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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编制背景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

针，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做到涂装工程建设过程及建成投产后符合安全的要求，

以保障涂装作业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现遵照相关法律

法规，对本标准进行第二次修订工作。 

涂装是机械设备、汽车、家具、建构筑物等表面防腐及装饰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环

节。昆山中荣事件后，引起大家对粉尘浓度、粉尘爆炸的关注。粉末喷涂是一个存在

大量粉尘等易燃、易爆物品的场所，一旦安全生产条件不达标，室内存在足够的点火

能量时，容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在喷粉区内，喷粉过程中会产生大量过喷的粉末

涂料，可以说该工序是整个涂装过程产中粉尘浓度最大的阶段，当粉尘达到一定的浓

度且遇到明火或火花时极易引起火灾、爆炸，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喷粉安全生

产条件不达标还易引发在其中作业的劳动者的慢性中毒和职业病等。  

本标准规定了涂层烘干室的结构要求、防火、防爆、安全设计、安装、调试、检

验、运行及检修的基本安全技术要求。 

本标准于1995年首次发布，2008年第一次修订，本次修订为第二次修订。  

本标准自1995年实施以来，为涂装企业的安全生产和管理，为保障从业人员的安

全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在本标准首次准修订后实施的10年中，使用易燃或可燃涂料

的喷粉室的技术不断的发展和进步，设备越来越多样化；国家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

规不断发展完善；涂装作业分技术委员会陆续收到了一些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因此急

需对标准中的一些术语、技术要求和参数进行重新核定和修改；需要对喷粉室做出相

关的安全技术规定。 

2、任务来源 

2017年12月，《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2017年第四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

（国标委综合[2017]128号）中下达了国家标准GB 15607《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粉末

静电喷涂工艺安全》的修订计划（计划号20173379-Q-450）。 

本标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GB）。 

3、起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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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江苏长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明泉工业装备科技有限公司、金

马涂装（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涂装行业协会、上海红马涂装设备工程有限公司、艾

仕得华佳涂料有限公司、浙江华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安本工业涂装（上海）有

限公司起草。 

4、起草小组成员及所在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有：仇云杰、黄立明、陶伟民、邢汶平、金浩、陈云、郎巍、

于芹、吴伟玲、王军、安本静芳、茅立安、刘继荣、俞正沧、吕建立、徐青松。 

仇云杰、王军、徐青松：江苏长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黄立明、茅立安：浙江明泉工业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陶伟民、吴伟玲：上海涂装行业协会 

邢汶平：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浩、俞正沧：金马涂装（上海）有限公司 

陈云：上海红马涂装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于芹：艾仕得华佳涂料有限公司 

郎巍、吕建立：浙江华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安本静芳（邓静芳）：安本工业涂装（上海）有限公司 

刘继荣：上海爱姆意涂装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5、主要工作过程 

接到任务后，对国内外喷粉工艺的新技术、新设备进行调研，收集国内外相关标

准。通过中国表面工程协会涂装分会、上海涂装行业协会发文，对涂装行业科研单位、

用户咨询修订意见。  

1）2017年12月31日成立标准起草小组，制定编制原则和进行编制工作分工。开

始编制工作。 

2）2018年1月～2019年3月，在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相关企业开展了广泛的

调研，收集了大量资料、相关标准。进行相关试验测试，编制标准草案。 

3）2019年4月～2019年11月，咨询部分行业专家，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了修

改。完成征求意见稿（初稿），并在行业内征求意见。 

4）2019年11月18日，邀请了编制单位、科研单位和用户专业公司，以会议的形

式对征求意见稿（初稿）进行评审并确定相关数据。编制组汇报了对标准的修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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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初稿的内容进行了逐条讲解，与会专家就本标准初稿进行了逐条讨论，对结构、

内容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4）2019年11月～2019年12月，根据行业内征求意见的反馈以及评审会专家意见

进行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5）2020年1月～2020年3月，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安全管理部门、相关单位、

专家的意见。 

6）2020年3月，根据反馈的意见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 

7）2020年4月，召开标准审查会，审查标准送审稿。 

8）2020年5月，形成标准报批稿，准备相关材料，进行标准报批。 

6、分工 

江苏长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涂装行业协会负责修订标准，调研国内外

关于喷粉工艺的新技术、新设备，收集国内外相关标准。金马涂装（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红马涂装设备工程有限公司、艾仕得华佳涂料有限公司、上海涂装行业协会、黄

山华佳表面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明泉工业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华立智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负责调研、提供修改素材、收集国内外相关标准、审核、会议筹备等。 中

国表面工程协会涂装分会配合调研。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技术内容修订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除4.3.4、4.4.1、4.4.2、5.1.1、5.1.4、7.6外，其他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的。 

本标准为《涂装作业安全规程》系列国家标准之一。 

本标准按照GB/T 1.1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按照《应急管理标准化工作管理办法》要求进行修订。 

经过征询意见、研讨、商议，最终对本标准进行修订。 

经过广泛调研、研讨、商议，查询国内外文献、标准，征询行业内专家意见，最

终对本标准进行修订。 

2、主要技术内容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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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代替GB 15607—2008《涂装作业安全规程粉末静电喷涂工艺安全》。 

本标准与GB 15607—2008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更新了引用的国家标准； 

——修改了部分术语的英文； 

——修改了原4、5章的相关内容，核实了相关数据； 

——增加了附录B图B.1～ B.3，明确防爆区的划分； 

——修改、合并原5.2烘干室、5.3其他设备的内容； 

——增加了安全生产管理、应急预案的相关要求。 

主要修改内容如以下对照表： 

原标准 修订后的标准 修改依据 

粉 末 静 电 喷 涂 

electrostatic powder 

spraying 

粉 末 静 电 喷 涂 

electrostatic powder 

coating 

查 了 国 外 文 献 、 美 标

NFPA33，这样写更规范。 

静电喷粉室  booth for 

electrostatic powder 

spraying 

静电喷粉室  booth for 

electrostatic powder 

coating booth 

粉末回收装置 recovery 

equipment of powder 

粉 末 回 收 装 置  powder 

recovery system 

喷粉区 powder area 
喷粉区  powder coating 

area 

4.1 b） 喷粉室开口处向

外水平3m及垂直1m方向内

区域 

4.1 b） 喷粉室开口处各

方向1m内区域 

按美标NFPA33：无论哪个

方向都是915mm，我们修改

为各方向为1000mm，并新

增了附录B的插图，明确防

爆区的21区、22区的划分。 

4.3.2 a） 除喷枪出口等

局部区域外，喷粉室内悬

浮粉末平均浓度(即喷粉

室出口排风管内浓度)应

低于该粉末最低爆炸浓度

值一半，未知其最低爆炸

浓度(MEC)者，其最高浓度

不允许超过15 g/m
３
。 

4.3.2 a）除喷枪出口等局

部区域外，喷粉室内悬浮

粉末平均浓度（即喷粉室

出口排风管内浓度）应小

于其爆炸下限值的50%，未

知其最低爆炸浓度（MEC）

时，其最高浓度应不大于

15 g/m
3
。 

规范用语。 

4.3.2 d） 喷粉室开口面

风速宜为0.3～0.6 m/s 

4.3.2c）喷粉室开口面平

均风速应不小于0.6 m/s。 

 

经过调研，发现风速小于

0.6 m/s不能有效压制粉末

外溢，如金马公司的喷粉

室开口平均风速 0.6～

0.75 m/s，江淮公司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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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风速在1～1.5m/s左右。 

5.1.1  喷粉室应采用不

燃材料制造。铝材不允许

作为支撑构件，也不允许

用作喷粉室及其联接管

道。喷粉室的显示和观察

面板及喷粉室联接管道允

许用难燃材料制造。 

5.1.1  喷粉室及其相连

管道应采用不燃、难燃材

料制造。铝材不宜作为其

支撑构件。 

规范用语，精简用语。 

5.1.5  自动化生产的流

水作业在喷粉室与回收装

置之间应采取联锁控制，

一旦有火情时，能迅速自

动切断连接通道。 

5.1.5  自动喷涂系统应

与喷粉室、回收装置联锁，

发生火情时，应自动停止

喷涂并切断粉末回收连接

通道。 

规范用语，表述更清晰。 

4.5.3在自动喷粉室内，应

安装可靠的报警装置和自

动灭火系统。在发生火灾

时，能自动切断供气系统

和电源。 

5.1.6  自动喷粉室内应

安装火灾报警装置，该装

置应与关闭压缩空气、切

断电源，以及启动自动灭

器、停止工件输送的控制

装置进行联锁。 

4.5.3  自动喷粉室内应

配置火焰报警装置，并应

与粉末回收装置、供粉装

置、压缩空气、电源、消

防装置、工件输送联锁控

制。 

内 容 有 重 复 ， 合 并 到

4.5.3，作为1条。 

6.4.1回收系统一级旋风

分离应按吸入式将风机布

置在旋风分离器出口，风

机叶片宜选用铝合金材料

制作，严禁使用塑料风机，

如风机后串联二级袋式除

尘器，而且为自动喷涂，

则风机应选择防爆型。其

电 动 机 选 型 应 符 合 第

4.8.1条规定。 

6.4.7排风机转动部件应

为不发火材料，风机内部

件不应产生相互摩擦、碰

撞，并同时留有足够的间

隙防止火花产生。转轴不

允许因偏重或安装而改变

同心度。 

6.4.1  回收系统的风机

应符合6.4.6条规定。如风

机后串联二级除尘装置，

且为自动喷涂，则风机应

选择防爆型。 

6.4.6  喷粉室风机不应

采用塑料风机，其电动机

防爆要求应符合4.2条款

规定。排风机蜗壳与转动

部件可能接触的部位应采

用不发火材料（非黑色金

属），风机内部件不应产

生摩擦、碰撞，并同时留

有足够的间隙防止火花产

生。 

对风机要求统一说明。 

无 8.1  喷粉设备及其辅助 增加本条款以规范应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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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在安装、调试、作业

前，应制订安全操作规程；

同时针对安装、调试、作

业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突发

事件和紧急情况，应制定

可靠的防护措施和应急救

援预案，并应符合相关的

安全规定；调试完成后应

修订、完善安全操作规程、

应急救援预案。应按 GB 

7691、安全操作规程、应

急救援预案的要求对操作

人员进行岗前培训。 

理。 

8.4 喷粉室日常积粉清理

和清粉换色时应注意呼吸

系统的防护并对所用器具

采取接地等防静电措施。

积粉清理宜采用负压吸入

方式，不应采用吹扫的清

理方式。 

8.5 喷粉室日常积粉清理

和清粉换色时应注意呼吸

系统的防护并对所用器具

采取接地等防静电措施。

积粉清理时应避免粉尘飞

扬。 

规范用语，表述更清晰。 

无 
增 加 了 附 录 B 图 B.1 ～ 

B.3，  

防爆区21、22区的划分简

单明了。 

三、与国际、国外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水平的对比分析 

在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人员就相关内容与国外专家进行了技术交流，并收集

了大量国外标准，经过认真分析论证，参考了国外相关专业的安全设计要求，如参考、

部分引用了2016版的美国国家标准NFPA33 《易燃和可燃材料喷涂作业标准》中相关

的条文。 

四、与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有标准的关系如下： 

（1）本标准贯彻执行了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合理利用资源，

充分考虑使用和维修的要求，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2）本标准按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给出的规则编制。 

（3）本标准具体条款所涉及的现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或直接引用，或参照

原则，无原则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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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标准和《涂装作业安全规程》系列标准、涂装相关安全生产行业标准及

其他相关国家标准协调一致。 

五、重大分歧意见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作为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理由 

建议本标准为强制性标准（GB）。 

粉末喷涂是一个存在大量粉尘等易燃、易爆物品的场所，一旦安全生产条件不达

标，室内存在足够的点火能量时，容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在喷粉区内，喷粉过程

中会产生大量过喷的粉末涂料，该工序是整个涂装过程产中粉尘浓度最大的阶段，当

粉尘达到一定的浓度且遇到明火或火花时极易引起火灾、爆炸，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

损失。 

本标准是《涂装作业安全规程》系列标准之一，是该标准体系中针对粉末静电喷

涂工艺的一项通用安全技术标准，与标准体系中的其他标准相协调配套。本标准中涉

及的条款安全性强，标准的实施将保证静电喷漆工艺安全，保障涂装作业从业人员在

生产过程中的人身安全，有利于规范应急管理体系的建立、实施。 

因此建议强制执行本标准。 

七、标准实施日期的建议及依据 

本标准拟于2020年5月进行报批，建议标准发布后立即实施。 

建议通过标准的宣贯促进标准的有效实施，本标准的实施将促进喷粉工艺、设备

更安全、更规范。 

本标准不涉及相关产品的退出。 

八、实施标准的有关政策措施 

    通过标准的宣贯促进标准的有效实施。通过上海涂装行业协会、中国表面工程

协会涂装分会的官网、微信公众号、技术交流、培训等渠道向涂装行业的相关企业进

行宣传，使他们能了解本标准的相关规定。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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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于1995-06-19首次发布，2008-12-11第二次发布，本次为第二次修订，建

议废止本标准的2008版。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一、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和服务目录 

无。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