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安全及健康部
劳工处
预防渠务工程气体中毒事故
1. 引言
本刊物阐述渠务工程常见的气体中毒危险，以及消除或减少这些危险的方法，目的
是要协助渠务工程的东主、承建商及工人预防气体中毒。有关渠务工程或其他密闭
空间工作的详细法律规定及实务指引，请参阅《工厂及工业经营(密闭空间)规例》
及《工作守则：密闭空间工作的安全与健康》。
2. 导致渠务工程气体中毒的常见错误
大部分渠务工程气体中毒事件，皆因未能适当地识别工作间内空气危害的危险，或
者是为求及早完工而罔顾安全工序所致。

2.1







2.2




安全意识不足
为及早完工而对有关的危险评估不足。
为免麻烦，没有采取控制措施及使用个人防护装备。
未能察觉有毒气体突然涌入的危险。
没有候命工人留驻沙井外保持联络及采取应急行动。
漠视因工程引致有毒气体突然涌入的危险。
忽视在通风不足的环境下进行渠务工作的危险。

紧急应变欠佳
渠务工程气体中毒事件常引致多人死亡，这是因为于事发时，在场的工友救人
心切，随即奋不顾身进入排水渠，试图抢救昏迷的工人，结果他们亦不幸中毒
身亡。救援工作只可由受训人员在有适当装备及其他救援人员支援的情况下进
行。
候命人员切勿在没有适当救援装备及支援的情况下进入沙井救人。

3. 渠务工程的空气危害
渠务工人可能会暴露于有害的气体、烟气及蒸气，导致严重中毒。因此，预防气体
中毒必先充分了解有关的空气危害。

3.1

有害气体、烟气或蒸气的源头

有害气体可自然存在于渠道系统内，但有些有害气体则因施工而产生。渠务工程工
作间密封的特性可能会增加工作的危险性，因为有害气体可在工作范围积聚，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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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浓度可在空气中急速上升。在渠务工程中存在的有害气体，一般源自下列情况:


渠道系统的污水渠、沙井及坑槽内的有机物质在分解时会产生甲烷及/或硫化
氢。水溶性极高的硫化氢通常溶在污水内，并可能以气泡形式积藏在污水渠的
沉积物及淤渣中。搅动污水、沉积物或淤渣可以把积藏或已溶解的气体释放出
来。
 从地下油缸、气体喉管、相连的排水系统或受污染的土地如堆填区等泄漏而进
入工作范围。
 在通风不足的地方使用发电机及以燃料推动的工具，可能会耗尽氧气及产生一
氧化碳。
除气体外，有害的烟气或蒸气亦可能因进行烧焊或使用粘合剂、油漆、挥发性或易
燃性溶剂等工作而产生。

3.2

常见有害气体的特性

许多有害气体如一氧化碳，均是无色无味。另一方面，有些有害气体如硫化氢，在
浓度低时可能会有难闻的气味，但浓度较高时气味却会因嗅觉疲劳而消失。渠务工
人如认为藉气味可轻易分辨有毒气体的存在，则是非常危险的想法。
硫化氢、一氧化碳及甲烷均是渠务工地最常见的有害气体。此外，缺氧亦是另一个
导致工人患病及死亡的主要原因。这些有害气体的特性现详列如下:
有害气体

OEL IDLH
(ppm) (ppm)

相对密度
(空气 = 1.0)

LEL / UEL

备注

硫化氢 (H2S)

10

100

1.2

4.3% / 45.5%

臭蛋味

一氧化碳 (CO)

25

1,200

1.0

12.5% / 75%

无色无味

甲烷 (CH4)

---

---

0.6

5.3% / 15% 置换空气，使人窒息

注释:
ppm
OEL
IDLH
相对密度
LEL/UEL

-

百万分率
职业卫生标准 — 时间加权平均值
即时危及生命或健康的浓度
< 1.0 即较空气为轻; >1.0 即较空气为重
爆炸下限/爆炸上限

3.2.1 硫化氢 (H2S)
硫化氢是一种致命的气体，其独特的“臭蛋味”在非常低的浓度便可察觉。在浓度
超过百万分之 100 时，硫化氢会使嗅觉麻痹。即使在较低的浓度，硫化氢亦可影响
嗅觉神经， 使工人无法察觉浓度的变化。因此，藉气味探测硫化氢的存在是非常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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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做法。探测硫化氢较可靠的方法，是使用已校准的气体侦测仪。空气中的硫化
氢浓度如超过百万分之 100，便会即时危及生命或健康，而浓度超过百万分之 1,000
时，更可使人即时昏迷。由于渠道系统内通常有污水存积，所以工人如吸入硫化氢
而晕倒，便很容易溺毙。不要凭气味探测硫化氢或其他有毒气体的存在。

3.2.2. 一氧化碳 (CO)
在通风不足的地方烧炭，便会产生可致命及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气体。此外，在通
风不足的工作场所使用电油或柴油发电机或其他以燃料推动的工具，亦同样会产生
一氧化碳。暴露于浓度超过百万分之 350 的一氧化碳中，就可以使人神志不清、软
弱无力及昏迷。如空气中的一氧化碳浓度超过百万分之 1,200，便会即时危及生命或
健康。

3.2.3. 甲烷 (CH4)
有机物质经多种细菌分解后，通常会产生甲烷。甲烷是一种无色、极度易燃及具爆
炸性的气体，可引致火灾及爆炸。在通风不足的地方，积聚的甲烷会置换正常空
气，做成缺氧的环境。
4. 预防渠务工程气体中毒的安全措施

4.1

评估空气危害

渠务工程，尤其是地底喉管工程，潜藏了高度的空气危害。工人应尽可能避免在排
水渠内工作。若不进入排水渠进行工程，在合理的情况下并不切实可行，便应委聘
一名合资格人士进行危险评估，以确定渠道内的潜在危害，并须采取所需的安全措
施，以消除或减低关乎安全及健康的危险。
工作地点的负责人应核实按上述建议所进行的危险评估，确保涵盖所有关乎安全及
健康的潜在危害。

4.1.1 收集所有与渠务工程有关的资料
危险评估应在施工前由合资格人士进行。合资格人士应:
•
了解所采用的工作方法、所使用的装置及物料，以及渠务工地实际的布置及周
围的环境。为此，合资格人士可进行实地勘察及细阅平面图、图则及工作计
划。
•
确定及评估所有在施工前可能已存在及在施工期间可能出现的空气危害。即使
施工初期可能没有有毒的气体、烟气或蒸气，在渠道内进行工程期间仍可能会
释放出这些气体。举例来说，如施工期间搅动了含有硫化氢的淤渣或污水，硫
化氢气体会迅速地释放出来，并积聚在密闭空间至危险水平。此外，有害气体
从现有的污水渠突然涌至新建的排水渠，亦时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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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空气监测
空气监测应由受过适当训练及具备有关经验的人士进行。空气监测包括进入前的空
气测试及在工作期间的空气监测。
•
如评估时发现工作环境可能有不良的变化，合资格人士应建议进行连续性的空
气监测。
•
合资格人士应在建议中指出是否必须使用认可呼吸器具，并应订明工人可安全
地逗留在密闭空间内的时限。
完成进入前的测试后，并不表示空气监测已结束。由于排水渠内工作空间的空气状
况可以急速转变，所以必须进行连续性的空气监测，以确保进行工程的整段工作期
间空气质素在可接受的水平。如工人曾短暂离开工作空间，在再进入前应进行“再
进入”测试。实际上，再进入测试及进入前的测试应以完全一样的方式进行，亦应
视为同样重要。当空气监测仪器的警报启动或察觉到任何其他危险的迹象时，工人
须立即依照紧急程序离开所处空间。
使用空气监测仪器的若干要点：
•
只有经妥善保养及适当校准的仪器才可用于进行空气测试。非科学的方法，例
如点火投井、观察沙井内是否有生物或沙井的颜色，均不可靠。
•
配备多种感测器的气体监测仪最常见的设计是可显示氧气、易燃气体、硫化氢
及一氧化碳的读数。不过，绝不可假设只有这几种有害气体。如排水渠内可能
有其他有害气体，必须使用不同的或额外的空气监测仪器来进行测试。
•
使用空气监测仪器前，应先依照生产商的指示测试仪器是否正常运作，即进行
功能或冲击测试。
•
尽可能使用置于渠外的直读式仪器，以连接的遥距探头及取样喉管测试排水渠
内的空气。
•
应先在测试人员身处的工作位置周围进行空气测试，以确保测试人员在进行空
气监测期间的安全及健康。
•
一般而言，应先测试氧气含量。因为有些气体感测器需有氧气才能正常操作。
如氧气不足，可得出不可靠的读数。如发现氧气不足，即使含量可能仍足以维
持生命，亦须作进一步调查。
•
测试排水渠内的空气应由上而下，从顶部开始测试，最好每隔约 1 米，至空间
的底部为止。由于把气体从探头抽取至监测仪器会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必须在
每个取样点取样数分钟。
•
在危险评估内记录空气监测的结果，并注明监测时间和位置。
•
如空气状况可能有变，必须再进行空气监测。

4.2 预防气体中毒的控制措施
4.2.1 避免在排水渠内工作
尽可能避免在排水渠内工作。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应采取其他可行的工作方法，
免除工人进入排水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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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隔离
封闭喉管或供应管，以防有害物质流入。

4.2.3 清洗
使用如真空/喷射清洗器等机械工具，清除渠道系统内的废物，包括砂砾、淤泥、淤
渣及污水等，以消除有害气体的源头。

4.2.4 通风
应使用机械通风设备，以稀释工作环境的空气污染物，防止有害气体积聚。

4.2.5 个人防护装备
只有已佩戴认可呼吸器具的核准工人，方可进入环境不断改变和难于评估的密闭空
间，例如沙井。
如危害评估报告建议使用认可呼吸器具，或工人须进入密闭空间进行地底喉管工
作，工作地点的负责人须确保任何进入密闭空间或在其内逗留的人，已正确佩戴适
当的认可呼吸器具和合适的安全吊带。安全吊带须连接救生绳，而救生绳的另一端
须由一名在该密闭空间外面候命的工人持着。
使用呼吸器具的人，应受过使用该种类型或型号呼吸器具的适当训练。每次使用呼
吸器具前应:
 接驳装备至气樽、气泵或压缩机，以提供呼吸用的空气。应小心确保为气樽充
气或为气喉型呼吸器供气的压缩机是特别为提供呼吸用的空气而设计，并须适
当保养压缩机和把压缩机放置于适当位置，以免从受污染的空气源头引入空
气。
 妥善检查装备，确保所有部件及配件没有任何损坏迹象。
 依照使用说明书检查装备的各项功能。测试包括“高压漏气测试”、“正压测
试”、“气樽压力测试”及“呼吸器警笛测试”等。
 保持装备在清洁及良好的状态，已损坏的装备应清楚标示“损坏”，并移离工
地，送往维修。切勿使用已损坏的呼吸器具。

4.2.6 候命工人
候命工人应留驻在沙井外，与井内的核准工人保持联络，并必须经常提醒在沙井内
工作的工人对该空间内任何环境变化保持警觉。如监测仪器发出警号或出现任何其
他危险迹象时，候命工人应立即协助沙井内的工人依照紧急程序撤离该空间。

4.2.7 紧急应变准备
应制定一套紧急应变计划，以处理工人在渠道系统内工作时可能遇到的任何严重和
逼切的危险。所有工人应熟习紧急应变程序，并定期进行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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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工作许可证制度
工作许可证制度是一项有效措施，能够确保在渠道系统内工作的工人的安全及健
康。除非工人已采取危险评估报告建议的所有安全预防措施，并已获发出工作许可
证，否则不应获准进入排水渠。
5.










注意事项
认识渠道系统内可能存在的有害气体的特性及危害。
开始工作前，确保已适当实施合资格人士建议的各项安全措施。
如须进入沙井或渠道系统，切勿单独工作。
密切监察工作空间及四周范围，提防出现危险状况。
如有迹象显示工人的安全及健康可能受到威胁，立即依照紧急程序撤离渠道系
统。
指派一名合适的候命人员留驻在沙井外面，与井内的工人经常保持联络，以提
供所需协助。
如发生意外，立即召唤紧急援助和执行紧急应变计划。
遇有意外，切勿在没有配备任何拯救装备及缺乏其他救援人员支援的情况下，
进入沙井抢救已昏迷的工人。
经常密切监督渠务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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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咨询服务
如你对本刊物有任何疑问或想查询职业健康及卫生事宜，请与劳工处职业安全及健
康部联络：
电话

：2852 4041

传真

：2581 2049

电邮

：enquiry@labour.gov.hk

你亦可以透过互联网，找到劳工处提供的各项服务及主要劳工法例的资料，本处网
址是 http://www.labour.gov.hk。

你并可透过职安健热线 2739 9000，查询职业安全及健康局提供各项服务的资料。

7. 投诉热线
如有任何有关不安全工作地方及作业模式的投诉，请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
2542 2172。所有投诉均会绝对保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刊物可在劳工处职业安全及健康部各办事处免费索取。亦可于劳工处网站
http://www.labour.gov.hk 下载，有关各办事处的详细地址及电话，可参考劳工处网站
或致电 2559 2297。
欢迎复印本刊物，但作广告、批核或商业用途者除外。如需复印，请注明录自劳工
处刊物《预防渠务工程气体中毒事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刊物由劳工处职业安全及健康部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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