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铅作业安全卫生规程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铅作业的工艺设备 通风净化和劳动管理等安全卫生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铅冶炼行业的熔铅作业 铅盐生产 铅蓄电池生产 印刷行业的熔铅作业 车辆挂瓦
电缆行业的熔铅 压铅作业及其他行业的熔铅作业
引用标准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职业性慢性铅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术语
铅

本标准所指的铅是指纯铅以及含铅

熔铅作业

以上的合金和化合物

是指铅的熔化作业及与此有关的作业

工艺设备
铅冶炼
铅的熔化与铸造车间应采用自然通风换气设施 该车间在厂区的位置应按
的规定执行
电解车间必须与其他车间隔离 必须设置自然通风换气设施
铸造极板 铅锭的熔铅锅及其浇铸口应设置局部排风装置和净化装置
熔铅锅必须设置自动控温或超温报警装置 铅熔液温度不得超过
极板和铅锭应放在确定地点
熔铅锅和浇铸口旁应设置存放浮渣的容器
浮渣和电解泥等的存放必须有确定的地点和容器
铅蓄电池
制粉车间与其他车间隔离 该车间设置在厂区的下风向位置
合膏 涂片 灌粉车间地面应便于清洗或回收
熔铅锅必须设置局部密闭式排风装置和净化装置 铅熔液表面应加覆盖层
铸球 条 机 分片机 灌粉工作台 自动焊机和手工焊台 装置工作台等必须设置局部排风装置
和净化装置
球磨机必须整体密闭 必须经过两级以上收尘净化装置 尾气应符合
的要求
铅粉的收集和输送设备必须密闭 其进出料口必须设置局部排风装置和净化装置
国家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合膏工序应采用湿法 湿法以外的方法必须设置局部排风装置和净化装置
化成酸槽必须设置局部排风装置和净化装置
极板化成应采用无焊接化成法
熔铅锅必须设置自动控温或超温报警装置 铅熔液温度不得超过
装填过铅粉和铅膏的极板的吊装搬运设备必须设置铅粉收集槽
所有原料和半成品的存放必须有确定的地点和收集铅粉尘的容器
熔铅锅旁应设置存放浮渣的容器
铅盐
铅盐生产车间应为筛网式地面 筛网下要便于清洗
有铅烟尘发生源的车间必须与其他车间隔离 并设置在厂区的下风向位置
熔铅锅必须设置局部密闭式排风装置和净化装置 铅液表面应加覆盖层
巴尔顿炉必须整体密闭
球磨机必须整体密闭 必须经过两级以上收尘净化装置 尾气应符合

的要求

铸球 条 机 氧化炉 粉碎机和收料设备必须整体密闭 进 出料口必须设置局部排风装置和净
化装置
炸铅花用水槽必须设置密封盖
反应釜储料罐和干燥器必须整体密闭
液体输送泵必须采用无泄漏泵
黄丹直接制铅盐的工艺必须采用湿法收料 送料
熔铅锅必须设置自动控温或超温报警装置 铅液温度不得超过
收料 计量 包装工作台必须设置局部排风装置 湿法收料除外
输送 储存粉状铅的设备必须整体密闭 装取粉状铅时应设置局部排风装置
熔铅锅旁应设置存放浮渣的容器
印刷
热铅操作车间应与冷铅操作车间隔离
冷铅操作车间地面应便于使用吸尘器或用水冲洗
熔铅锅和铸字 条 机的化铅锅必须设置整体密闭装置和净化装置 熔铅锅的铅液表面应加覆盖
层
熔铅锅必须设置自动控温或超温报警装置 铅熔液温度不得超过
铸版机 铸锭机 修版和拆版工作台必须设置局部排风装置
压铅机的铅泵和管路系统必须密封不得泄漏
熔铅锅旁应放置存放的容器
旧铅字 条 版 等的收集 存放必须有确定的地点和容器
旧铅字 条 版 进行熔化前必须进行碱洗去油污及干燥去水分处理 未油污及水湿的可免
挂瓦
挂瓦车间必须与其他车间隔离
退瓦及挂瓦设备应自动化
退瓦炉 预热炉 铅合金熔炼炉 挂瓦机 铅合金的机加工及退瓦过程的轴瓦冷却处 涂药工作点
等必须设置局部排风装置 铅合金熔炼炉铅液表面应加覆盖层
挂瓦车间铅烟尘必须经净化装置处理 尾气排放需符合
的要求
退瓦炉 预热炉 铅合金熔炼炉必须设置自动控温或超温报警装置 铅熔液温度分别不得超过
退瓦工艺必须设置碱洗槽 洗掉旧瓦的油污 经干燥处理后投入退瓦炉

熔铅锅旁应设置存放浮渣的容器
铅缆
压铅机熔铅锅必须设置整体密闭式排风装置和净化装置 铅液表面加覆盖层
压铅机熔铅必须设置自动控温或超温报警装置 铅液温度不得超过
压铅机出口和铅焊工作点应设置局部排风装置
原料和成品的堆放应有确定的地点
其他
钢丝淬火炉铅液表面必须加覆盖层 钢丝绳进 出口熔液处应设局部排风装置和净化装置
钢丝淬火炉必须设置自动控温或超温报警装置 铅液温度不得超过
钢丝绳淬火车间必须设置自然通风换气装置
制造铅衬里 铅焊工作点 对含铅工作表面进行机加工以及铅的熔融 熔接 熔断 熔着 熔射 蒸
着等工艺必须设置局部排风装置 尾气排出口超标时应设置净化装置
各行业熔铅锅旁应设置存放浮渣的容器
铅料进行熔化前必须进行碱洗去油污及干燥去水分处理
通风净化
排风罩
排风罩的选用
铅冶炼行业的熔铅锅及其浇铸口宜采用吹吸式排风罩
蓄电池行业球磨机采用整体密闭式排风罩 熔铅锅 合膏机 灌粉机采用局部密闭式排风罩 铸
球机 铸版机 涂片机 化成槽采用上吸式排风罩 焊接工作台宜采用侧吸式排风罩 分片机和装配线宜
采用下吸式排风罩
铅盐行业的粉碎机采用整体密闭式排风罩 熔铅锅采用局部密闭式排风罩 滚筒干燥机采用上
吸式排风罩 出料口 包装台采用侧吸式排风罩
印刷行业的熔铅锅 铸字机应采用整体密闭式排风罩 铸版机宜采用侧吸式排风罩 铸锭机宜
采用上吸式排风罩
车辆挂瓦作业的铅合金熔炼炉应采用整体密闭式排风罩 退瓦炉 预热炉 抛光机等应采用局
部密闭式排风罩 挂瓦台应采用上吸式排风罩
电缆行业的熔铅锅采用局部密闭式排风罩
设计及设置
在产生铅烟尘污染的车间 排风系统的通风效果必须保证经排风后其车间内空气中铅烟 铅
尘及硫酸的浓度符合
的要求
排风罩的形状及结构尺寸应适于铅烟尘的排出 保证能有效地以最小风量排出铅烟尘
密闭罩应根据生产操作要求留有必要的检修门 操作孔和观察孔 但开孔必须不影响其密封
性能
已被污染的吸气气流不能通过人的呼吸区
必须使用不易燃烧的材料制造通风罩
通风管道
通风管道设计必须符合
中的规定
当管道内输送含有蒸气 雾滴气体时 应设排水装置 水平管道的安装要有合适的坡度
管道在地下铺设时 必须将管道铺设在地沟内
管道应设置清灰孔 清灰孔应严密不漏风
必须使用耐热不易燃的材料制造通风管道

铅烟尘等的净化
净化方法和装置的选择
采用的净化方法及装置必须保证净化后排放量符合

中的要求 附近居民区大气中铅的

浓度应符合
中的规定
下列工艺设备必须设置铅烟尘或硫酸雾等的净化装置
铅冶炼行业的铸造极板 铅锭熔铅锅及其浇铸口
蓄电池行业的熔铅锅 球磨机 铸球机 合膏机 填管机 铸版机 分片机 装配台 化成充电槽
等
铅盐行业的熔铅锅 氧化炉 粉碎机 球磨机 铸球机 出料口 包装台
印刷行业的熔铅锅 铸字 条 机 铸版机 铸锭机
车辆挂瓦作业的退瓦炉 预热炉 挂瓦台 熔铅锅 抛光 旋瓦
铅电缆行业的熔铅锅
蓄电池行业的球磨机 铅盐行业的粉碎与包装等设备排出气体的净化应选用旋风和布袋二级
除尘器
除前条以外的铅作业设备排出的气体应选用过滤式除尘净化装置 湿式气体洗涤器 塔式吸
收装置及酸雾净化装置
熔铅锅在铅熔液表面加覆盖层后排放气体含铅浓度达到

规定的要求时 可以不再设净

化装置
安装及使用说明
净化装置前后应设置检测净化效率和铅烟尘排放浓度的取样孔
在冬季室外结冰的地区安装湿式净化装置时 应设置在有采暖的房间内 否则要采取防冻措
施
湿式净化装置的排风口前应设有性能良好的气液分离装置
湿式净化装置使用的水应循环使用 减少排放量 排放废水符合
中的规定 否则应进行
净化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 废水中的铅渣 铅泥应有确定的存放地点 统一回收
过滤式除尘器滤料选择应考虑所过滤含铅烟尘气体的温度要求
使用过滤式除尘器时所处理含铅烟尘的气体温度应保持在其露点温度以上
干式除尘器的卸灰阀应密封良好 并应采用密闭容器卸尘 卸下的铅尘必须及时搬运统一回
收
铅烟尘净化装置应在负压下工作
在生产设备运行前 应先启动通风净化系统 生产设备停车后 再关闭通风净化系统 有条件
的厂家 应使通风净化与生产工艺系统进行电气连锁控制
必须使用不易燃烧的材料制造净化装置 湿法吸收时吸收液为酸 碱性材料必须耐腐蚀
通风机
应把通风机设置在整个通风净化系统后面 也允许放在几级净化装置之间
通风机噪声应符合标准 超标时必须采取消声措施
安装在室外的通风机组 其电机应设防雨罩 排风管道重量不应落在风机上
更换与净化装置配套的通风机 应与原风机型号或性能相同 严禁随意使用与净化装置不配套
的风机 以防破坏原有净化效果
安全卫生管理
工艺设备 通风净化装置的检修
工艺设备的日检

日检内容
密闭或半密闭工艺设备上为装卸料及维修开设的活动门 窗是否关闭
熔铅炉中铅的温度指示和控制装置是否准确有效
作业前 检查准备加入铅锅中的铅等物料是否混有易爆物质 如 雷管 炮 空瓶等
熔铅锅所加的防止铅烟尘挥发的覆盖物质的厚度是否符合规定
工艺设备劳动安全卫生性能必须班前 班中 班后进行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记录
日检结果必须记录在案 记录要保存三年
通风 净化装置检修
通风和净化装置必须定期检修 每周至少一次 有异常情况必须随时修复
通风装置检修内容
吸 排风罩及管道是否有磨损 腐蚀 变形等损伤及其程度
管道和风机内是否有铅粉尘堆积
管道连接处是否漏风
电机与风机间的传动皮带的松紧状况
吸风与排风的性能
净化装置检修内容
结构件有无磨损 腐蚀 变形等损伤及其程度
除尘装置积尘的状况
以滤布为过滤材料的除尘装置中滤布的破损情况及其安装是否松动
液体吸收装置的设备阻力状况及吸收液浓度是否符合要求
设备的排风性能
设备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注意事项
记录
检修结果必须记录归档 档案至少保存三年
作业过程
从事熔铅作业时 必须遵守以下规则
加入熔铅锅的铅料不得含有易爆物 若熔铅锅为密闭容器 对滴入的润滑油必须严格控制 以
防止高温下润滑油气化爆炸 禁止将垃圾倒入熔铅锅燃烧
加入熔铅的铅料必须干燥无水
作业人员除穿着必要的工作服外 必须戴防护口罩
手工作业时 作业人员还必须戴防护眼镜和手套
从事铸铅作业时 必须遵守以下规则
铸铅模具及盛铅器必须干燥无水
接收铅的容器 必须靠近熔铅锅的出料口
手工铸铅时 必须使用长柄工具和其他防护用品
注 其他防护用品指手套 鞋盖等

铅装置内部作业
作业人员从事铅装置内部作业 必须遵守以下规则
作业开始 必须切断该装置的联系
作业开始前 必须尽可能先将铅装置内部湿润 防止铅尘飞扬
作业开始 铅装置内必须先进行充分的换气
作业时 作业人员除穿戴必需的工作服外 必须使用能保证新鲜空气供给的设施

作业时 必须有专人在铅装置外监护
由铅装置中清出的铅粉尘 必须集中处理
作业后 操作人员必须洗澡
粉状铅等进料口旁的作业
粉状铅等进料口存在着铅粉尘飞扬的危险时 作业人员在作业时必须戴防尘口罩
储藏
粉状铅的储藏
必须使用专用容器储藏粉状铅等 并保证不得泄漏或飞扬
粉状铅泄漏或飞扬时 必须迅速用真空吸尘器或水清除干净
使用过的容器 暂时不用时 必须封闭开口 并存放在确定地点
其他铅的储藏
禁止露天堆放
必须放置在指定位置 保持整齐 干净
长时间储藏应加盖苫布
清扫作业场所
作业人员从事铅粉清扫作业时 必须遵守以下事项
作业人员必须穿工作服 戴防尘口罩 工作服 口罩等必须在厂内集中洗涤
收集的铅粉尘应放置在专用容器内 不得与其他垃圾等堆放在一起
运输作业
厂内运输
厂内运输时 必须保证不使铅等物质泄漏和飞扬
进行人工装卸时 必须戴防护手套
发生泄漏或飞扬时 必须立即按
有关规定进行清扫
厂外运输
粉状铅必须用专用容器包装 包装材料必须是不易破损的 锭状铅必须用钢带打捆
运输过程中要防止淋湿
发生泄漏或飞扬时 必须立即按

有关规定进行清扫

公共卫生设施
休息室 浴室 公用衣柜等公共设施必须经常打扫 冲洗
作业场所及个人卫生
作业场所地面 墙壁与设备等必须每天清扫或冲洗 清扫时最好用吸尘设备
个人卫生
作业人员上班必须使用个人防护用品 作业场所禁止吸烟 烤煮食物 饮食等 班中吃东西或喝水必
须洗手 洗脸及漱口 下班前必须洗澡 漱口后才离开 严禁穿工作服进食堂 出厂
测试
作业场所铅烟尘及硫酸雾测定
采样和测定应参照 有毒作业场所空气采样规范 的规定执行 冬季必须测定一次
测定必须记录归档 档案应保存十年以上
净化装置净化效率测定
每年至少测定一次
测定方法应参照 污染源统一监测分析方法 废气部分 的规定执行
测定内容
净化装置的处理量

净化装置的净化效率
排放口铅烟尘浓度
同本规程
通风装置性能测定
每年至少测定一次
测定方法应参照 污染源统一监测分析方法

废气部分 的规定执行

测定内容
通风装置的排风量
排放口铅烟尘浓度
同本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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