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录

T34／AHJC0004－2017 醇基清洁燃料行业安全操作规范

为加强安徽省醇基清洁燃料市场的管理和行业自律，保障醇基清洁燃料生产安全、储存

安全、运输安全及经营安全，减少安全事故发生，促进我省醇基清洁燃料行业健康发展，结

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和安徽省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醇基清洁燃料是指以醇类为基础配制成的拥有 15％以上内含氧的醇基清洁燃

料，适于用作民用炊事燃料、锅炉燃料和工业窑炉燃料。

本标准适用于醇基清洁燃料所有从业者及使用者。

醇基清洁燃料管理应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统一规划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则起

草。

本标准参考《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制定。

本标准与《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相比差异如下：

—增加了从业要求、操作及使用规范、终端使用专用容器安装及使用规范

—修改了内容框架

本标准起草单位：安徽省甲醇燃料行业协会、合肥嘉科工贸有限公司、六安广华化工有

限公司、安徽圣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阜阳市金盛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钱奕舟、郝伟、郜兵、王向阳、黄典顺、熊列江、吴猛高武、汪志

平、方学宝、黄时宝、李克元、时军、谢先保、周柏意、王广勤、范东、宣守东、马俊、刘

朝阳、熊平、朱仁芳、王晓旭、王子路。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醇基清洁燃料行业从业要求、生产及储存规范、质量标准、经营规范、运

输规范、操作及使用规范、终端使用专用容器安装及使用规范、废弃物处理规范。

2 从业要求

2.1 基本要求：

2.1.1 遵纪守法、诚实守信，遵守国家、地方、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定，需经政

府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的专业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



2.1.2 讲信誉、严守职业道德，反对欺诈、恶意竞争。2.1.3 提倡行业团结、互助、协

调、自律，共同维护和发挥行业整体优势对行业内企业之间的矛盾和问题，提倡共同探讨，

协商解决。

2.1.4 遵守国家醇基清洁燃料行业发展政策，重视醇基清洁燃料行业技术创新和条例创

新。

2.1.5 执行国家对市场准入的有关规定，维护政策的市场秩序，防止不具备相应资质、

信誉以及经营许可证等条件的企业和从业人员的市场经营行为。

2.1.6 在建设发展中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诚信和科学、合理的原则，反对不正当的

竞争行为，反对一切形式的行贿、受贿行为。

2.1.7 禁止采购不合格的原材料、产品、配件及设备。2.1.8 保守醇基清洁燃料行业技

术秘密和商业机密，不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

2.1.9 严格执行有关醇基清洁燃料行业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和制度，自觉遵守行业

职业道德与守则。

2.1.10 严格履行合同，不违反合同约定的责任与义务。

2.1.11 努力学习专业技术和规范规程，积极参加有关行业业务培训，不断提高业务技

能和工作质量。

2.2 醇基清洁燃料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和分管技术负责人

的基本从业务条件：

2.2.1 能认真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无严重违反国家有关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行为。若因未履行法定安全生产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依法受刑事处罚或

者撤职处分的，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主要负责人。

2.2.2 三年以上危险化学品相关行业从业经历

2.2.3 生产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和分管技术负责人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

历，其中分管技术负责人具有化工或其相关专业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者具有化工专业中、高

级技术职称：中小型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和分管技术负责人应具有中专以

上学历，其中分管技术负责人具有化工或其相关专业中专以上学历，或者具有化工专业初级

技术职称。

2.2.4 主要负责人接受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知识教育培训，经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书；分管

安全负责人接受上述培训考核，取得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资格证书。



2.3 醇基清洁燃料生产经营单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的基本从业条件：

2.3.1 具有化工或相关专业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者注册助理安全工程师以上执业资格

证书，或者具有化工专业初级以上技术职称。

2.3.2 三年以上危险化学品相关行业从业经历。

2.3.3 接受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知识教育培训，经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资格证书。

2.4 醇基清洁燃料生产企业主要危险岗位作业人员的基本从业条件：

2.4.1 具有化工或相关专业中等职业教育以上学历，或者具有高中以上学历。

2.4.2 依法接受国家规定的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培训，参加本岗位有关工艺、设备、电气、

仪表等岗位操作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培训，通过考试，取得培训合格证书。

2.5 醇基清洁燃料生产经营单位中的特种作业人员，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专门培

训，经考核合格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

2.6 醇基清洁燃料生产经营单位其他岗位作业人员基本从业条件：

2.6.1 具有初中以上学历。

2.6.2 依法接受国家或行业规定的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培训。

2.7 单位主要负责人和主管人员、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经过专业培训，并经

考核，取得从业资格。

3 生产及储存规范

醇基清洁燃料生产及储存单位应遵循以下标准和要求：

3.1 醇基清洁燃料生产企业应当提供安全技术说明书，并在包装（包括外包装件）上

粘贴或者拴挂安全标签。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所载明的内容应当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3.2 醇基清洁燃料生产企业发现其生产的醇基清洁燃料有新的危险特性的应当立即公

告，并及时修订其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

3.3 醇基清洁燃料的包装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以及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的要求。

3.4 醇基清洁燃料的包装物、容器的材质以及包装的型式、规格、方法和单件质量（重

量），应当与醇基清洁燃料的性质和用途相适应。

3.5 生产、储存醇基清洁燃料的单位，应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风、

防晒、调温、防火、灭火、防爆、泄压、防毒、中和、防潮、防雷、防静电、防腐、防泄漏



以及防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

定对安全设施、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

3.6 生产、储存醇基清洁燃料的单位，应当在其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上设置明

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3.7 生产、储存醇基清洁燃料的单位，应当在其作业场所设置通信、报警装置，并保

证处于适用状态

3.8 生产、储存醇基清洁燃料的企业，应当委托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的机构，对

本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每 3 年进行一次安全评价，提出安全评价报告。安全评价报告的内容

应当包括对安全生产条件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的方案

3.9 生产、储存醇基清洁燃料的企业，应当将安全评价报告以及整改方案的落实情况

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在港区内储存醇基清洁燃料的企业，应

当将安全评价报告以及整改方案的落实情况报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3.10 醇基清洁燃料应当储存在专用容器、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或者专用储存室（以下

统称专用仓库）内，由专人负责管理，并设置明显的标志。

3.11 储存醇基清洁燃料的单位应当对其专用容器、专用仓库的安全设施设备定期进行

检测、检验。

3.12 储存醇基清洁燃料的单位应当建立危险化学品出入库核查、登记制度

3.13 生产、储存醇基清洁燃料的单位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的，应当采取有效措

施，及时、妥善处置其生产装置、储存设施以及库存的甲醇燃料，不得丢弃。

4 醇基清洁燃料的质量标准

参照安徽省甲醇燃料行业协会团体标准《醇基清洁燃料》（T34/AHJC0005-2017，

2017.11.29）。

5 经营规范

从事醇基清洁燃料经营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5.1 从业人员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并经考核合格

5.2 有健全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5.3 有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5.4 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和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5.5 经营场所应符合以下要求：

5.5.1 经营场所应坐落在交通便利、便于疏散处。

—经营场所的建筑物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要求。

5.5.2 应具备经县级以上（含县级）安全监管部、消防部门批准的专用危险品仓库（自

有或租用），所经营的甲醇燃料不得放在业务经营场所。

5.5.3 零售业务的店面应与繁华商业区或居住人口稠密区保持 500m 以上距离。

5.5.4 零售业务的店面经营面积（不含库房）应不小于 60m2，其店面内不得设有生活

设施。

5.5.5 零售业务的店面内只许存放民用小包装的醇基清洁燃料其存放总质量不得超过

0.5t。

5.5.6 零售业务的店面内甲醇燃料容器摆放应布局合理。

5.5.7 零售业务的店面内显著位置应设有“禁止明火”等警示标志。

5.6 醇基清洁燃料经营企业不得向未经许可从事醇基清洁燃料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

采购醇基清洁燃料，不得经营没有安全技术说明书或者安全标签的醇基清洁燃料。

5.7 醇基清洁燃料经营企业储存醇基清洁燃料的，应当遵守本标准关于储存醇基清洁

燃料的规定。

5.8 醇基清洁燃料经营企业应当如实记录购买单位的名称、地址、经办人的姓名、身

份证号码以及所购买醇基清洁燃料的数量用途。销售记录以及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相

关许可证件复印件，证明文件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 年

5.9 醇基清洁燃料的经营单位应与醇基清洁燃料使用单位签订《醇基清洁燃料安全使

用协议》。

6 运输规范

从事醇基清洁燃料运输的企业应符合以下要求：

6.1 从事醇基清洁燃料道路运输的，应通过行业主管部门的资质认定，持有合法有效

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和《法人代码证书》，取得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资格。

6.2 醇基清洁燃料道路运输企业的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报人员应当

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从业资格。

6.3 应使用专用车辆运输，专车专用，并有明显标志。专用车辆技术性能符合国家标



准《营运车辆综合性能要求和检验方法》GB 18565 的要求，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和载质量

符合国家标准《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和质量限值》GB 1589 的要求，车辆技术等级达到

行业标准《营运车辆技术等级划分和评定要求》JT/T198 规定的一级技术等级。

6.4 醇基清洁燃料的装卸作业应当遵守安全作业标准、规程和制度，并在装卸管理人

员的现场指挥或者监控下进行。

6.5 用于运输醇基清洁燃料的槽罐以及其他容器应当封口严密，能够防止醇基清洁燃

料在运输过程中因温度、湿度或者压力的变化发生渗漏、洒漏：槽罐以及其他容器的溢流和

泄压装置应当设置准确、起闭灵活。

6.6 运输醇基清洁燃料的驾驶人员、船员、装卸理人员、押运人员、申报人员，应当

了解甲醇燃料特性及其包装物、容器的使用要求和出现危险情况时的应急处置方法。

6.7 通过道路运输醇基清洁燃料的，托运人应当委托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

的企业承运。

6.8 通过道路运输甲醇燃料的，应当按照运输车辆的核定载质量装载甲醇燃料，不得

超载。

6.9 运输醇基清洁燃料途中因住宿或者发生影响正常运输的情况，需要较长时间停车

的，驾驶人员、押运人员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6.10 未经公安机关批准，运输醇基清洁燃料车辆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限制通

行的区域。

6.11 在运输中包装应牢固，包装应符合 GB 12463 的规定。

6.12 运输车、船应有消防安全设施，车辆应当安装 GPS 卫星定位系统。

6.13 应通过行业主管部门的资质认定，持有合法有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道

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法人代码证书》，取得从事道

路危险货物运输的资格。

6.14 有符合安全规定并与经营范围、规模相适应停车场地。

6.15 罐式专用车辆的罐体应当经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

6.16 道路醇基清洁燃料运输车辆的驾驶人员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6.17 直接从事道路醇基清洁燃料运输的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必须掌

握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有关知识，并经企业所在地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考试合格，

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

6.18 运输车辆应当参加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组织的年度审验。



6.19 禁止使用报废的、擅自改装的、检测不合格的、车辆技术状况达不到一级的和其

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从事道路醇基洁燃料运输。除铰接列车、具有特殊装置的大型物件

运输专用车辆外，严禁用普通货车、普通列车从事醇基清洁燃料运输；禁止使用移动罐体（罐

式集装除外）从事醇基清洁燃料运输。

7 操作及使用规范用

凡使用醇基清洁燃料的单位应遵循以下操作及使用要求：

7.1 使用醇基清洁燃料的单位，其使用条件（包括工艺）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并根据所使用的醇基清洁燃料的种类、危险特性以及使

用量和使用方式，建立健全使用甲醇燃料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保证醇基清

洁燃料的安全使用。

7.2 使用醇基清洁燃料从事生产并且使用量达到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属于危险化学

品生产企业的除外，下同），应当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

7.3 申请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企业，除应当符合 71 款规定外，还应当具备下

列条件：

7.3.1 有与所使用的甲醇燃料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7.3.2 有安全管理机构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7.3.3 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和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7.3.4 依法进行了安全评价。

7.4 使用醇基清洁燃料及专用燃烧器的单位应符合下列安全条件：

7.4.1 专用容器、液路、燃料阀门应严密，不得有液体泄漏。

7.4.2 专用燃烧器发生异常情况，应立即关闭阀门并及时维修。

7.4.3 燃烧器安装应牢固可靠。

7.4.4 燃料系统的管路、接头等应确保在承压 03 兆帕及 150 摄氏度情况下无液、气泄

漏。

7.5 岗位操作人员每天应检查阀门、开关及流量控制装置的安全情况。使用单位每月

组织管理、专业、操作人员集中开展一次检查，主要检查燃料箱、管路呼吸阀、恒温垫、密

封垫等安全情况，检查应做好记录。

7.6 使用单位应编制应急预案，制定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发生

泄漏应及时断电、关闭阀门，现场应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及水源。7．7 醇基清洁燃料安全



操作使用规则：

7.7.1 点火前，打开燃料箱开关并检查开关及管路有无漏液现象。

7.7.2 点燃引火棒再打开燃烧器开关。

7.7.3 燃料流入燃烧器内开始点火，燃料流入不宜过多。

7.7.4 燃料引燃后逐步加大风门风量并调节油阀，风和燃料要匹配，调节到最佳状态使

用。

7.7.5 根据需要随时调控火势，以便节省燃料。

7.7.6 停火后，关闭燃烧器开关、燃料箱开关，防止燃料外溢。

7.8 醇基清洁燃料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7.8.1 燃料箱要远离火源，要有防火措施。

7.8.2 本产品只做燃料使用，严禁食品及其他用途 783 在使用过程中不慎溅到眼睛时立

即用清水冲洗。

7.8.4 定期检查燃料箱及管路防止泄漏引发火灾 7．8．5 操作空间应安装通风装置保持

空气流通。

7.8.6 如果不慎引发火灾可用水或干粉灭火自救并拨打 119 火警电话。

7.9 装卸人员应具有操作醇基清洁燃料的专业知识，操作时轻拿轻放，不得碰撞、倒

置，防止包装破损，燃料外溢。作业人员应佩戴手套和相应的口罩或面具，穿防护服：作业

中不得饮食，不得用手擦嘴、脸、眼睛：每次作业完毕，应及时用肥皂（或专用洗涤剂）洗

净面部、手部，用清水漱口：防护用具应及时清洗，集中存放。

7.10 各项操作不得使用能产生火花的工具，作业现场应远离热源和火源装卸易燃液体

须穿防静电工作服，禁止穿带钉鞋，大桶不得在水泥地面滚动。

7.11 分装、改装、开箱（桶）检查等应在库房外进行。

7.12 在操作产品时，企业应在经营店面和仓库，针对产品的性质，准备相应的急救药

品和制定急救预案。

7.13 装卸及作业场所配备相应的安全防护用品（具）及消防设施与器材，规范现场人

员作业行为。

7.14 装卸人员应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不违章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

7.15 装卸人员在进行规定的作业活动时，应持相应的作业许可证作业。

7.16 加注燃料时应检查醇基清洁燃料运输专用证及防爆泵安全情况。

7.17 操作间通风换气保持良好，空气不畅或密闭的空间应安装排风，可燃气体报警装



置。

7.18 监护人员应具备基本救护技能和作业现场应急处理能力，持相应作业许可证进行

监护作业，作业过程中不得离开监护岗位。

7.19 应保持作业环境整洁。

8 终端使用专用容器安装及使用规范

醇基清洁燃料使用单位应遵守以下要求：

8.1 使用醇基清洁燃料的单位和个人，要求统一安装使用国家及相关机构认可的醇基

清洁燃料专用容器，并具有容器的发明专利和容器的检测报告。

8.2 制造、安装、维修醇基清洁燃料专用容器的单位和个人，应向地方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和协会登记备案。

8.3 购置醇基清洁燃料专用容器的单位和个人，应由具有资质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

安装人员应依法接受安监部门和协会规定的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培训，参加本岗位有关工艺、

设备、电气、仪表等岗位操作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培训，通过考试，取得合格证书。

8.4 生产、经营专用容器的单位应当向使用单位提供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合格证及

产品说明书，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并负责相应的技术服务和指导。

8.5 专用容器需经相关机构检验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8.6 专用容器上应有下列标签、标志：

—商标；

—产品名称；

—总质量；

—生产厂名称，地址；

—“严禁烟火”“请勿倒置”等字样或标志。

8.7 使用醇基清洁燃料专用容器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8.7.1 燃料箱、液路、燃料阀系统应严密，不得有液、气泄漏。

8.7.2 加注燃料时需持证上岗，应检查防爆泵安全情况。

8.7.3 发生异常情况，应立即关闭阀门并及时维修。

8.7.4 操作间通风换气保持良好，空气不畅或闭的空间应安装排风、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8.7.5 燃料箱应在单独空间装设或室外装设，室外装设应采取防雨水、放爆晒措施：燃

料箱的容积不得超过 0．98 立方米。



8.7.6 容器安装应牢固可靠，噪声应小于 65 分贝。

8.7.7 燃料专用容器要远离火源，要有防火措施。

8.7.8 对重复使用的醇基清洁燃料容器，使用单在重复使用前应当进行检查：发现存在

安全隐患的，应当维修或者更换。使用单位应当对检查情况作出记录，记录的保存期限不得

少于 2 年。

8.8 使用单位应建立岗位安全责任制和安全操作规程，并悬挂于操作间醒目处

8.9 使用单位岗位操作人员每天应检查阀门、开关及流量控制装置的安全情况。使用

单位每月组织管理、专业、操作人员集中开展一次检查，主要检查燃料箱、管路、呼吸阀、

恒温垫、密封垫等安全情况，检查应做好记录。

8.10 使用单位应编制应急预案，制定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发生泄

漏应及时断电，关闭阀门，现场应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

9 废弃物处理规范

9.1 禁止在储存区域内堆积可燃性废弃物。

9.2 泄漏或渗漏醇基清洁燃料的包装容器应迅速转移至安全区域

9.3 按燃料的特性，用化学的或物理的方法处理废弃物品，不得任意抛弃防止污染水

源或环境。

9.4 储存、处置燃料废弃物的建设项目，其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并经当地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投

入使用。

9.5 安全技术部门负责把企业产生的燃料废弃物的产生量、储存、流向、处置等有关

资料上报当地县级以上环保部门。

9.6 各部门、车间的燃料废弃物，必须指定专人负责，送往企业废弃物处理部门统一

处置，不得随意抛弃

9.7 运输燃料废弃物，必须采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9.8 对燃料废弃物容器、包装物，储存、运输、处置燃料废弃物的场所、设施，必须

设置危险废弃物识别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