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 

（公安部令第 154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治安管理，有效防范易制

爆危险化学品治安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使用、运输和

处置的治安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是指列入公安部确定、

公布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可用于制造爆炸物品的化学品。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是指生产、

经营、储存、使用、运输及处置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 

第五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应当坚持安全第一、预

防为主、依法治理、系统治理的原则，强化和落实从业单位的主体

责任。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治安管理第一责任

人，对本单位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工作全面负责。 

第六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当建立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信息系统，并实现与公安机关的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公安机关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当对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实行电子追踪标识管理，监控记录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流向、流量。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举报违反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

安管理规定的行为；接到举报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查处，并为

举报人员保密，对举报有功人员给予奖励。 

第八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当加强对治安管理工作

的检查、考核和奖惩，及时发现、整改治安隐患，并保存检查、整

改记录。 

第二章 销售、购买和流向登记 

第九条 公安机关接收同级应急管理部门通报的颁发危险化学

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证情况后，对属于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从业单位的，应当督促其建立信息系统。 

第十条 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安

全使用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凭相应的许可证件

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凭民用爆炸物品生

产许可证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第十一条 本办法第十条以外的其他单位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的，应当向销售单位出具以下材料： 

（一）本单位《工商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合法

证明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合法用途说明，说明应当包含具体用

途、品种、数量等内容。 

严禁个人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第十二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销售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应当查验本办法第十条或者第十一条规定的相关许可证件或

者证明文件，不得向不具有相关许可证件或者证明文件的单位及任

何个人销售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第十三条 销售、购买、转让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应当通过本企

业银行账户或者电子账户进行交易，不得使用现金或者实物进行交

易。 

第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销售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应当如实记录购买单位的名称、地址、经办人姓名、身份证

号码以及所购买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品种、数量、用途。销售记

录以及相关许可证件复印件或者证明文件、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

件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一年。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销售、购买单位应当在销售、购买后五日内，

通过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信息系统，将所销售、购买的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的品种、数量以及流向信息报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备案。 

第十五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生产、进口和分装单位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对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作出电子追踪标识，

识读电子追踪标识可显示相应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品种、数量以及流

向信息。 

第十六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当如实登记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销售、购买、出入库、领取、使用、归还、处置等信息，

并录入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信息系统。 

第三章 处置、使用、运输和信息发布 



第十七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转产、停产、停业或者

解散的，应当将生产装置、储存设施以及库存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

处置方案报主管部门和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备案。 

第十八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不得出借、转让其购买

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因转产、停产、搬迁、关闭等确需转让的，

应当向具有本办法第十条或者第十一条规定的相关许可证件或者证

明文件的单位转让。 

双方应当在转让后五日内，将有关情况报告所在地县级公安机

关。 

第十九条 运输易制爆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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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二十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在道路运输途中丢失、被盗、被

抢或者出现流散、泄漏等情况的，驾驶人员、押运人员应当立即采

取相应的警示措施和安全措施，并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接到

报告后，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立即向同级应急管理、生态环境、卫生

健康等部门通报，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交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或者

在邮件、快递内夹带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不得将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匿报或者谎报为普通物品交寄，不得将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交给不具

有相应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企业托运。邮政企业、快递企业不得收

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物流企业不得违反危险货物运输

管理规定承运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邮政企业、快递企业、运输企业、

物流企业发现违反规定交寄或者托运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应当立

即将有关情况报告公安机关和主管部门。 



第二十二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依法办理非经营性互

联网信息服务备案手续后，可以在本单位网站发布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信息。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当在本单位网站主页显著位置标

明可供查询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编号。 

第二十三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不得在本单位网站以

外的互联网应用服务中发布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信息及建立相关链

接。 

禁止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在互联网发布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信息及建立相关链接。 

第二十四条 禁止个人在互联网上发布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生

产、买卖、储存、使用信息。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互联网上发布利用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制

造爆炸物品方法的信息。 

第四章 治安防范 

第二十五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当设置治安保卫机

构，建立健全治安保卫制度，配备专职治安保卫人员负责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治安保卫工作，并将治安保卫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情

况报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备案。治安保卫人员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

准和规范要求，经培训后上岗。 

第二十六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

要求，储存在封闭式、半封闭式或者露天式危险化学品专用储存场

所内，并根据危险品性能分区、分类、分库储存。 



教学、科研、医疗、测试等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可使用

储存室或者储存柜储存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单个储存室或者储存柜

储存量应当在 50 公斤以下。 

第二十七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

准和规范要求，设置相应的人力防范、实体防范、技术防范等治安

防范设施，防止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丢失、被盗、被抢。 

第二十八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当建立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出入库检查、登记制度，定期核对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存放情

况。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丢失、被盗、被抢的，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 

第二十九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储存室、储存柜除

外）治安防范状况应当纳入单位安全评价的内容，经安全评价合格

后方可使用。 

第三十条 构成重大危险源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应当在专用

仓库内单独存放，并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 公安机关根据本地区工作实际，定期组织易制爆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监督检查；在重大节日、重大活动前或者期间

组织监督抽查。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人民警察证，表明

执法身份，不得从事与职务无关的活动。 

第三十二条 监督检查内容包括： 

（一）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持有相关许可证件情况； 



（二）销售、购买、处置、使用、运输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是否

符合有关规定； 

（三）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信息发布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四）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流向登记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五）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治安保卫机构、制度建设是

否符合有关规定； 

（六）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及其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设施

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七）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三十三条 监督检查应当记录在案，归档管理。监督检查记

录包括： 

（一）执行监督检查任务的人员姓名、单位、职务、警号； 

（二）监督检查的时间、地点、单位名称、检查事项； 

（三）发现的隐患问题及处理结果。 

第三十四条 监督检查记录一式两份，由监督检查人员、被检

查单位管理人员签字确认；被检查单位管理人员对检查记录有异议

或者拒绝签名的，检查人员应当在检查记录中注明。 

第三十五条 公安机关应当建立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风

险评估、分级预警机制和与有关部门信息共享通报机制。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责

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违法所得

三倍以下且不超过三万元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一万元以下罚

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八条第一款

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四条

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规定的，由公安

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

款、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由公安

机关依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九条第三项、第四项

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由

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非经营活动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对经营活动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且不超过三万元罚款，没有违法所

得的，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关于人力防

范、实体防范规定，存在治安隐患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企业事业

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关于技术防范设施设置要

求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八

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

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公安机关发现涉及其他主管部门的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违法违规行为，应当书面通报其他主管部门依法查处。 

第四十七条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在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

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者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含有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食品添加剂、药品、兽

药、消毒剂等生活用品，其生产单位按照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使用单

位管理，其成品的生产、销售、购买（含个人购买）、储存、使用、

运输和处置等不适用本办法，分别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兽药管理条例》《消毒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 

第四十九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和相关场所、活动、

设施等确定为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的，应当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恐怖主义法》的有关规定。 

第五十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进出口管理，依照有关对外贸

易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进口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的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处置的安全管理，依照本办法的规定

执行。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以下”均包括本数。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8 月 10 日起施行。 

 



附件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 年版） 
 

序号 品名 别名 CAS号 
主要的燃爆 

危险性分类 

1 酸类 

1.1 硝酸  7697-37-2 氧化性液体，类别 3 

1.2 发烟硝酸  52583-42-3 氧化性液体，类别 1 

1.3 

高氯酸[浓度＞
72%] 

过氯酸 

7601-90-3 

氧化性液体，类别 1 

高氯酸[浓度
50%～72%] 

 氧化性液体，类别 1 

高氯酸[浓度≤
50%] 

 氧化性液体，类别 2 

2 硝酸盐类 

2.1 硝酸钠  7631-99-4 氧化性固体，类别 3 

2.2 硝酸钾  7757-79-1 氧化性固体，类别 3 

2.3 硝酸铯  7789-18-6 氧化性固体，类别 3 

2.4 硝酸镁  10377-60-3 氧化性固体，类别 3 

2.5 硝酸钙  10124-37-5 氧化性固体，类别 3 

2.6 硝酸锶  10042-76-9 氧化性固体，类别 3 

2.7 硝酸钡  10022-31-8 氧化性固体，类别 2 

2.8 硝酸镍 二硝酸镍 13138-45-9 氧化性固体，类别 2 

2.9 硝酸银  7761-88-8 氧化性固体，类别 2 

2.10 硝酸锌  7779-88-6 氧化性固体，类别 2 

2.11 硝酸铅  10099-74-8 氧化性固体，类别 2 

3 氯酸盐类 

3.1 
氯酸钠  

7775-09-9 
氧化性固体，类别 1 

氯酸钠溶液  氧化性液体，类别 3* 

3.2 
氯酸钾  

3811-04-9 
氧化性固体，类别 1 

氯酸钾溶液  氧化性液体，类别 3* 

3.3 氯酸铵  10192-29-7 
爆炸物，不稳定爆炸

物 

4 高氯酸盐类 

4.1 高氯酸锂 过氯酸锂 7791-03-9 氧化性固体，类别 2 

4. 2 高氯酸钠 过氯酸钠 7601-89-0 氧化性固体，类别 1 

4. 3 高氯酸钾 过氯酸钾 7778-74-7 氧化性固体，类别 1 



4. 4 高氯酸铵 过氯酸铵 7790-98-9 
爆炸物，1.1项 

氧化性固体，类别 1 

5 重铬酸盐类 

5. 1 重铬酸锂  13843-81-7 氧化性固体，类别 2 

5. 2 重铬酸钠 红矾钠 10588-01-9 氧化性固体，类别 2 

5. 3 重铬酸钾 红矾钾 7778-50-9 氧化性固体，类别 2 

5. 4 重铬酸铵 红矾铵 7789-09-5 氧化性固体，类别 2* 

6 过氧化物和超氧化物类 

6.1 
过氧化氢溶液

（含量>8%） 
双氧水 7722-84-1 

（1）含量≥60% 

氧化性液体，类别 1 

（2）20%≤含量＜60% 

氧化性液体，类别 2 

（3）8%<含量<20% 

氧化性液体，类别 3 

6.2 过氧化锂 二氧化锂 12031-80-0 氧化性固体，类别 2 

6.3 过氧化钠 

双氧化

钠；二氧

化钠 

1313-60-6 氧化性固体，类别 1 

6.4 过氧化钾 二氧化钾 17014-71-0 氧化性固体，类别 1 

6.5 过氧化镁 二氧化镁 1335-26-8 氧化性液体，类别 2 

6.6 过氧化钙 二氧化钙 1305-79-9 氧化性固体，类别 2 

6.7 过氧化锶 二氧化锶 1314-18-7 氧化性固体，类别 2 

6.8 过氧化钡 二氧化钡 1304-29-6 氧化性固体，类别 2 

6.9 过氧化锌 二氧化锌 1314-22-3 氧化性固体，类别 2 

6.10 过氧化脲 

过氧化氢

尿素；过

氧化氢脲 

124-43-6 氧化性固体，类别 3 

6.11 

过乙酸[含量≤

16%,含水≥39%,

含乙酸≥15%,含

过氧化氢≤24%,

含有稳定剂] 

过醋酸；

过氧乙

酸；乙酰

过氧化氢 

79-21-0 有机过氧化物 F型 



过乙酸[含量≤

43%,含水≥ 5%,

含乙酸≥35%,含

过氧化氢≤ 6%,

含有稳定剂] 

 

易燃液体，类别 3 

有机过氧化物，D型 

 

6.12 

过氧化二异丙苯

[52%＜含量≤

100%] 

二枯基过

氧化物；

硫化剂

DCP 

80-43-3 有机过氧化物，F型 

6.13 过氧化氢苯甲酰 过苯甲酸 93-59-4 有机过氧化物，C型 

6.14 超氧化钠  12034-12-7 氧化性固体，类别 1 

6.15 超氧化钾  12030-88-5 氧化性固体，类别 1 

7 易燃物还原剂类 

7.1 锂 金属锂 7439-93-2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类别 1 

7.2 钠 金属钠 7440-23-5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类别 1 

7.3 钾 金属钾 7440-09-7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类别 1 

7.4 镁  7439-95-4 

（1）粉末：自热物质
和混合物，类别 1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类别 2 
（2）丸状、旋屑或带

状： 
易燃固体，类别 2 

7.5 镁铝粉 
镁铝合金
粉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类别 2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类别

1 

7.6 铝粉  7429-90-5 

（1）有涂层：易燃固
体，类别 1 

（2）无涂层：遇水放
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

混合物，类别 2 

7.7 

硅铝 

 57485-31-1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类别 3 

硅铝粉 



7.8 硫磺 硫 7704-34-9 易燃固体，类别 2 

7.9 

锌尘  

7440-66-6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
类别 1；遇水放出易燃
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类别1 

锌粉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
类别 1；遇水放出易燃
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

类别1 

锌灰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类别 3 

7.10 

金属锆  

7440-67-7 

易燃固体，类别 2 

金属锆粉 锆粉 
自燃固体，类别 1，遇
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
质和混合物，类别 1 

7.11 六亚甲基四胺 

六甲撑四

胺；乌洛托

品 

100-97-0 易燃固体，类别 2 

7.12 1，2-乙二胺 

1，2-二氨

基乙烷；

乙撑二胺 

107-15-3 易燃液体，类别 3 

7.13 

一甲胺[无水] 
氨基甲

烷；甲胺 

74-89-5 

易燃气体，类别 1 

一甲胺溶液 

氨基甲烷

溶液；甲

胺溶液 

易燃液体，类别 1 

7.14 硼氢化锂 氢硼化锂 16949-15-8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类别 1 

7.15 硼氢化钠 氢硼化钠 16940-66-2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类别 1 

7.16 硼氢化钾 氢硼化钾 13762-51-1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类别 1 

8 硝基化合物类 

8.1 硝基甲烷  75-52-5 易燃液体，类别 3 

8.2 硝基乙烷  79-24-3 易燃液体，类别 3 

8.3 2，4-二硝基甲苯  121-14-2  



8.4 2，6-二硝基甲苯  606-20-2  

8.5 1，5-二硝基萘  605-71-0 易燃固体，类别 1 

8.6 1，8-二硝基萘  602-38-0 易燃固体，类别 1 

8.7 
二硝基苯酚[干
的或含水＜15%] 

 
25550-58-7 

爆炸物，1.1项 

二硝基苯酚溶液   

8.8 
2，4-二硝基苯酚

[含水≥15%] 

1-羟基

-2，4-二

硝基苯 

51-28-5 易燃固体，类别 1 

8.9 
2，5-二硝基苯酚

[含水≥15%] 
 329-71-5 易燃固体，类别 1 

8.10 
2，6-二硝基苯酚

[含水≥15%] 
 573-56-8 易燃固体，类别 1 

8.11 
2，4-二硝基苯酚

钠 
 1011-73-0 爆炸物，1.3项 

9 其他 

9.1 

硝化纤维素[干
的或含水（或乙
醇）＜25%] 

硝化棉 

9004-70-0 

爆炸物，1.1项 

硝化纤维素[含
氮≤12.6%，含乙
醇≥25%] 

易燃固体，类别 1 

硝化纤维素[含
氮≤12.6%] 

易燃固体，类别 1 

硝化纤维素[含
水≥25%] 

易燃固体，类别 1 

硝化纤维素[含
乙醇≥25%] 

爆炸物，1.3项 

硝化纤维素[未
改型的，或增塑
的，含增塑剂＜
18%] 

爆炸物，1.1项 

硝化纤维素溶液

[含氮量≤

12.6%，含硝化纤

维素≤55%] 

硝化棉溶

液 
易燃液体，类别 2 

9.2 
4，6-二硝基-2-

氨基苯酚钠 
苦氨酸钠 831-52-7 爆炸物，1.3项 



9.3 高锰酸钾 

过锰酸

钾；灰锰

氧 

7722-64-7 氧化性固体，类别 2 

9.4 高锰酸钠 过锰酸钠 10101-50-5 氧化性固体，类别 2 

9.5 硝酸胍 
硝酸亚氨

脲 
506-93-4 氧化性固体，类别 3 

9.6 水合肼 水合联氨 10217-52-4  

9.7 
2，2-双（羟甲基）

1，3-丙二醇  

季戊四
醇、四羟
甲基甲烷 

115-77-5  

 

 

注： 1、各栏目的含义： 

“序号”：《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 年版）中化学品的顺

序号。 

  “品名”：根据《化学命名原则》（1980）确定的名称。 

  “别名”：除“品名”以外的其他名称，包括通用名、俗名等。 

 “CAS 号”：Chemical Abstract Service 的缩写，是美国化学文

摘社对化学品的唯一登记号，是检索化学物质有关信息资料最常用的编

号。 

 “主要的燃爆危险性分类”：根据《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系列

标准（GB30000.2-2013~GB30000.29.2013）等国家标准，对某种化学品

燃烧爆炸危险性进行的分类。 

2、除列明的条目外，无机盐类同时包括无水和含有结晶水的化合

物。 

3、混合物之外无含量说明的条目，是指该条目的工业产品或者纯

度高于工业产品的化学品。 

4、标记“*”的类别，是指在有充分依据的条件下，该化学品可

以采用更严格的类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