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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EHS的专业技能   

                                                                  推动工厂EHS的优异绩效 

EFC经验丰富的专业培训顾问根据自身在工厂的实际经验，为您和您的企业提供最

好，最有效的环境、健康与安全方面的课程。EFC是一家以专业技术为基础的EHS

咨询公司，我们为您和您的工厂提供EHS相关的风险管理和实用的解决方案。我们

独特的专业技术背景确保为您提供一个简单实用，基于风险控制的改进方案，以全

面推动您工厂EHS的优异绩效 

EFC 培训课程的特色 

基于培训顾问工厂实战经验 

EFC确保培训顾问都是具有15年以上工厂E

HS实战经验和管理经验，并在工业卫生，

安全，工艺安全和环境管理方面有着相应

的专业技能 

管理与实践分享 

基于多年的跨国企业EHS运营管理经验，

我们会分享在日常EHS管理中的实用技能

和方法 

培训内容实用为主 

我们的培训内容是基于日常EHS运营管理

的总结，包括管理实践，经验分享及各种

实用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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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 领导力课程 

工厂健康与安全管理和许可合规性 

课程描述 

这门课程指导您如何管理工厂日常的健康与安全

事项，使您成为一名健康与安全专业人员 

您将收获什么 

◆ 理解如何运作工厂日常健康与安全事项 

◆ 上完课程后，使您有能力处理工厂的日常健康

与安全事项 

您将学到什么 

◆ 健康与安全相关的法规许可证，以及如何符合

管理法律法规的要求 

◆ 理解工厂不同阶段健康与安全的全过程管理和

合规性 

◆ 知道如何管理健康与安全相关的高风险作业 

◆ 如何报告，沟通工厂风险概括给管理层 

谁应该参加 

EHS 人员, EHS 经理, 工厂厂长, 生产经理和主管等 

 

课程天数: 3 天  

课程大纲概况 

第一天 

工厂环境，健康与安全生命

周期管理 

日常健康与安全营运许可和

法规合规性 

安全许可与风险管理 

第二天 

工厂健康与安全运营项目 

(危害识别，检查，风险评估

与控制，事故报告与调查，

员工参与与激励方法等) 

管理工具，健康与安全绩效

量表与管理评估方法等 

第三天 

 健康与安全许可和合规日历 

管理层承诺与现场可视化管

理；项目回顾与持续改进 

           www.efcor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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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 领导力课程 

工厂高风险作业管理 

课程描述 

这门课程指导您如何管理日常EHS高风险作业涉及

的各种安全事项 

您将收获什么 

◆ 熟悉高风险作业相关的危害和如何制定工厂高

风险作业的热图 

◆ 掌握高风险作业的风险控制和管理方法 

您将学到什么 

◆ 在各种行业中主要的高风险作业及类型 

◆ 如何定义工厂的高风险作业和风险热图 

◆ 高风险作业的风险控制，降低方法和措施 

◆ 各种实用的风险管控方法 

◆ 高风险作业许可管理 

谁应该参加 

EHS 人员, EHS 经理, 工厂厂长, 生产经理和主管等 

课程天数: 2 天  

 

课程大纲概况 

第一天 

高风险定义和相关术语 

如何定义高风险作业 

常见高风险作业的管理（密

闭空间，登高作业，电气作

业，动火作业，危害性物质

操作等） 

作业许可管理与风险评估 

 

第二天 

高风险作业的特征 

识别工厂高风险概括和危害

热图以 

制定工厂高风险管理方案 

高风险作业的管控强度和防

御等级及有效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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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 领导力课程 

管理层 EHS 培训 

课程描述 

这门课程专注于工厂中EHS管理的各种问题和解决

方案，包括管理层如何设定EHS的期望，如何实现

这些期望并达到工厂安全绩效优异。对于第一次

成为工厂管理人员参加这门课程尤为重要 

您将收获什么 

◆ 作为工厂管理层，理解EHS的期望和要求 

◆ 知道常见工厂EHS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如何推

动工厂安全绩效等 

您将学到什么 

◆ 管理层EHS的法规责任和义务 

◆ 管理层EHS的期望和要求及管理体系 

◆ 管理层EHS的承诺和可视化管理 

◆ 如何推动工厂安全绩效的管理实践和方法 

谁应该参加 

EHS 人员, EHS 经理, 工厂厂长, 生产经理和主管等 

课程天数: 2 天  

 

课程大纲概况 

第一天  

EHS对于公司可持续的价值 

EHS与 公 司 品 牌 形 象，媒

体，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部门 

管理层EHS的责任和义务 

管理层EHS的承诺与可视化

管理 

案例分析 

第二天 

工厂EHS的管理运营方法与

管理系统概括 

健康与安全管理 

环境管理 

如何熟悉工厂全面的风险概

括和危害热图 

制定工厂EHS的绩效考核和

量表 

案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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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 领导力课程 

行为安全 (BBS) 

课程描述 

这门课程将指导您如何提高工厂EHS的管理绩效，

通过持续的营造工厂安全文化，提高全员安全意

识，从而降低工伤事故率，达到EHS卓越绩效 

您将收获什么 

◆ 理解事故管理的理念 

◆ 掌握如何评估工厂安全文化的成熟程度及安全

文化创建的方法 

◆ 学习如何改变工厂的安全行为 

您将学到什么 

◆ 如何评估工厂的安全文化成熟程度  

◆ 如何建立行为安全的具体步骤与方法 

◆ 掌握行为安全的局限性和如何与其它方法结合

达到持续改进  

谁应该参加 

EHS 人员, EHS 经理, 工厂厂长, 生产经理和主管等 

课程天数: 2 天  

 

课程大纲概况 

第一天 

为何需要BBS,BBS的类型 

评估工厂安全成熟度的方法 

根据工厂安全成熟度选择相

应的BBS工具 

BBS实施的流程和步骤 

建立激励机制与员工参与 

案例讨论  

 

第二天 

BBS 项目的有效性评估和持

续改进 

管理层的作用和支持 

结合其它安全工具开展BBS 

事故管理的理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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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 运营课程 

工厂化学品管理 

全面的化学品生命周期管理，从采购到处置的风险识别，评

估和控制管理 

 

 

 

 

 

           

您将学到什么 

◆ 工厂化学品生命周期风险管理 

◆ GHS 的要求和合规 

◆ 化学品危害与具体危害控制及

管理实践 

◆ 化学品应急管理 

◆ 案例分析 

谁应该参加 

EHS 人员, EHS 经理, 工厂

厂长, 生产经理和主管等 

课程天数：2天 

电气安全 

这门课程将指导您如何管理电气作业相关的危害以及如何安

全的操作电气设备以及相关控制措施 

您将学到什么 

◆ 电气相关术语和主要危害类型 

◆ 控制电气危害的方法 

◆ 电气安全相关的工具和设备 

◆ 电弧危害和管理 

◆ 电气的预防措施 

◆ 安全接地要求  

◆ 案例分析 

谁应该参加 

EHS 人员, EHS 经理, 工厂

厂长, 生产经理和主管等 

课程天数：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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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 运营课程 

工厂紧急应变与应急救援 

这门课程将指导您如何处理工厂的突发事件并运用系统的事

故管理与指挥方法有效的管理突发事件造成的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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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学到什么 

◆ 如何识别工厂的应急风险 

◆ 工厂突发事件类型和应急反应的流

程和步骤 

◆ 事故指挥方法，组织构架与沟通管

理与事故复原的条件与要求 

◆  应急反应的工具，设备实施准备和

演练 

◆ 危机管理 

谁应该参加 

EHS 人员, EHS 经理, 工厂厂

长, 生产经理和主管等 

课程天数：2天 

事故调查与根本原因分析 

这门课程指导您如何应用各种事故调查的工具和方法来系统

地识别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和建立相应的防御措施 

您将学到什么 

◆ 相关定义与术语 

◆ 事故的预防( 事故前调查)  

◆ 人性的错误和本质 

◆ 运用人性错误分析事故的根本原因 

◆ 事故调查的流程和方法 

◆ 问题整改要求和方法 

 

谁应该参加 

EHS 人员, EHS 经理, 工厂厂

长, 生产经理和主管等 

课程天数：1.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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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 专业发展课程 

加标锁定 (LOTO) 专家 

课程描述 

参加完这门课程后,您将成为一名有能力管理工厂

各种能源危害所涉及加标锁定项目的专业人员 

您将收获什么 

◆ 熟悉工厂中各种危害能源  

◆ 掌握如何管理工厂LOTO 项目 

◆ 成为工厂LOTO 管理的专家 

您将学到什么 

◆ 掌握LOTO 相关的定义和术语 

◆ 熟悉各种危害能源的识别 

◆ 掌握LOTO 实施的步骤和流程  

◆ 懂得如何建立具体设备LOTO 专属程序 

◆ 熟悉各种LOTO 的锁具和如何应用 

◆ 掌握如何处理工作LOTO 的复杂情况 

◆ LOTO 的替代方案和风险评估工具 

谁应该参加 

EHS 人员, EHS 经理,  

厂长, 生产经理和主管

等 

课程天数：2 天 

课程大纲概括 

第一天 

为何要LOTO，案例分享 

相关法规和标准要求 

识别危害能源和控制措施 

电气危害能源的基础 

练习与实践  

第二天 

LOTO 实施步骤和流程 

设备专属LOTO程序的建立 

主管LOTO的使用场合 

客户现场LOTO要求与实施 

承包商LOTO 

LOTO 的交接班要求 

LOTO 锁具的应用和实践练习 

LOTO的替代方案和风险评估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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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 专业发展课程 

工厂人因功效学(Ergo)风险评估 

课程描述 

环一专业的人因功效学顾问将指导您管理工厂

Ergo的各种方法和步骤，并系统地介绍Ergo风险的

管理流程和风险因素的评估方法，包括各种Ergo

工具的应用，解决方案和控制措施等 

您将收获什么 

◆ 如何提高工厂生产效率和员工士气以及岗位舒

适性 

◆ 赢得员工的赞誉和信任 

您将学到什么 

◆ 掌握如何管理工厂Ergo相关的员工提案与抱怨 

◆ 掌握识别Ergo风险因素的技能和方法 

◆ 懂得制定工厂Ergo风险的优先等级及筛选方法 

◆ 掌握工厂Ergo风险评估的各种工具和应用场合 

◆ 知道如何建立工厂Ergo管理方案 

◆ 知道如何评估改善项目的有效性和持续改进 

◆ 熟悉工程项目改善的回报计算 

谁应该参加 

EHS 人员, EHS 经理, 工厂厂长, 生产经理和主管等 

课程天数：2.5 天 

课程大纲概括 

第一天 

实施Ergo项目带来的益处 

Ergo 风险因素识别  

Ergo 风险管理流程与方法 

物 料 搬 运 的 风 险 评 估 与

NIOSH 提举公式的介绍 

案例分析 

第二天 

手部作业Ergo风险的评估 

重复作业与疲劳风险评估 

Ergo 6-西格玛项目管理方法 

精益生产与Ergo的关系 

第三天 

办公室Ergo风险管理的流畅

与方法 

办公室Ergo风险的自我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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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 专业发展课程 

成为工厂工业卫生专业人员 

课程描述 

如何管理工厂工业卫生，在符合法规要求的同

时，控制员工的危害暴露风险。这门课程将全面

指导您管理工厂工业卫生的各个方面和管理实践 

您将收获什么 

◆ 成为一名有技能的工业卫生专业人员，能够处

理工厂日常工作中的各种工业卫生问题 

◆ 掌握工业卫生的管理方法和管理实践 

您将学到什么 

◆ 工业卫生法规符合性的要求以及如何符合法规

的要求  

◆ 健康危害因子的暴露评估方法和控制措施以及

控制的优先选择方法 

◆ 如何建立工厂工业卫生的绩效指标,评估员工

暴露水平和合规情况 

◆ 如何实施健康监护并结合现场测定数据评估暴

露水平 

谁应该参加 

EHS 人员, EHS 经理, 工厂厂长, 生产经理和主管等 

课程天数：4 天 

课程大纲概括 

第一天 

工业卫生法规要求和许可 

工业卫生相关术语和定义 

识别工业卫生暴露因子 

第二天 

工业卫生暴露评估策略 

工业卫生采样,分析结果计算

和暴露水平与标准评估 

案例分析 

第三天 

工业卫生物理危害因子(噪

声，震动，热源）暴露评估,

风险控制与管理实践 

第四天 

工业卫生危害因子暴露特征 

与风险管理 

工业卫生管理与控制措施 

           www.efcorps.com  
12 



 

                                                                                                                         

EHS 专业发展课程 

辐射安全员培训 

课程描述 

这门课程使您成为一名工厂合格的辐射安全管理

人员,具备管理工厂辐射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识 

您将收获什么 

◆ 成为工厂管理辐射的安全员 

◆ 获得管理工厂辐射的知识和技能 

您将学到什么 

◆ 辐射的定义和各种类型 

◆ 电离辐射与非电离辐射 

◆ 辐射的健康危害,暴露评估和控制措施 

◆ 掌握辐射暴露与污染的渠道, 知道如何预防和

控制辐射接触 

 

谁应该参加 

EHS 人员, EHS 经理, 工厂厂长, 生产经理和主管等 

课程天数：1天 

 

课程大纲概括 

辐射定义,术语 

辐射的类型和健康危害 

辐射的暴露评估,监测,暴露

计算及其暴露的健康副作用

和暴露控制措施等 

管理工厂辐射的要素 

辐射设备的安全管理 

如何建立工厂辐射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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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S 专业发展课程 

可燃性粉尘管理  

课程描述 

这门课程帮助您掌握可燃性粉尘相关知识和控制

可燃性粉尘发生爆炸的管理实践,包括评估方法,管

理流程,除尘设施等 

您将收获什么 

◆ 掌握如何管理粉尘爆炸的各种风险评估方法 

◆ 掌握粉尘管理的各种方法和管理实践 

您将学到什么 

◆ 粉尘爆炸的条件 

◆ 法律法规的要求和相关标准 

◆ 如何识别粉尘的爆炸可能性及其物理特性 

◆ 粉尘的控制措施和方法 

◆ 如何管理工厂的粉尘危害 

谁应该参加 

EHS 人员, EHS 经理, 工厂厂长, 生产经理和主管等 

课程天数：2 天 

 

课程大纲概括 

 

第一天 

可燃性粉尘的定义 

如何识别可燃性粉尘及其物

理特性 

可燃性粉尘的管理框架与风

险评估 

法规要求和相关标准 

OSHA and NFPA 标准 

事故回顾与案例讨论 

 

第二天 

可燃性粉尘的控制措施 

爆炸事故的应急和准备 

如何建立工厂可燃性粉尘的

管理程序 

预防粉尘爆炸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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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了解更多课程或定制您的培训课程，请联系我们： 

No 课程名称 分类 

1 工厂健康安全管理与许可合规性 管理课程 

2 工厂高风险作业管理 管理课程 

3 EHS 危害识别与风险管理方法 管理课程 

4 管理层EHS课程培训 管理课程 

5 办公室EHS危害识别与风险管理 管理课程 

6 行为安全 (BBS) 管理课程 

7 工厂EHS全面管理与法规符合 管理课程 

8 起重机与吊车作业安全管理与实践 运营课程 

9 工厂化学品管理 运营课程 

10 电气安全管理 运营课程 

11 事故调查与根本原因分析方法（含人的错误评估） 运营课程 

12 工厂环境管理与许可合规性 运营课程 

13 办公室人因功效学管理与风险评估 运营课程 

14 岗位危害分析与评估 运营课程 

15 工厂紧急应变与应急求援 运营课程 

16 加标锁定(LOTO) 管理与实践操作 专业发展课程 

17 工厂人因功效学管理与风险评估 专业发展课程 

18 成为一名合格的工业卫生专业人员 专业发展课程 

19 危害因素暴露评估与管理策略 专业发展课程 

20 工厂噪声全面管理 专业发展课程 

21 工艺安全管理(PSM)  专业发展课程 

22 辐射安全员培训 专业发展课程 

23 可燃性粉尘管理 专业发展课程 

电话: 021-5832 0013; 136 5179 3312 Gary TANG 

培训需要联系：GARY.TANG@EFCORP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