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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成都市木质家具制造企业职业卫生管理情况，为进一步提

高企业职业卫生管理水平，探索新的职业卫生管理模式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现

场调查法对成都市郫都区、双流区、新都区等地区共 40 家木质家具企业生产现

场及职业卫生管理情况进行调查，并对其进行汇总，分析职业卫生管理现状。结

果  中小微型家具企业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流于形式，企业主要责任人和管理人员

缺乏专业知识培训，制度落实情况差。讨论  木质家具制造企业职业病危害风险

分类为“严重”，通过调查与分析，企业在职业卫生管理方面工作开展情况差，各

项制度落实情况堪忧，浮于形式。企业主要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应加强职业病防治

法律意识，加强相应人员专业知识培训。探索委托管理模式，委托社会专业技术

服务机构参与职业卫生管理工作，技术机构发挥专业技术优势，为企业职业卫生

管理提供技术支持，切实提高企业职业卫生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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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家具制造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主要包含木材加工、粘合、喷漆等工序，作

业过程中主要产生噪声、木粉尘、甲醛、苯等有机溶剂相关危害，对作业人员身

体健康可产生严重影响。为调查目前成都市木质家具制造企业职业卫生管理情

况，对成都市郫都区、双流区、新都区等地区共 40 家木质家具制造企业职业卫

生管理进行分析汇总，为进一步提高木质家具制造企业职业卫生管理水平提供依

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对成都市郫都区、双流区、新都区等地区 40 家木质家具制造企

业进行现场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管理体系文件、个人防护用品、职业病危害

事故应急救援、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申报等情况。 

1.2  方法  收集四川 XX 公司 2018 年对上述 40 家木质家具制造企业进行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相关职业卫生管理资料，采用 Excel 表格，对木质家具企业

职业卫生管理工作情况进行分析，结合木制家具制造企业个人防护用品配备情

况、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情况、职业健康监护情况、职业卫生管理工作落实



情况等进行整理汇总。 

2  结果 

2.1  企业概况  本次调查 40 家木质家具制造企业生产产品包含电视柜、茶

几、衣柜、展柜、餐桌、餐椅、木门等。依据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1]，2 家为

中型企业，25 家为小型企业，13 家为微型企业。作业人员共计 2388 人，女工占

比 35%。 

2.2  职业卫生管理体系调查概述  木质家具制造企业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

为严重[2]，应当设置或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者组织，配备专职职业卫生管理

人员。40 家企业均建立有职业卫生管理制度，但其中 2 家企业无职业卫生管理

机构和管理人员，16 家企业仅配备兼职管理人员。中型企业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较规范，其余微小型企业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流于形式，未按照企业实际情况编制

适合企业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企业主要负责人和管理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培训，

对接害人员进行的培训较少。岗位操作规程未包含防护设施、个人防护用品等职

业卫生内容。企业职业卫生工作情况见表 1。 

表 1    企业职业卫生工作落实情况表 

职业卫生工作内容 调查企业个数/家 落实企业个数/家 落实率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40 40 100% 

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40 38 95% 

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40 22 55% 

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40 29 72.5% 

职业病危害防治经费投入 40 30 75% 

管理人员培训及内部培训 40 20 50% 

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申报 40 4 10%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 40 15 37.5% 

2.3  职业病防护设施制度落实情况  40 家企业均建立有制度，由于企业主

要负责人和管理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培训，企业编制的防护设施台账中职业病防护

设施汇总错误或未列全，防护设施维护记录流于形式。对 40 家企业生产现场职

业病防护设施设置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发现仅 2 家企业职业病防护设施设置较完

善，其余企业均存在问题。主要反应在防护设施设置不全，防护设施维护不及时

等。生产现场随意摆放坐地风扇，易造成气流紊乱。作业场所使用压缩空气进行

吹扫，易造成二次扬尘。具体见表 2，表 3。 

表 2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置现状分析 

防护设施 已设置企业数/家 设置率 

中央集尘系统 21 52.5% 

布袋除尘器 33 82.5% 



防护设施 已设置企业数/家 设置率 

手动喷漆房（均含送排风装置，水幕，净化装置） 27 100% 

注：仅 27 家企业涉及喷漆作业 

表 3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置问题汇总分析 

序号 存在问题 企业数/家 

1 冷压、喷胶等产害环节无通风净化设施 18 

2 生产场所使用压缩空气进行吹扫 25 

3 未对防尘设施积尘进行定期清理 12 

4 油漆、胶存放库房无机械排风装置 11 

5 部分产尘环节无除尘设施 18 

6 生产场所设置坐地风扇，运行产生扬尘 14 

7 晾干房无机械排风装置 6 

8 未单独设置调漆房 7 

9 调漆房无机械排风装置 4 

2.4  职业健康监护制度落实情况  均建立有制度，调查的 40 家企业中，34

家企业安排接害人员进行了职业健康检查，体检因素涉及噪声、粉尘、苯、甲醛，

检查因素不全。40 家企业应检人数共计 2146 人，体检人数共计 1602 人，体检

率 74.6%。体检结果异常需复查人数共计 111人，仅 23人组织复查，复查率 20.7%。

企业接害人员体检率低，异常人员复查率低。企业主要负责人及管理人员法律意

识淡薄，未尽企业应承担责任，造成职业健康检查过程中应检接害人员和应检危

害因素少检、漏检。具体见表 4。 

表 4    职业健康监护现状分析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结果 

1 企业体检率 85% 

2 总接害人员体检率 74.6% 

3 体检率未达 100%企业 64.7% 

4 存在异常人员企业占比率 50% 

5 异常人员总复查率 20.7% 

6 检查项目齐全企业占比率 14.7% 

7 未岗前检查企业占比率 79.4% 

8 未离岗时检查企业占比率 100% 

9 检查结果告知率 58.8% 

10 个人监护档案建立率 32.5 

2.5  个人防护用品制度落实情况  均建立有制度，但制定的防护用品发放

台账可操作性差，未按岗位接害种类进行个人防护用品配备，缺乏对个人防护用

品现场佩戴情况监管。调查的 40 家企业中个人防护用品选用、配备及现场佩戴



方面均存在较突出的问题。其中 7 家企业任然使用纱布口罩，涉及喷漆作业岗位

有 8 家未配备防毒口罩，26 家未配备橡胶耐油手套，20 家未配备防毒物渗透工

作服，18 家未配备化学安全防护眼镜。企业未在生产区域单独设置防护用品存

放柜，作业人员在生产现场随意放置个人防护用品。具体见表 5。 

表 5    个人防护用品配备现状分析 

存在问题 企业数/家 占比率 

未配备防毒口罩 8 20% 

部分岗位未配备防毒口罩 14 35% 

未配备防尘口罩 7 17.5% 

使用纱布口罩 7 17.5% 

未配备橡胶耐油手套 26 65% 

未配备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20 50% 

未配备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18 45% 

未配备防噪耳塞 10 25% 

未配备防振手套 17 42.5% 

现场佩戴情况差 19 47.5% 

生产现场放置防护用品 31 77.5% 

2.6  应急救援落实情况  木质家具制造企业油漆库房、调漆房、喷漆房及

危废间等可能造成有机溶剂中毒，调漆过程可能造成化学灼伤或刺激皮肤，存放

胶水库房及用胶环节可能造成甲醛中毒等职业病危害事故。通过对 40 家企业生

产工艺及原辅料进行综合分析后，确定其中 38 家企业涉及职业病危害事故风险。

其中 34 家企业未编制专项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预案，37 家企业未定期进行职业

病危害事故应急演练，33 家企业仅配备常规应急药品，仅 1 家企业按照要求在

工作场所设置喷淋洗眼装置。应急救援预案中风险因子识别不全，应急设施不足，

应急演练情况差。 

2.7  辅助用室设置情况  对 40 家企业辅助用室进行调查，仅 6 家企业辅助

用室设置情况符合要求，符合率 15%。其中 28 家企业未设置更/存衣室，17 家

企业未设置浴室，1 家企业未设置休息室，2 家企业人数最多班组女工大于 100

人且未设置妇女卫生室。 

2.8  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落实情况  本次调查的 40 家企业均未按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开展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工作。 

3  讨论 

通过调查 40 家木质家具制造企业职业卫生管理现状结果表明，企业主要负

责人及管理人员法律意识淡薄，各项制度落实情况堪忧，浮于形式。企业主要负

责人和管理人员应加强职业病防治法律意识，加强主要负责人、管理人员及劳动



者专业知识培训。企业可委托社会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参与职业卫生管理工作，技

术机构发挥专业技术优势，为企业职业卫生管理提供技术支持。建立委托管理模

式，专业机构定期对企业生产现场进行隐患排查，协助企业完善职业卫生管理工

作，定期组织企业主要负责人、管理人员和劳动者进行培训。以提高企业职业卫

生管理水平，确保企业各项职业卫生工作切实有效的落实，保护工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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