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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领域安全与应急
教育现状



当前化工领域安全形势

• 2013年6月3日，吉林宝源丰禽业有限公司

发生特大燃烧事故，120人死亡。

• 【液氨：危险化学品】

• 2014年8月2日，江苏昆山中荣金属制品

公司抛光车间粉尘爆炸，146人死亡，

180余受伤。

•【铝粉：危险化学品】

http://www.ciedu.com.cn/course/202
http://www.ciedu.com.cn/course/202


当前化工领域安全形势
2015年天津8·12事故

——165人遇难（其中参与救援处置的公安消防人员110人，事故企业、周边企业员工和周边

居民55人）、8人失踪（其中天津港消防人员5人，周边企业员工、天津港消防人员家属

3人），798人受伤（伤情重及较重的伤员58人、轻伤员740人）。

——硝酸铵800吨，氰化钠680.5吨，硝化棉、硝化棉溶液及硝基漆片229.37吨。

——爆炸总能量约为450吨TNT当量。

• 应急管理部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

• 危险化学品安全法



安全生产形势？重特大事故？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的通知》

（国发〔2010〕23号）

全国生产安全事故逐年下降，安

全生产状况总体稳定、趋于好转，

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事故总量

仍然很大，非法违法生产现象严

重，重特大事故多发频发……暴

露出一些企业重生产轻安全、安

全管理薄弱、主体责任不落实，

一些地方和部门安全监管不到位

等突出问题。

《国务院关于坚持

科学发展安全发展

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

转的意见》

（国〔2011〕 40号）

事故总量和重特大事故大幅度

下降……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好转。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

改革发展的意见》

（中发〔2016〕32号）

各类事故隐患和安全风险交织叠加，

安全生产基础薄弱、监管体制机制

和法律制度不完善、企业主体责任

落实不力等问题依然突出，生产安

全事故易发多发，尤其是重特大安

全事故频发势头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一些事故发生呈现由高危行业领域

向其他行业领域蔓延趋势，直接危

及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



当前化工领域安全形势

2018年2月3日上午10时51分，

山东临沂金山化工有限公司

停产期非法组织生产，发生

爆燃事故，造成5人死亡、5

人受伤。——恶劣！应急培

训。

2018年2月4日晚间，陕西延

长石油榆林煤化有限公司发生

化学气体泄漏，事故造成7名

工人中毒。

2018年3月1日12时20分许，

唐山华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苯加氢车间在检修污水罐时，

罐内残存可燃气体着火，造

成4人死亡、1人受伤。

2018年5月12日下午15时25

分左右，上海埃金科工程建设服

务公司的工作人员对上海赛科石

化公司进行储罐检修作业过程中

发生事故，造成6人死亡。

2018年7月12日18时30

分左右，四川江安县宜宾

恒达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爆

燃，已致19人死亡、12人

受伤。——全面违法、没

有管理。

2018年1月24日，吐鲁番市恒泽

煤化有限公司在对改质沥青高

位槽油气回收管道进行检维修

作业时发生闪爆，造成3人死亡、

1人重伤。



事故彰显的教育问题

传统填鸭式课堂教学
的弊病。
——形式单一刻板
——缺少实践与交互

培训效果差

受众局限于班级规模
——时间受限
——场地受限

培训范围少

难以把握安全生产的新特点和
新科技；新的法规、标准
——教学大纲
——试题库
——教材

培训内容与生产脱节

监管人员无法监察是
否培训效果
——培训记录
——培训档案

教育成果无法监察



问题思考

互联网线上课程

微信平台、PC、平板、手机多客户端

随时随地，碎片时间与系统知识

如何扩大专业教育受众群?

知识点学习，小单元练习

分级别考试：模块—课程—班级

学习记录

多媒体教学，生动活泼

如何保证线上培训效果？

模块组合——不同岗位、对象、主题

定制开发——差异化、个性化专业教育

线下与线上、音像与面授的结合

直播与答疑

如何满足不同人群层次的差异性培训需求？



化工领域安全与应急
智慧教育



什么是智慧教育

智慧教育即教育信息化，是指在教育领域（教育
管理、教育教学和教育科研）全面深入地运用现
代信息技术来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过程。

主要技术形式：通过实现从环境(包括设备，教室
等)、资源(如图书、讲义、课件等)到应用(包括教、
学、管理、服务、办公等)的全部数字化，以拓展
传统教育的时间和空间维度，提升教育的管理、
运行效率，最终实现教育过程的全面信息化。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4%BF%A1%E6%81%AF%E5%8C%96/808779


智慧教育

开放 共享 交互
协作

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

多媒体化

特征

技术特点



化工安全与应急教育领域实施智慧教育优点

学习记录与培训档案
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分析与运用：
——培训需求分析
——培训成效认知与修正
——事故数据分析与培训内容

实现培训足迹的跟踪

一流专家与最基层职工

授课教师：

——直接了解企业安全与应急需求

——针对性解决企业工作难点

提供专业交流的平台

边缘受众——中小企业

边缘内容——顶层、底层、交叉

扩大了培训受众

培训档案的随时随地查询

大数据生成的培训数据：

——便于政府判断企业培训工作

——政府培训管理工作的改进

减少了政府监管人员工作量



化工安全与应急智慧教育难点与挑战

• 用户使用的便捷

跨平台运用

网络速度的依赖

• 课程体系的专业

快餐文化与系统知识

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结构合理

尊重传统的教学习惯

• 培训效果的保证

自觉与监督

理论与实践（实际训练、虚
拟现实、增强现实）

• 知识产权的保障

知识产权保护：

——法制氛围和法律保障

——技术手段



化工安全与应急智慧
教育方案



化工安全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化工安全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孵化于财政部项目“危险化学
品信息投送与知识服务云平
台”，由化学工业出版社
（1953～ ）承担建设，中国石
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指导，中
国化学品安全协会协助建设。

立足行业、服务行业，为行业
绿色发展和安全发展，保驾护
航。



平台专家基础

政府管理部门

国家应急管理部（原国家安监总局）有关司局、国家行
政学院、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等；

安全科学研究单位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中国石化青岛安全工程研究
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华北科技学院、
国家安监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国家安监总局信息研究院、
国家安监总局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等；

行业监管协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石
化联合会化工园区委员会、中国化工学会、中国氯碱工业协
会等；

业内领先企业

中国石化北京燕山分公司、中国石化天津分公司等；



平台服务结构

• 服务平台将网校管理
系统、课程管理系统、
学员学习系统、测评
考核系统有机结合，
建立“以需求为中心”
的定制化教育服务模
式。

课程管理系统
课程信息
资料上传
课后测验
公告、问答
课程讨论 测评考核系统

智能组卷
在线考试
随堂练习
在线批阅

网校管理系统
信息总览
活动管理
用户管理
培训管理

配套资料工具
课程预览
进度查询

话题交流
学习小组
在线笔记

学员学习系统

化工
安全
教育
公共
服务
平台

智慧云服务支撑设施各类
知识
资源 专家库

法律法规库
事故案例库

图书资料库

应用工具库



化工安全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特色：

泛自由学习：构建便捷的在线
学习体系，让使用者可以随时
随地学习。

多向沟通：平台打造的是政府、
企业、知识服务机构之间多向
沟通的渠道，突破旧有教育模
式单项局面。

本体学习：深度挖掘化工安全
与应急知识信息，搭建知识结
构模组，实现关联教育。

智慧教育云

教师

学员

政府监管者

企业 疑
问
解
答

学
习
需
求

辅
助
监
督

政策
宣贯
需求

员工能力提升需求

一站式教育服务

产学研转化渠道

技术经验推广需求

网校管理系统

学员学习系统 考核管理系统

课程管理系统



平台面向企业的服务模式

自助式服务

教育单位搭建课程超市、企业自主

选择所需

定制化服务

企业根据自身特点提出教育需求，由平台

专业人员设计教育内容，企业个性化定制

化工安全与应急教育服务。



平台面向个人的服务

按照化工安全与应急知识结构进
行内容划分，学员能够进行关联
学习。

1.关联学习

根据不同人群设立不同知识模块，

学员依照需求选学。

2.个人选学

平台提供在线笔记功能，学员能

够随时记录课堂内容，加深学习

效果

3.在线笔记

课程提供线上练习、网络考核功

能，帮助学员随时掌握自身学习

情况。

4.考核测验

开放式学习社区，能够实现安全

问题传递，交互式答疑解惑。

5.交互答疑

不定期邀请业内专家进行线下指

导，解决现场实际问题。

6.线下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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