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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氰化物管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或“《氰化物规范》”）、本文件以及

www.cyanidecode.org中引用的其他文件或信息来源，均由编者根据可合理获取的信息善

意编制，且编者认为上述文件和信息来源可靠无误。但是，对于 www.cyanidecode.org中

引用的所有其他文件或信息来源，编者不对其准确性或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同时，编者

亦不保证，应用《规范》、其他可用文档或引用资料之后，必然能够防范危险、意外事件

、事故；对于通过氰化工艺从矿物提取黄金或白银的任何特定场所而言，也不保证身处该

等场所的员工和/或公众必然能够免受人身伤害。《规范》无意，也不得替代、抵触或以

其他方式变更任何国家/地区、省级或地方政府的成文法、法律、法规、条例的要求，或

与本文件所涉事宜相关的其他要求。遵守《规范》完全属于自愿行为；对《规范》的遵守

，无意也不会为《规范》的签字方、支持者或任何其他相关方创设需依法履行的任何义务

或可依法行使的任何权利，或导致任何该等义务或权利成立或被确认。 

http://www.cyanidecode.org/
http://www.cyanidecod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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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氰化物生产验证规范》适用于氰化物生产业务单元。从事氰化物再包装和转运的业务单

元、仓库业务单元，以及使用化学原料生产氰化物的业务单元，均属于生产业务单元。矿

场上的氰化物存储应遵守《采掘业务单元验证规范》。 

本规范不适用于生产氰化氢并将其出售给其他化学品厂商的设施，或主要为自己生产其他

化学品而生产氰化氢的设施。 

初级生产业务单元是指使用化学原料生产氰化物的业务单元。再包装和转运业务单元是指

将氰化物从既有包装转移到其他包装或容器的业务单元，例如为便于后续运输，将固体氰

化物团块从有衬里的中型散装容器（IBC）中移出或从铁路车辆转移至罐式集装箱的业务

单元，或将液体氰化物从铁路车辆转移至液罐车的业务单元。仓库是指使用既有包装（例

如中型散装容器或存储固体氰化物的罐式集装箱）存储氰化物，以便后续将氰化物分发的

业务单元，例如将装有氰化物的中型散装容器或容桶从海运集装箱转移至仓库的业务单元

，或在不移除氰化物的前提下，存储装有固体氰化物的海运集装箱或罐式集装箱的业务单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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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化物生产验证规范 

原则 1 | 操作运营 

设计、建造和运作氰化物生产设施，防范氰化物泄露。 

生产实践 1.1 

设计和建造氰化物生产设施时，应遵循良好和公认的工程实践和质量控制/质量保证程序。 

1. 建造和修改氰化物生产及存储设施时，是否实施了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计划？ 

a） 是否保留了设计和建造文件？ 

b） 是否由适当合格人员审核了设施的建造，并提供了文件，证明设施的建造符合计划和批

文？ 

2. 如果业务单元无法提供关于氰化物设施建造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QA/QC）文件或竣工验

收证明，是否有适当合格人员对该等设施进行了审查，并出具了报告，证明该等设施在按照

既定参数继续运作的情况下，可以防范氰化物暴露和泄漏？ 

3. 氰化物生产设施的建造材料是否与采用的试剂和工艺兼容？ 

4. 如果发生断电或设备故障，是否存在自动系统或“互锁”系统，用以关闭生产系统并防止氰

化物泄露？ 

5. 氰化物管理活动是否在混凝土表面或其他防渗透表面上进行，以防止氰化物向地下渗漏？ 

6. 生产设施是否采用了相关系统（例如液位指示器和高液位报警器），并对该等系统进行了检

查、测试和维护，以防范氰化物处理和存储容器外溢？ 

7. 用于氰化物处理和存储罐及容器的二次容纳系统，是否采用合格的防漏材料建造？其尺寸是

否超过容纳系统内最大的氰化物溶液罐或容器的体积与流回罐里的所有管道中的溶液体积之

和，并且有额外的容量应对设计暴雨事件（如适用）？ 

8. 是否为所有氰化物溶液管道配备了外溅防范措施或外溅液容纳措施？ 

9. 氰化物存储是否满足以下要求： 

a） 是否采取了相关措施，避免或尽可能降低氰化物与水接触的可能性？ 

b） 通风是否充分，防范氰化氢气体和氰化物粉尘积聚？ 

c） 是否位于禁止公众进入的安保区域？ 

d） 是否与不兼容物质分开存储？ 

 

生产实践 1.2 

制定并实施相关计划和程序，防止在氰化物生产设施的操作运行过程中出现意外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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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产设施是否有制定了相关计划或程序，描述了必要的标准实践，以安全、对环境无害的方

式操作氰化物生产设施？ 

2. 生产设施是否制定了应急预案，用于响应可能出现氰化物暴露或泄露的非标准操作情况？ 

3. 在与初始设计和操作实践相比，氰化物设施或操作实践已经或将要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设施

是否制定了相关程序，用以识别该等变化？该等程序是否要求环境、健康和安全管理部门审

核和签字？ 

4. 对于氰化物生产和搬运所需设备和装置，是否实施了预防性维护计划，并对相关活动进行了

书面记录？ 

5. 是否使用必要的仪器监控过程参数，并根据制造商的建议校正该等仪器？ 

6. 是否已制定并实施相关程序，以防止二次容纳区域收集的任何氰化物溶液或被氰化物污染的

水未经授权/不受监管地排入环境？ 

7. 对于对环境无害的氰化物废弃物或被氰化物污染的材料，设施是否制定了相关的管理和/或处

置程序？ 

8. 是否制定了相关程序，确保按照包装氰化物将经过的政治辖区的要求，对氰化物进行了包装

和标识？ 

 

生产实践 1.3 

检查氰化物生产设施，确保设施完整，防止意外泄露。 

1. 生产设施是否对罐、阀门、管道、容纳系统和其他氰化物生产和存储设施进行常规检查，包

括： 

a） 对于装有氰化物溶液的罐体而言，是否检查了其结构完整性和腐蚀或泄漏迹象？ 

b） 对于二次容纳系统而言，是否检查了其完整性、是否存在液体、可用容量、所有排液口

是否已确认关闭（如果必要，所有排液口是否已封锁，以防意外泄漏到环境之中）？ 

c） 对于管道、泵和阀门而言，是否检查了其损耗和泄漏问题？ 

d） 是否检查了运输用容器（如果制造商负责其完整性）？ 

2. 检查频率是否足以确保设备在设计参数范围内正常操作？ 

3. 是否对检查进行了书面记录？ 

a） 文件是否说明了需观察的具体项目，并注明了检查的日期、检查者的姓名和观察到的任

何缺陷？ 

b） 是否书面记录了纠正行动的性质和日期，并保留了该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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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2 | 工作人员安全 

保护工作人员健康与安全，使其免受氰化物暴露危害。 

生产实践 2.1 

制定和实施相关程序，保护设施工作人员免受氰化物暴露的危害。 

1. 生产设施是否制定了相关程序，在下列过程中最大程度减少工作人员发生氰化物暴露： 

a） 从接收原材料到成品包装和运输的正常运营过程？ 

b） 非常规运作和应急过程？ 

c） 维护相关活动？ 

2. 生产设施制定和评估健康与安全程序时，是否征询并考虑了工作人员的意见？ 

3. 生产设施是否指明了哪些区域和活动可能令工作人员暴露于氰化氢气体和/或氰化物粉尘（瞬

间暴露氰化物浓度超过 10 百万分率或 8 小时连续暴露氰化物浓度超过 4.7 百万分率）？是否

要求工作人员进入此等区域或执行此类活动时佩戴个人防护设备和/或使用管理控制措施（如

必要）？ 

4. 生产设施是否使用监测设备和关联报警装置，确认控制措施足以防范工作人员暴露于氰化氢

气体和/或氰化物粉尘（瞬间暴露氰化物浓度超过 10 百万分率或 8 小时连续暴露氰化物浓度

超过 4.7 百万分率）？ 

5. 生产设施是否按照制造商的建议维护、测试和校准氰化氢监测设备，并保留了相关记录？ 

6. 生产设施是否规定必须实施工作人员结伴制度，或通过其他形式，确保工作人员在需要时可

向他人求助或与他人通讯？ 

7. 生产设施是否评估员工的健康状况，以判断员工是否适合执行特定任务？ 

8. 生产设施是否制定了相关政策或程序，要求员工、承包商和访客进入可能发生氰化物污染衣

物情况的区域时更换服装？ 

9. 生产设施是否设置了警示标志，提醒工作人员相关场所存在氰化物，且如有必要，必须佩戴

适当的个人防护设备？ 

10. 可能发生氰化物污染的区域，是否全面禁止吸烟、饮食或明火？ 

 

生产实践 2.2 

制定并实施氰化物暴露应急方案和程序，快速、有效地应对氰化物暴露。 

1. 生产设施是否针对氰化物暴露事件，制定了详细的书面应急方案或程序？ 

2. 生产设施是否在各个关键位置设置了喷淋器、低压洗眼器和非酸性灭火器？是否定期维护、

检查或测试这些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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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产设施是否设置了即时可用的供氧设备、复苏器、解毒剂、以及通讯或紧急通知设备？ 

4. 生产设施是否定期检查急救设备，以确保在需要时，该等设备能够正常使用？在存储和/或测

试急救设备和应急设备时，是否遵照了制造商的指示，并定期对该等设备进行了更换，以确

保能够有效使用？ 

5. 氰化物管理区域是否具备安全数据表、急救程序或关于氰化物安全的其他提示性资料？这些

资料是否使用工作人员的语言编制？ 

6. 生产设施是否指明了内含氰化物的存储罐、处理罐、容器和管道，并向工作人员警示其中含

有氰化物？是否指明了氰化物在管道中的流动方向？ 

7. 生产设施是否规定，员工、承包商和访问人员离开可能发生氰化物皮肤暴露的区域时，应遵

守相关的净化政策或程序？ 

8. 生产设施自身是否有能力为发生氰化物暴露的工作人员提供现场急救或医疗帮助？ 

9. 生产设施是否制定了相关程序，将发生氰化物暴露的工作人员运送到当地可用的合格非现场

医疗机构？ 

10. 生产设施是否就可能需要进行的氰化物暴露患者治疗，与当地医疗机构达成了正式安排？业

务单元是否确信该等医疗机构有充分、合格的人员、设备和专业知识，能够应对氰化物暴露

事件？ 

11. 生产设施是否制定并实施了相关程序，调查和评估氰化物暴露事件，判断该等计划及程序是

否足以保护工作人员健康与安全，并响应氰化物暴露事件，或是否需要进行修改？ 

 

原则 3 | 监测 

确保过程控制措施能够保护环境。 

生产实践 3.1 

生产设施应对环境实施监测，确认计划内及计划外的氰化物泄露未损害环境。 

1. 生产设施是否对排放到地表水的氰化物进行了监测？是否对现场上下游地表水和地下水中的

氰化物进行了监测？ 

2. 如果生产设施直接向地表水排放受污染水，则： 

a） 排放点的 WAD 氰化物浓度是否不超过 0.5 mg/L？ 

b） 业务单元能否证明，排放未造成任何既有混合区域的下游受纳水体的游离氰化物浓度超

过 0.022 mg/L？ 

3. 在已设混合区域的情况下，业务单元能否证明间接排放到地表水的受污染水不会造成溪流中

的游离氰化物浓度超过 0.022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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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辖区是否规定了业务单元地下水的实益用途？是否规定了各类氰化物（游离氰化物、WAD

氰化物、氰化物总量）的数值标准？生产设施地下水或下游地下水的氰化物浓度是否等于或

低于保护地下水实际或规定的实益用途的必要水平？ 

5. 如果生产设施发生渗漏，造成地下水中的氰化物浓度超过保护其实益用途的必要水平，生产

设施是否采取了补救措施，防范水质进一步恶化，并努力恢复其实益用途？ 

6. 业务单元能否证明，为保护工作人员和社区民众的健康，业务单元限制了处理过程中向空气

排放的氰化氢气体或氰化物粉尘？ 

7. 监测频率是否足以体现被监测对象的特点？是否足以使业务单元及时发现情况变化？ 

 

原则 4 | 培训 

培训工作人员和应急人员，使其以安全、环保的方式管理氰化物。 

生产实践 4.1 

生产设施应培训员工，使其在运作设施时最大程度降低发生氰化物暴露和泄露的可能性。 

1. 生产设施是否培训工作人员，使其了解氰化物的危害？是否定期开展复习培训？ 

2. 生产设施是否向工作人员提供个人防护设备的使用培训，并使其了解应在何时、何地使用个

人防护设备？ 

3. 生产设施是否向工作人员提供培训，使其在执行常规生产任务时，将对人员健康的风险与安

全风险降至最低，并防范氰化物的意外泄露？ 

4. 员工获许处理氰化物之前是否接受过培训？ 

5. 生产设施是否提供关于常规生产任务的复习培训，以确保员工始终以安全、环保的方式工作？ 

6. 培训资料是否确定了每个工作岗位所需的培训内容？ 

7. 提供培训的人员是否是适当合格人员？ 

8. 生产设施是否通过测试、观察或其他方式，评估氰化物培训的有效性？ 

 

生产实践 4.2 

向员工提供培训，使其能够应对氰化物暴露和泄漏事件。 

1. 生产设施是否向工作人员提供培训，使其了解发生氰化物暴露或泄漏时应遵守的具体程序？ 

2. 生产设施是否向工作人员提供培训，使其能在涉及工作人员的氰化物暴露和泄露事件中，做

出紧急响应？ 

3. 生产设施是否保留了员工整个就职期间的培训记录，包括员工和培训人员的姓名、培训日期、

培训内容、以及员工证明其理解培训资料内容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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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5 | 紧急响应 

制定应急策略，提高应急能力，保护社区与环境。 

生产实践 5.1 

针对潜在氰化物泄漏事件，制定详细的应急方案。 

1. 生产设施是否制定了应急方案，用于应对现场的潜在氰化物泄漏事件或其他可能需要紧急响

应的情况？ 

2. 应急方案是否考虑了适用于现场特定环境和作业情况的潜在事故情景？该等情形包括以下各

项（如适用）： 

a） 发生灾难性氰化氢泄露？ 

b） 包装、存储、装载或卸载作业过程中发生固体氰化物或液体氰化物泄露？ 

c） 火灾和爆炸过程中发生氰化物泄漏？ 

d） 管道、阀门和储存罐破裂？ 

e） 断电和设备故障？ 

f） 液池、储存罐和废物处理设施发生漫溢？ 

3. 应急方案是否载明了以下内容： 

a） 具体并且适用于可预期紧急情况的应急措施，例如从暴露区域疏散现场人员和可能受影

响的社区居民？ 

b） 使用针对氰化物暴露的氰化物解毒剂和急救措施？ 

c） 在源头控制泄漏？ 

d） 泄漏的控制扩散、评估、缓解和未来防范？ 

 

生产实践 5.2 

现场人员和利益相关方参与制定应急方案。 

1. 生产设施的工作人员和利益相关方（包括可能受影响的社区）是否参与了应急方案的制定过

程？ 

2. 生产设施是否帮助可能受影响的社区了解氰化物意外泄漏的相关风险，是否就适当的通讯和

应急措施与社区直接（或通过社区代表）进行了沟通？ 

3. 业务单元是否识别了应承担紧急响应责任的外部实体，是否让这些实体参与制定了氰化物应

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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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业务单元是否与利益相关方进行定期沟通或交流，以确保应急方案反映最新情况和风险？ 

 

生产实践 5.3 

为紧急响应指定适当人员并调拨必要的设备和资源。 

1. 应急方案是否做到了以下几点： 

a） 指定紧急响应的主要和替代协调人员，明确规定该等人员有权调动执行应急方案所需的

资源？ 

b） 指定紧急响应小组？ 

c） 要求对应急人员提供适当培训？ 

d） 包含协调人员和紧急响应小组成员的召集程序和 24 小时联系信息？ 

e） 明确规定协调人员和小组成员的职责与责任？ 

f） 列明应确保可用的全部应急设备？ 

g） 规定应急设备的检查程序，确保该等设备在需要时可用？ 

h）描述所有外部响应人员、医疗机构、社区或其他有指定责任的实体在应急程序中的责任？ 

2. 对于应急方案中涉及的外部实体，生产设施是否确认过该等实体已了解各自的责任，并根据

需要参与演习或应急方案实战练习？ 

 

生产实践 5.4 

制定紧急事件的内部及外部通知和报告程序。 

1. 发生氰化物紧急事件时，业务单元须向适当的管理层、监管机构、外部紧急响应服务提供商

和医疗机构发出通知。应急方案是否包含了相关程序和联系信息？ 

2. 在发生氰化物相关事件时，业务单元须向潜在受影响的社区发出通知，和/或告诉此等社区应

采取的必要应急措施，并与媒体通讯。应急方案是否包含了相关程序和联系信息？ 

3. 在发生任何重大氰化物事件（定义见 ICMI《定义与缩略语》文件）后，业务单元应通知

IMCI。业务单元是否制定了相应书面程序？业务单元是否将以往发生的重大氰化物事件全

部通知了 IMCI？ 

 

生产实践 5.5 

应急方案应包含补救措施和监测要求，并应考虑氰化物处理化学品的使用可能产生的其他危险。 

1. 应急方案是否针对紧急事件设置了具体、适当的补救措施，例如： 

a） 回收或中和溶液或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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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净化土壤或其他受污染介质？ 

c） 管理和/或处置清理外溅所产生的废弃物？ 

d） 适当时提供备用饮用水源？ 

2. 应急方案是否禁止使用次氯酸钠、硫酸亚铁和过氧化氢等化学品处理泄漏至地表水中或据合

理预期可能进入地表水的氰化物？ 

3. 应急方案是否体现了通过环境监测确定氰化物泄漏程度与影响这一潜在需求？是否规定了取

样方法和参数？ 

 

生产实践 5.6 

定期评估应急程序与能力，并根据需要予以修订。 

1. 应急方案是否要求业务单元按既定频率审核和评估方案的充分性？ 

2. 业务单元是否定期开展氰化物应急演习，以评估应对氰化物泄露和工作人员暴露事件的相关

方案、培训、资源和准备情况？ 

3. 业务单元是否规定在发生需要实际实施应急方案的任何紧急事件后，应对应急方案进行评估

和必要的修订？业务单元是否执行了此类复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