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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urgent require and hot issues on 
the region accidents risk and management in 
chemical industry park, some accident cases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collected and classfied by 
the accident types. Based on the accident theory 
of chain of accident caused, the evolution basic 
parameters and analysis method of event tree,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all types of accidents 
about chemical industry park were described and 
analyzed, and the risk management system with 
GIS was put forward. This study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and 
handling ability of safety production accident in 
the chemical industry park. 
Key words: Chemical Industry Park; accident 
risk analysis; risk management; GIS system 
摘要 

针对当前化工园区内区域安全生产事故

风险的突出问题和风险管治的迫切需求，通过

搜集国内外化工园区事故案例，分析归纳出化

工园区主要事故类型；结合事故连锁致因理论、

事故演化基本参数及事件树分析方法，对化工

园区各类事故演化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初

步构建了基于 GIS系统的风险管控体系。该研

究有助于提升基于区域事故风险分析的化工

园区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及辅助决策能力。 

关键词：化工园区；事故风险分析；风险管理；

GIS系统 

 

引言 

统计表明，近十多年来我国化工行业火灾、

爆炸事故总体呈上升趋势，一些大型石油化工

企业的火灾、爆炸事故造成极大的人员伤亡及

财产损失。伴随着化学工业向着深加工、集约

化方向的不断发展，化工园区数量及规模的不

断扩大，部分企业工艺设备老化，化工原料储

量倍增，呈现潜在重大危险源密集、储量大且

品种多样等特点。易燃易爆的化学品生产过程

往往具有高温高压、有毒有害、有腐蚀性等特

点，一旦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就可能形成连锁

灾害事故，这不仅对园区内设施设备及居民生

命等造成威胁，而且由火灾、爆炸事故引发的

次生灾害，将会威胁周边区域的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
[1]。  

本文系统分析了化工园区主要事故类型

与事故演化模式，提出了基于 GIS风险分析的

事故应急辅助决策系统架构，有助于提升化学

工业园区风险管控水平和应急救援处置能力，

优化园区总体安全资源规划与配置。 

 

1.化工园区主要事故类型与模式 

1.1化工园区事故类型分析 

化工园区作为化工企业的集聚区，物料储

运大多是有毒有害或易燃易爆的危化品，其输

送方式多为管道，储存形式多为各类型储罐，

工艺过程主要为收发、生产、储运等，其最主

要的初发事故为容器设备失效泄漏事件（LOC）
[2]。主要包括：①普通 LOC：普通失效事件涵

盖了所有常见的设备设施失效原因。比如腐蚀、

结构错误、焊接损坏、储罐排气孔的堵塞等；

②外部冲击 LOC：由于外部冲击所引起的储
运装置失效事件；③装卸 LOC：主要为将物
料从运输设备运往固定设备或相反过程中的

失效事件；④特定的 LOC：指由于储运设备、
工艺、物料等特定因素造成的失控失效事件，

比如化学反应或多米诺效应等。 
 

1.2化工园区事故模式演化 

根据对园区事故类型的初步分析，结合事

故连锁致因理论，对园区重大事故模式进行逻

辑抽象，将园区事故归纳为因果事件，即可建

立基于事故演化视角的重大事故模型[3]，将化

工园区事故分解为事故能量（E）、事故成因（R）、

事故机理（P）、触发条件（T）、失效状态（S）、
点火类型（I）、事故后果（C）等事故属性（因

素），其模式表征形式为事故后果，具体模型

如图 1所示。 
通过化工园区事故模式可看出，如果以事

故后果来表述事故模式，那么事故后果是事故

能量（E）、事故成因（R）、事故机理（P）、
触发条件（T）、失效状态（S）、点火类型（I）
等事故属性的无量纲函数[4]，见式（1.1）： 

C(x)=f(Ei；Rj；Pk；Sl；Tm；In)                             
（1） 

式中：C(x)—事故后果模式，x∈[1，14]。 

 

图 1 化工园区事故模式演化 

 

2. 化工园区事故基本参数表征 

2.1化工园区事故演化基本参数 

化工园区事故演化机理的基本参数主要

包括物质特性分类、初始事件、初始事件场景、

中间演化事件和事故后果等，基本参数见表 1

所示。 

2.2基于事件树的化工园区事故演化过程   

化工园区的固有风险在于储存有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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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危险化学品事故演化机理基本参数 

物质特性分类 初始事件 初始事件场景 中间演化事件 事故后果 

液体 

低挥发性、易燃 液体泄漏 —— 点火 池火灾、无后果 

低挥发性、易燃、

有毒 
液体泄漏 —— 点火 池火灾、毒物扩散 

高挥发性、易燃 液体泄漏 —— 
立即点火、延迟

点火、火焰加速 

池火灾、爆炸、闪火、

无后果 

高挥发性、易燃、

有毒 
液体泄漏 —— 点火 池火灾、毒物扩散 

有毒液体 液体泄漏 —— —— 毒物扩散、无后果 

气体 

高度易燃、加压

液化 

两相泄漏 持续泄漏 
立即点火、延迟

点火、火焰加速 

池火灾、喷射火、爆炸、

闪火、无后果 

液体或气

溶胶泄漏 
瞬时泄漏 

立即点火、火

球、延迟点火、

火焰加速 

火球、爆炸、气云火灾、

闪火、无后果 

低温冷冻、易燃 液体泄漏 —— 
立即点火、延迟

点火、火焰加速 

池火灾、爆炸、闪火、

无后果 

易燃、压缩 气体泄漏 持续泄漏 点火 喷射火、无后果 

易燃、有毒 气体泄漏 持续泄漏 点火 喷射火、毒物扩散 

有毒 气体泄漏 持续、瞬时泄漏 —— 毒物扩散 

高度易燃、加压

液化、有毒 

液体泄漏 持续泄漏 立即点火 
池火灾、喷射火、毒物

扩散 

液体（气

溶胶）泄

漏 

瞬时泄漏 

立即点火、火

球、延迟点火、

火焰加速 

火球、爆炸、气云火灾、

闪火、毒物扩散 

各类危险化学品物料，不同的物料有不同的事

故演化模式。依据塞韦索 II 指令关于危化品

分类标准对园区内的危险物料进行分类研究，

并结合事件树分析原理对不同危险物料事故

演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5-7]。 

（1）低挥发性易燃液体 

对于像煤油和苯乙烯之类的易燃、低挥发

性液体物料（室温时闪点（Tf）范围为 21℃＜

Tf≤ 55℃），事故演化过程主要为点燃（池火

灾事故）和未点燃（无后果事件）。点火概率

参考取值为 P1=0.01，其相应的事件树如图 2.1

所示。因挥发性低而不会形成蒸气云，可忽略

延迟点火事件，对于闪点大于 55℃的低挥发

性易燃液体（如柴油等），因被点燃的概率非

常低，定量风险分析时一般予以忽略。 

 

图 2.1低挥发性易燃液体泄漏事故演化事件树 
 

（2）低挥发性易燃、有毒液体 

对于像环氧氯丙烷之类低挥发性易燃、有

毒液体物质事故演化过程类似于 2.1，但主要

事故后果增加了毒物质扩散。池火灾发生的概

率仍然为 0.01，而毒物扩散的概率为 0.99，

相比毒物扩散，池火灾风险在定量风险分析时

可忽略。其通用事件树如图 2.2所示。  

 

图 2.2低挥发性易燃、有毒液体泄漏事故演化

事件树 
 

（3）高挥发性、易燃液体 

对于像汽油之类的闪点小于 21℃的高挥

发性、易燃液体而言，除了立即点火外，还有

延迟点火导致闪火或爆炸事故。通常，点燃后

的火焰会发生回火而导致池火灾，有时会因大

量蒸气云的积聚，发生火焰加速而导致蒸气云

爆炸事故，演化过程通用事件树如图 2.3所示。  

立即点火概率取值为 0.065，延迟点火概

率取值如下：处于爆炸极限内的气云扩散至厂

区外为 1、装置区为 0.7、防爆区且无点火源

为 0.1、储存区为 0.01。爆炸条件为大量易燃

液体泄漏后在空气中挥发形成蒸气云并在爆

炸极限范围内，如果满足条件则发生爆炸的概

率为 0.4，发生闪火概率为 0.6。如果不能满

足爆炸条件则主要事故后果为闪火，发生闪火

概率为 1。而伴随爆炸和闪火事故出现的池火，

因事故后果相比爆炸和闪火较小，在定量风险

分析时往往忽略。  

 

图 2.3 高挥发性、易燃液体泄漏事故演化事

件树 
 

（4）高挥发性、易燃、有毒液体 

对于像苯或丙烯腈之类的高挥发性、易燃、

有毒液体物质，基于易燃性和易挥发性的事故

演化过程类似于 2.3，最大的不同在于之前的

无后果在这里为毒物扩散。如果延迟点火的概

率为 100%，则毒物扩散事故后果可忽略；如

果考虑毒物扩散，BEVI 建议将有毒易燃蒸气

认定为 2 种事故后果：纯粹的火灾（池火灾）

和纯粹的毒物扩散（不发生点火事件），因此

可将通用事件树可简化为图 2.4（不包括蒸气

云爆炸和闪火事故后果）所示。 

 
 图 2.4 高挥发性、易燃、有毒液体泄漏事故

演化事件树 
 

（5）高度易燃、加压液化气体 

1）持续泄漏 

对于像液化丙烷和丁烷之类的极度易燃

气体加压液化后如发生持续泄漏事件，立即点

火则发生池火灾或喷射火事故（根据压力的大

小），延迟点火如遇火焰加速则发生爆炸事故，

否则演化为闪火事故。通用事件树见图 2.5所

示。 

立即点火概率取决于泄漏速率（泄漏到空

气中的净流量）：0.2（<1kg/s）；0.5（1 kg/s 

~50 kg/s）；0.7（>50 kg/s），延迟点火概率

一般取值为 1。延迟点火后如发生火焰加速，

则爆炸概率为 0.4，闪火为 0.6。如果满足泄

漏量达到一定程度（通常指 500kg-1000kg），

且蒸气云处在爆炸极限范围内，则发生蒸气云

爆炸事故，否则事故后果为闪火，如不满足爆

炸条件则发生闪火的概率为 1。 

 

图 2.5 高度易燃、加压液化气体持续泄漏事

故演化事件树 
 

2）瞬时泄漏 

极度易燃气体加压液化后如发生瞬时泄

漏事件，立即点火则可演化为火球、爆炸或气

云燃烧等事故后果，延迟点火如遇火焰加速则

发生爆炸事故，否则演化为闪火事故。通用事

件树见图 2.6所示。 

立即点火概率取值如下：0.2（m≤1000 

kg）；0.5（1000 kg <m< 10，000 kg）；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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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危险化学品事故演化机理基本参数 

物质特性分类 初始事件 初始事件场景 中间演化事件 事故后果 

液体 

低挥发性、易燃 液体泄漏 —— 点火 池火灾、无后果 

低挥发性、易燃、

有毒 
液体泄漏 —— 点火 池火灾、毒物扩散 

高挥发性、易燃 液体泄漏 —— 
立即点火、延迟

点火、火焰加速 

池火灾、爆炸、闪火、

无后果 

高挥发性、易燃、

有毒 
液体泄漏 —— 点火 池火灾、毒物扩散 

有毒液体 液体泄漏 —— —— 毒物扩散、无后果 

气体 

高度易燃、加压

液化 

两相泄漏 持续泄漏 
立即点火、延迟

点火、火焰加速 

池火灾、喷射火、爆炸、

闪火、无后果 

液体或气

溶胶泄漏 
瞬时泄漏 

立即点火、火

球、延迟点火、

火焰加速 

火球、爆炸、气云火灾、

闪火、无后果 

低温冷冻、易燃 液体泄漏 —— 
立即点火、延迟

点火、火焰加速 

池火灾、爆炸、闪火、

无后果 

易燃、压缩 气体泄漏 持续泄漏 点火 喷射火、无后果 

易燃、有毒 气体泄漏 持续泄漏 点火 喷射火、毒物扩散 

有毒 气体泄漏 持续、瞬时泄漏 —— 毒物扩散 

高度易燃、加压

液化、有毒 

液体泄漏 持续泄漏 立即点火 
池火灾、喷射火、毒物

扩散 

液体（气

溶胶）泄

漏 

瞬时泄漏 

立即点火、火

球、延迟点火、

火焰加速 

火球、爆炸、气云火灾、

闪火、毒物扩散 

各类危险化学品物料，不同的物料有不同的事

故演化模式。依据塞韦索 II 指令关于危化品

分类标准对园区内的危险物料进行分类研究，

并结合事件树分析原理对不同危险物料事故

演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5-7]。 

（1）低挥发性易燃液体 

对于像煤油和苯乙烯之类的易燃、低挥发

性液体物料（室温时闪点（Tf）范围为 21℃＜

Tf≤ 55℃），事故演化过程主要为点燃（池火

灾事故）和未点燃（无后果事件）。点火概率

参考取值为 P1=0.01，其相应的事件树如图 2.1

所示。因挥发性低而不会形成蒸气云，可忽略

延迟点火事件，对于闪点大于 55℃的低挥发

性易燃液体（如柴油等），因被点燃的概率非

常低，定量风险分析时一般予以忽略。 

 

图 2.1低挥发性易燃液体泄漏事故演化事件树 
 

（2）低挥发性易燃、有毒液体 

对于像环氧氯丙烷之类低挥发性易燃、有

毒液体物质事故演化过程类似于 2.1，但主要

事故后果增加了毒物质扩散。池火灾发生的概

率仍然为 0.01，而毒物扩散的概率为 0.99，

相比毒物扩散，池火灾风险在定量风险分析时

可忽略。其通用事件树如图 2.2所示。  

 

图 2.2低挥发性易燃、有毒液体泄漏事故演化

事件树 
 

（3）高挥发性、易燃液体 

对于像汽油之类的闪点小于 21℃的高挥

发性、易燃液体而言，除了立即点火外，还有

延迟点火导致闪火或爆炸事故。通常，点燃后

的火焰会发生回火而导致池火灾，有时会因大

量蒸气云的积聚，发生火焰加速而导致蒸气云

爆炸事故，演化过程通用事件树如图 2.3所示。  

立即点火概率取值为 0.065，延迟点火概

率取值如下：处于爆炸极限内的气云扩散至厂

区外为 1、装置区为 0.7、防爆区且无点火源

为 0.1、储存区为 0.01。爆炸条件为大量易燃

液体泄漏后在空气中挥发形成蒸气云并在爆

炸极限范围内，如果满足条件则发生爆炸的概

率为 0.4，发生闪火概率为 0.6。如果不能满

足爆炸条件则主要事故后果为闪火，发生闪火

概率为 1。而伴随爆炸和闪火事故出现的池火，

因事故后果相比爆炸和闪火较小，在定量风险

分析时往往忽略。  

 

图 2.3 高挥发性、易燃液体泄漏事故演化事

件树 
 

（4）高挥发性、易燃、有毒液体 

对于像苯或丙烯腈之类的高挥发性、易燃、

有毒液体物质，基于易燃性和易挥发性的事故

演化过程类似于 2.3，最大的不同在于之前的

无后果在这里为毒物扩散。如果延迟点火的概

率为 100%，则毒物扩散事故后果可忽略；如

果考虑毒物扩散，BEVI 建议将有毒易燃蒸气

认定为 2 种事故后果：纯粹的火灾（池火灾）

和纯粹的毒物扩散（不发生点火事件），因此

可将通用事件树可简化为图 2.4（不包括蒸气

云爆炸和闪火事故后果）所示。 

 
 图 2.4 高挥发性、易燃、有毒液体泄漏事故

演化事件树 
 

（5）高度易燃、加压液化气体 

1）持续泄漏 

对于像液化丙烷和丁烷之类的极度易燃

气体加压液化后如发生持续泄漏事件，立即点

火则发生池火灾或喷射火事故（根据压力的大

小），延迟点火如遇火焰加速则发生爆炸事故，

否则演化为闪火事故。通用事件树见图 2.5所

示。 

立即点火概率取决于泄漏速率（泄漏到空

气中的净流量）：0.2（<1kg/s）；0.5（1 kg/s 

~50 kg/s）；0.7（>50 kg/s），延迟点火概率

一般取值为 1。延迟点火后如发生火焰加速，

则爆炸概率为 0.4，闪火为 0.6。如果满足泄

漏量达到一定程度（通常指 500kg-1000kg），

且蒸气云处在爆炸极限范围内，则发生蒸气云

爆炸事故，否则事故后果为闪火，如不满足爆

炸条件则发生闪火的概率为 1。 

 

图 2.5 高度易燃、加压液化气体持续泄漏事

故演化事件树 
 

2）瞬时泄漏 

极度易燃气体加压液化后如发生瞬时泄

漏事件，立即点火则可演化为火球、爆炸或气

云燃烧等事故后果，延迟点火如遇火焰加速则

发生爆炸事故，否则演化为闪火事故。通用事

件树见图 2.6所示。 

立即点火概率取值如下：0.2（m≤1000 

kg）；0.5（1000 kg <m< 10，000 kg）；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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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000 kg）其中 m 为泄漏量。之后发

生火球事故概率取值为 0.7；延迟点火概率一

般取值为 1，延迟点火后如发生火焰加速，则

爆炸概率为 0.4，闪火为 0.6。 

 
图 2.6 高度易燃、加压液化气体瞬时泄漏事

故演化事件树 

（6）高度易燃加压液化、有毒气体 

1）持续泄漏 

对于像环氧乙烷之类的高度易燃有毒气体加

压液化后如发生持续泄漏初始事件，应当考虑

毒物扩散事故后果，忽略延迟点火事件场景，

因为相对而言毒物扩散后果更为严重，此时闪

火事故后果可不考虑。将此事故演化过程简化

为火灾（池火和喷射火）和毒物扩散 2种事故

后果，演化通用事件树见图 2.7所示。 

 

图 2.7高度易燃加压液化、有毒气体持续泄漏

事故演化事件树 
 

2）瞬时泄漏 

高度易燃加压液化、有毒气体如发生瞬时

泄漏初始事件时，立即点火可导致火球

（BLEVE）、爆炸和气云火灾等事故后果，未点

火则演化为毒物扩散事故，概率取值具体见图

2.8所示。 

 

图 2.8 高度易燃加压液化、有毒气体瞬时泄

漏事故演化事件树 

3. 化工园区应急管理体系 

3.1 定量化风险管理 

目前安全管理模式逐步由“事故应对型”

向“风险管理型”转变，强调以防为主，积极

控制的安全管理模式，重点分析事故肇因、不

断吸取事故经验教训[8]。 

定量化风险管理是通过辨识系统中的各

类潜在危险源，计算分析后确定事故发生概率

的大小以及事故后果的严重程度，根据事故监

测的参数和预设的报警阈值，采取有效的监测

预警措施和风险控制对策，从而预防事故发生

或降低事故后果的严重程度。 

3.2 基于 GIS的风险管理系统 

基于GIS的风险管理系统使定量化风险管

理技术得到了质的提升。目前GIS系统开发研

究的种类众多，在化工园区风险管理中可实现

对园区危险源信息的查询、园区危险源与生产

工艺的实时监控与事故监测预警、园区应急救

援设备设施的集约式管理、园区内重大事故模

拟与后果监测、根据事故现场信息提供最佳的

救援与疏散路径、火灾事故应急联动以及强大

的数据库教育培训功能等
[9-11]。 

通过对化工园区内重大危险源的事故风

险分析，结合强大的GIS系统，采用视频监控、

温度、浓度、压力等传感器对园区危险源进行

实时监控。系统对采集到的监控数据进行显示、

记录和分析，当工艺参数超过规定值时系统自

动声、光报警（监控室报警和现场报警），并

显示监控参数超标危险源或工艺的具体信息

（如企业名称，超标危险源或工艺的名称、位

置，建议处置措施等）
[12]。一旦遭遇危化品火

灾、泄漏、爆炸等事故，系统首先对各事故进

行自动模拟分析，确定事故的影响范围和后果

并进行危险度等级评定，根据事故危险度等级

企业单位可做出相应的应急处置方案。如果遇

到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系统可实现对各种消防

救援资源设备信息的数字化，利于消防救援的

及时性和准确性，并根据事故现场信息提供最

佳的救援与疏散路径，便于相关人员开展应急

救援工作。 

3.3风险预测预警与应急辅助决策体系 

结合GIS系统，建立化工园区火灾风险预

测预警与应急辅助决策体系，完整体系主要包

括基础信息模块，安全检查模块、风险分析模

块和事故应急模块四部分。 

1）基础信息模块 该模块根据存储内容的

不同分为基础数据、企业信息以及地理信息三

个部分，可完成企业基础数据信息维护、地理

信息维护、危险作业维护以及有害因素维护等。

为了减少数据录入的工作量，企业基础信息还

可以通过外部Excel或者Access文件直接导入，

此外企业信息还可以按照用户的需求导出至

Excel文件中。 

2）事故监测预警模块 该模块主要是采用

视频监控设备以及各种功能的传感器设备对

高危险工艺、重大危险源以及移动危险源等进

行实时监测，并将初步监测结果发送至监测预

警主机，当监测值超过预警阈值时监控预警主

机自行给出报警信号、并向短信发送设备发出

事故应急命令、将监控信息发送至事故模拟模

块，预测事故后果。 

3）风险分析模块 风险分析模块包括危险

工艺分析、危险作业分析、特种设备以及重大

危险源分析，可完成工艺危险特点及危险程度

判断、应急处置方案及控制方式实现、事故伤

害范围以及风险等级评估等。 

4）事故应急辅助决策模块 事故应急辅助

决策模块包括应急救援体系、应急资源信息、

事故应急处置、救援法律法规、危化品信息、

应急装备与资源查询。系统根据监测信息确定

事故发生的位置，系统预测事故发展趋势及后

果，系统自动生成应急辅助决策方案，方案包

括事故企业信息、事故类型、涉及的危化品信

息、最佳救援疏散路径、附近的应急资源、应

急力量分布、建议的事故扑救措施、专家信息

等等，该应急辅助决策方案可为应急指挥人员

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提高救援效率。架构建

立如图 3.1所示。 

 

图3.1 化工园区应急管理体系功能结构图 

4.结束语 

本文通过搜集国内外化工园区各类事故

案例，总结分析出化工园区主要的初发事故为

容器设备失效泄漏事件（LOC），并藉此对事故

类型进行具体划分；根据事故演化机理及基本

参数和事件树分析方法对各类事故的演化趋

势进行了详细剖析，并初步构建了基于GIS系

统的风险管理体系，建立了化工园区应急管理

体系架构。该研究对提升区域风险管治和科学

化应急处置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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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000 kg）其中 m 为泄漏量。之后发

生火球事故概率取值为 0.7；延迟点火概率一

般取值为 1，延迟点火后如发生火焰加速，则

爆炸概率为 0.4，闪火为 0.6。 

 
图 2.6 高度易燃、加压液化气体瞬时泄漏事

故演化事件树 

（6）高度易燃加压液化、有毒气体 

1）持续泄漏 

对于像环氧乙烷之类的高度易燃有毒气体加

压液化后如发生持续泄漏初始事件，应当考虑

毒物扩散事故后果，忽略延迟点火事件场景，

因为相对而言毒物扩散后果更为严重，此时闪

火事故后果可不考虑。将此事故演化过程简化

为火灾（池火和喷射火）和毒物扩散 2种事故

后果，演化通用事件树见图 2.7所示。 

 

图 2.7高度易燃加压液化、有毒气体持续泄漏

事故演化事件树 
 

2）瞬时泄漏 

高度易燃加压液化、有毒气体如发生瞬时

泄漏初始事件时，立即点火可导致火球

（BLEVE）、爆炸和气云火灾等事故后果，未点

火则演化为毒物扩散事故，概率取值具体见图

2.8所示。 

 

图 2.8 高度易燃加压液化、有毒气体瞬时泄

漏事故演化事件树 

3. 化工园区应急管理体系 

3.1 定量化风险管理 

目前安全管理模式逐步由“事故应对型”

向“风险管理型”转变，强调以防为主，积极

控制的安全管理模式，重点分析事故肇因、不

断吸取事故经验教训[8]。 

定量化风险管理是通过辨识系统中的各

类潜在危险源，计算分析后确定事故发生概率

的大小以及事故后果的严重程度，根据事故监

测的参数和预设的报警阈值，采取有效的监测

预警措施和风险控制对策，从而预防事故发生

或降低事故后果的严重程度。 

3.2 基于 GIS的风险管理系统 

基于GIS的风险管理系统使定量化风险管

理技术得到了质的提升。目前GIS系统开发研

究的种类众多，在化工园区风险管理中可实现

对园区危险源信息的查询、园区危险源与生产

工艺的实时监控与事故监测预警、园区应急救

援设备设施的集约式管理、园区内重大事故模

拟与后果监测、根据事故现场信息提供最佳的

救援与疏散路径、火灾事故应急联动以及强大

的数据库教育培训功能等
[9-11]。 

通过对化工园区内重大危险源的事故风

险分析，结合强大的GIS系统，采用视频监控、

温度、浓度、压力等传感器对园区危险源进行

实时监控。系统对采集到的监控数据进行显示、

记录和分析，当工艺参数超过规定值时系统自

动声、光报警（监控室报警和现场报警），并

显示监控参数超标危险源或工艺的具体信息

（如企业名称，超标危险源或工艺的名称、位

置，建议处置措施等）
[12]。一旦遭遇危化品火

灾、泄漏、爆炸等事故，系统首先对各事故进

行自动模拟分析，确定事故的影响范围和后果

并进行危险度等级评定，根据事故危险度等级

企业单位可做出相应的应急处置方案。如果遇

到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系统可实现对各种消防

救援资源设备信息的数字化，利于消防救援的

及时性和准确性，并根据事故现场信息提供最

佳的救援与疏散路径，便于相关人员开展应急

救援工作。 

3.3风险预测预警与应急辅助决策体系 

结合GIS系统，建立化工园区火灾风险预

测预警与应急辅助决策体系，完整体系主要包

括基础信息模块，安全检查模块、风险分析模

块和事故应急模块四部分。 

1）基础信息模块 该模块根据存储内容的

不同分为基础数据、企业信息以及地理信息三

个部分，可完成企业基础数据信息维护、地理

信息维护、危险作业维护以及有害因素维护等。

为了减少数据录入的工作量，企业基础信息还

可以通过外部Excel或者Access文件直接导入，

此外企业信息还可以按照用户的需求导出至

Excel文件中。 

2）事故监测预警模块 该模块主要是采用

视频监控设备以及各种功能的传感器设备对

高危险工艺、重大危险源以及移动危险源等进

行实时监测，并将初步监测结果发送至监测预

警主机，当监测值超过预警阈值时监控预警主

机自行给出报警信号、并向短信发送设备发出

事故应急命令、将监控信息发送至事故模拟模

块，预测事故后果。 

3）风险分析模块 风险分析模块包括危险

工艺分析、危险作业分析、特种设备以及重大

危险源分析，可完成工艺危险特点及危险程度

判断、应急处置方案及控制方式实现、事故伤

害范围以及风险等级评估等。 

4）事故应急辅助决策模块 事故应急辅助

决策模块包括应急救援体系、应急资源信息、

事故应急处置、救援法律法规、危化品信息、

应急装备与资源查询。系统根据监测信息确定

事故发生的位置，系统预测事故发展趋势及后

果，系统自动生成应急辅助决策方案，方案包

括事故企业信息、事故类型、涉及的危化品信

息、最佳救援疏散路径、附近的应急资源、应

急力量分布、建议的事故扑救措施、专家信息

等等，该应急辅助决策方案可为应急指挥人员

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提高救援效率。架构建

立如图 3.1所示。 

 

图3.1 化工园区应急管理体系功能结构图 

4.结束语 

本文通过搜集国内外化工园区各类事故

案例，总结分析出化工园区主要的初发事故为

容器设备失效泄漏事件（LOC），并藉此对事故

类型进行具体划分；根据事故演化机理及基本

参数和事件树分析方法对各类事故的演化趋

势进行了详细剖析，并初步构建了基于GIS系

统的风险管理体系，建立了化工园区应急管理

体系架构。该研究对提升区域风险管治和科学

化应急处置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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