造及使用的各个环节

充分的防护装置

对环境无害

有效的应急措施

明显的警示

符合安全人机学原则

-发生非预期的失效或故障时，装

置能自动切除或隔离故障部位，

并同时发出声或光报警信号。

-所有情况下，不产生有

毒害的 排放物，不会造

成污染和二次 污染。

-一旦产生危害时，人和物受到的

损失程度应当在可接受的水平之下

（标准安全指标以下）

-充分地表明有可能产生的

危险和遗留风险。

3

1 5

42
本质安全

的特征

-能最大限度地减轻操

作人员的体力消耗，

缓解精神紧张状态

具有“本质安全”的机械设备

特征：即使发生误操作或判断错

误时，人身仍然不会受到伤害。

控制系统

原动机 执行机构传动机构

支承装置

机械是由若干个零部件组合而成的，其中至少有

一个零件是可运动的，并且有适当的机器制动机构、

控制系统和动力系统等。它们的组合具有一定的应用

目的。

机械的主要作用部件是运动部件，如流体输送机

械、过滤机械、粉碎机械、破碎机械和搅拌机械等。 

设备的主要作用部件一般为静止，如容器 ( 槽、

罐、釜 ) 、分离设备、换热器、反应器和反应炉等。

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中规定的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特种设备是指：锅炉、压力容器 （含

气瓶，下同）、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内机动车。

我国把本身具有较大危险性的作业统称为特种作业，它们的危险性和事故率比其他作业要大得多。在我国

这些作业有：电工作业、压力容器操作、电梯操作、锅炉司炉、高温作业、低温作业、粉尘作业、金属焊接气

割作业、起重机械作业、机动车辆驾驶、高空作业等。

性  能：

（下转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