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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fety risk assessme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difficult key link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viation safety 
managemen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of aviation safety risk 
assess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contents of aviation safety risk assessment.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the relevant research statu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risk 
assessment in the field of aviation safety from two aspects: the index system and risk assessment method of 
aviation safety. 
Keywords: Aviation safety, risk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evaluation method 
 
 

航空安全风险评估研究综述 

阚丽娟 1, a徐吉辉 1, b*陈玉金 1, c 

1空军工程大学装备管理与无人机工程学院，西安，陕西，中国 
a 31396222@qq.com 

b* changan6018@163.com 

c ivan_safety@foxmail.com 

摘要 

安全风险评估是实施航空安全管理时 重要也是 难实现的一个关键环节。为了解航空安全风险评估

的发展现状和前沿技术，本文分析了航空安全风险评估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现

状的基础上，重点从航空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和风险评估方法两方面，对国内外航空安全领域风险

评估的研究和应用现状进行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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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安全是航空永恒的主题，航空安全管理的能力和水

平是影响和制约航空发展的基本要素。为应对高速增长

的飞行量，国际民航界提出了安全管理体系（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SMS）。SMS 是一套以安全风险管理

为核心的系统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包括 4 个组成部

分：安全政策和目标、安全风险管理、安全保证和安全

促进。其中，安全风险管理是 SMS 的核心。风险管理又

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 3 个阶段，而风险

评估又是风险管理的重中之重。科学合理的安全风险评

估便于在航空安全管理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发现自身缺

陷，是将被动的事后管理转向主动的事前管理的关键环

节，也是提升航空安全水平的重要举措。 

风险评估是安全科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所研

究的内容极为丰富，所涉及的范围也非常广，在航天、

航海、化工、核工业等众多领域得到深入研究和广泛应

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以航空安全为研究

对象，针对风险评估在航空安全领域的研究和应用现状，

重点从航空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和风险评估方法两

个方面进行了综合阐述和展望。 

2.航空安全风险评估 

2.1.安全风险评估 

安全风险评估是综合运用安全系统工程的理论与

方法对系统存在的危险性或不安全因素进行定性和定

量分析，确认系统发生危险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进

而度量和预测系统的安全性并相应地提出消除危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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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全因素的对策和措施，使系统达到所要求的安全标

准的一种科学技术。 

安全风险评估本质上属于风险管理的一种实践方

法，也称为危险评价、风险评价或安全评价。简单的说，

安全风险评估就是把安全这个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为一

个数量表示。有了数量的大小就能与标准值做比较，确

定系统的安全可靠程度。 

2.2.航空安全风险评估 

航空安全风险评估是根据航空过程中已发生的相

关安全事故的特点，分析和预测航空活动中固有和可能

出现的危险、有害因素，并对其进行定性、定量评估分

析，以求明确危险、有害因素的种类及危害程度，进而

从安全技术和管理等方面提出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航

空安全风险评估能够为航空安全管理的系统化、标准化

和科学化提供依据，也能够为航空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实

施安全监察管理提供依据。 

航空安全风险评估的对象多种多样，涉及的范围也

非常广，包括航空公司管理安全、飞行安全、维修质量

安全、空中管制等等。航空安全风险评估主要由 3 个步

骤组成：识别安全事故的危害、评估危害的风险、控制

风险的措施及管理。通常，可以在识别安全事故的危害

的基础上进行安全风险评估指标的确定，然后通过选择

适用的安全风险评估方法评估危害的风险。下面本文将

主要从航空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和航空安全风险评

估方法两方面进行综述。 

3.航空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航空安全风险评估指标是指航空过程中直接威胁

或间接影响的危险因素的集合。由于航空安全风险评估

的对象通常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此进行评估前应对系

统的组成要素及组成要素的关系做一全面了解，进而建

立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对于航空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

系的确定，许多学者结合各自的评估对象开展了研究。

总体来说，较为常用的方法为层次分析法及其改进方法。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 Process, AHP）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以来，就在风险评估领域得到了广泛

应用。AHP 的基本思想是先按问题要求建立一个描述系

统功能或特征的递阶层次结构，通过两两比较评估因素

的相对重要性，给出相应的比例标度，构成上层某因素

对下层相关因素的判断矩阵，以给出相关因素对上层某

因素的相对重要序列。 

层次分析法是确定评估指标时使用 为广泛的方

法之一。由于航空企业安全所涉及的因素很多，是一个

非常庞杂的大系统，因此为理清各相关因素之间的相互

影响程度、各因素对总体安全状况的影响程度（权重），

许多学者使用 AHP 进行了广泛研究。文献[1,2]结合历

史事故统计及调查问卷分析，应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估

因素，建立较为完备的航空企业评价体系模型，并对指

标的权重进行综合的定量分析和计算，确定了航空工业

企业评估指标的权重。文献[3]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出发，

对某民航单位航空安全进行评估，建立了相应的评估指

标体系。 

飞行安全是航空安全关注的重点之一。文献[4]从

人、机、环境和管理 4 个方面建立飞行安全评价指标体

系。文献[5]在航空公司安全评估中建立了影响飞行安

全的层次结构模型，并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其进行了分析，

得出了各个项目对航空公司飞行安全的影响权重。文献

[6]从人为因素、机械因素、环境因素三个方面分析影

响飞行安全的危险因素，并据此建立民航飞行安全评价

指标。 

此外，在航空维修方面，文献[7]对航空公司机务

维修质量安全管理结构要素和指标体系的建立进行了

分析研究，在要素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安全状况和维修

质量评估各级指标体系，明确指标间的隶属关系。文献

[8]根据老龄飞机的维修规律和结构特点，分别从环境、

疲劳、意外和维护四个方面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识别，

建立老龄飞机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总结出 15 项风险因

素评估指标。 

针对确定评价指标权重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问

题，文献[9]利用 D-S 证据融合方法确定指标权重，以

提高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针对大多数的评估指

标确定方法采取常权综合法，当评价指标体系中某些指

标出现严重缺陷时，导致 终综合评价值与实际情况不

符的问题，文献[10]根据变权综合评价法的基本原理及

民航行业高风险的特点，将变权综合法应用到航空公司

风险评价，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数学知识对底

层指标进行赋值，计算评价指标体系的状态变权及变权。 

4.航空安全风险评估方法 

确定航空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后，需要进一步根

据危险因素的关联，选择适用的安全风险评估方法。安

全风险评估方法用于确定所研究对象是否符合规定的

安全要求。目前，在进行航空安全风险评价时大都普遍

采用风险评价矩阵的方法对风险进行评价。风险矩阵法

虽然非常简单、易于操作，但它全部采用主观且定性的

方法进行评价，其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往往比较低，只适

用于一些较小的风险，对于航空业中那些发生概率小、

后果严重、损失巨大的风险来说该风险评价方法就不足

以满足风险管理的要求。为此，许多学者寻求一种适合

航空行业特点的定量的风险评价方法。从文献综合情况

来看，由于航空系统是一种动态、多变量、人为因素起

主要作用的开放型复杂系统，不确定因素多，逻辑关系

复杂，导致事故的基本事件发生概率很难确定，因此，

多数学者常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概率风险评价法、贝

叶斯网络法等开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风险评估。下面

本文主要对这三种评估方法的研究及应用情况进行分

析。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96

756



 

 
 

4.1.模糊综合评价法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由我国学者汪培庄提出的基于

模糊数学的一种具体应用方法，它是借助模糊数学的一

些概念，对实际的综合评价问题提供一些评价的方法。

其优点是：数学模型简单，容易掌握，对多因素、多层

次的复杂问题评判效果比较好，是别的数学分支和模型

难以代替的方法。随着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兴起，模糊数

学在管理学上越来越受到重视，模糊综合评价法可操作

性强、效果较好，在航空安全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已经成为除可靠性理论的数学方法之外， 重要的数学

工具之一。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基本思想是在确定评价因

素的评价等级标准和权值基础上，根据模糊集合变换原

理，以隶属度描述各因素的模糊界限，构造模糊评判矩

阵，再通过多层复合运算， 终确定评价对象的所属等

级。 

模糊综合评价包括单层次模糊评价和多层次模糊

评价，其中单层次模糊评价是多层次综合模糊评价的基

础。在实际的应用中，许多学者经常将模糊综合评价法

与层次分析法结合，进行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文献[4]

建立了飞行安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能够克服国内外飞

行安全评价常用方法在指标设置、指标权重和综合评价

方面的一些不足。文献[2]在建立多层次安全评价指标

体系的基础上，结合航空某企业的实际管理情况，把企

业系统分成若干评价单元，对其安全状况进行了模糊综

合评估分析。文献[3]将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

相结合，利用多层模糊综合评价法，评估系统的综合安

全度。文献[7]对航空公司安全状况和维修质量管理指

标中的定性指标进行评估。文献[11]运用多层模糊综合

评价法对低空空域飞行安全风险进行了评估。 

4.2.概率风险评价法 

概率风险评价法（Probabilistic Risk Assessment，
PRA）是定性、定量相结合，以定量为主的安全性分析

方法，是对复杂系统进行定量风险评估的一种重要工具。

PRA 要求自下而上（如故障模式影响分析）与自上而下

（如故障树分析）相结合，将多种试验数据（本系统、

分系统、部件的直接试验和类似系统的试验数据）、多

种有关信息、模型计算结果和专家经验有机结合，它既

强调应用定量计算，又注意工程技术人员的实际经验，

既希望得到总系统和各个分系统的总的安全性定量估

算，又希望得到造成故障的基本原因的定性分析。PRA

实际上是以前多种方法的一种综合，主要强调综合集成，

而不拘泥于某一种方法。通过应用 PRA 方法，可以使安

全工程师对复杂系统的特性有全面深刻的了解，有助于

找出系统的薄弱环节，提高系统的安全性，并可以在概

率的意义上区分各种不同因素对风险影响的重要程度，

为风险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定量信息。 

概率风险评价法在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化工行

业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

首先利用概率风险评价来改善航天飞机的案例性，20

世纪 60 年代后，我国也开始关注概率风险评估方法，

并用于运载火箭的安全评估[12]。 
目前，概率风险评价方法在航空安全工程方面得到

广泛应用，文献研究相对较少。文献[13]对典型的概率

风险评价法进行改进，通过修正风险在历史上的发生概

率并综合考虑风险多种可能的后果情况，建立民航安全

风险定量评价模型。文献[14]针对航空发动机寿命限制

件，系统地分析了发动机适航取证过程中的概率风险评

估方法，总结了符合适航规章要求的概率风险评估方法

的技术流程与特点。文献[15]运用概率风险评价方法结

合人因可靠性的理论技术模型，将实际管制活动中辨识

的人为差错时长转化为概率因子，从而对不安全事件进

行概率评估。 

4.3.贝叶斯网络法 

贝叶斯网络是一种将概率统计学运用于复杂领域

以进行不确定性推理及数据分析的工具。在贝叶斯网络

中，每一个原因变量和结果变量都由节点表示，每个节

点都有自己的节点概率分布以表征父节点对子节点产

生的影响。各领域根据自身需求的不确定性特点，搭建

合适的贝叶斯网络模型进行概率推理，得到所关心事件

的发生概率，从而进行风险分析或者安全评估。 

贝叶斯网络方法 初由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
和美国太空总署 (NASA)应用于航空系统风险模型

（Aviation System Risk Model, ASRM）的研制开发。它

是一个以风险决策支持系统为雏形的模型，设计用来计

算当有新的安全技术或干预时，对飞行安全所造成的影

响，整个建立的过程是利用具代表性的案例作为架构，

并利用人为因素分析及分类系统（Human Factors 
Analysis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HFACS）找出所要研

究案例的人为风险因素，然后利用贝叶斯网络来整合危

险因素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16]。 
此后许多国内外学者也应用此方法进行了民航安

全的相关研究。文献[17]依据客舱内飞行员的交互行为

建立贝叶斯网络模型，分析受航空公司政策和社会行为

模式影响的飞行员在驾驶系统中存在的各危险因素对

飞行事故的影响。文献[18]指出飞行事故具有低概率重

后果的特点，针对可控飞行撞地事故建立贝叶斯网络模

型，对飞行安全进行风险评估。文献[19]基于广义人、

机、环境复杂系统，建立了贝叶斯网络的评估模型，然

后对基本事件的先验概率进行假定，利用模型仿真计算

得到飞行事故的发生概率和危险因素的后验概率。文献

[20]依据具有层级关系的飞行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了贝叶斯网络模型。然后通过专家意见确定各节点的条

件概率， 终通过对某航空公司飞行安全运行状况的实

例评价，证明了其有效性。文献[21]通过对可控飞行撞

地事故建立事故树，并转换成贝叶斯网络对危险因素进

行推理分析。文献[22]说明了利用贝叶斯网络进行飞行

安全评价的可行性，介绍了如何借助专家意见确定条件

概率，并指出贝叶斯网络可以对民航安全的风险预测提

供较为准确的结果。文献[23]通过对尾流事故树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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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贝叶斯网络模型，运用历史数据和专家打分得到的

先验概率值和条件概率对贝叶斯网络进行推理运算，并

将针对致因提出的改进措施引入到贝叶斯网络中，评价

相关措施的有效性。文献[7]将基于概率风险分析的贝叶

斯网络技术应用于航空公司维修质量的安全评估中，依

据航空公司安全历史数据作为贝叶斯网参数学习的案

例，建立安全评估模型，并对其进行概率推理计算。 
综合以上的分析，在目前的研究中，贝叶斯网络建

立使用的数据多为专家经验数据，这使得建立的贝叶斯

网络模型具有一定主观性。因此如何使用同一来源的飞

行事故数据，并通过贝叶斯网络的学习算法客观的计算

贝叶斯网络中各节点的条件概率可作为贝叶斯网络应

用的主要改进方向之一。此外，针对数据样本不完整的

特点，通过研究更精确的算法以获得完整的数据样本进

行参数学习优化条件概率表，也有助于提高评估结果的

准确性。 

5.结论 

根据现有文献资料，本文详述了航空安全风险评估

的研究与应用现状，归纳了当今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成

果，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安全风险评估是航空安全领域的研究热点之

一，而且随着飞行量的高速增长，这种趋势会长久持续

下去。 
（2）科学、全面、客观的分析影响航空安全的诸

多因素，进而构建合理的航空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是

开展有效风险评估的基础。目前构建航空安全指标体系

还没有通用的标准，国内外的很多学者根据研究领域和

侧重点的不同，通常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航空安全风险

评估指标的权重。 
（3）由于航空系统不确定因素多，逻辑关系复杂，

基本事件发生概率很难确定，因此，模糊综合评价法、

概率风险评价法、贝叶斯网络法等方法因其在处理模糊

信息、小概率事件、不确定推理方面的优势得到了广泛

而深入的研究。 

项目基金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不确

定视角下的“人-机-环”复杂系统任务安全性

建模与灵敏度分析》(52074309)的阶段性成果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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