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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urrent urban gas risk assessment research most focused on one aspect of the system,
such as gas pipe network, gate station and indoor gas pipeline specialized research, lacking a
complete urban gas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risk assessment class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safety risk assessment, as the gas pipelin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tarting from the inherent risk and dynamic risk of the assessment object, through the "human -
object - environment - management" system analysis, gas risk probability index system and
consequences severity index system were established. At Last the weight of each index was
determined by AHP,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gas industry risk assessment
and provide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gas industry risk assessment classification method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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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目前城市燃气风险评估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系统的某一个方面，缺乏对完整的

城市燃气输配系统的风险评估分级方法的探讨的问题，在安全风险评估研究的基础上，以燃

气管线为研究对象，从评估对象的固有风险和动态风险入手，通过“人-物-环-管”系统分

析，建立了燃气风险可能性指标体系和后果严重性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指

标的权重，为燃气行业风险评估分级奠定基础，对燃气行业风险评估分级方法的标准化提供

参考。

关键词：燃气管线；安全风险；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29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Copyright © 2017,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Fifth Symposium of Risk Analysis and Risk Management in Western China (WRARM 2017)
Advances in Intelligent Systems Research (AISR), volume 152



0引言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和人口密度

的增加,作为城市主要能源之一的城市

燃气,人们对其安全运行的安全性,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1]。这些易燃、易爆的流

体一旦泄漏、爆炸不但会造成人员伤

亡和经济损失，甚至造成不良的社会

和环境影响 [2]。通过开展风险评估工

作，可以指导如何采取必要的措施以

消除或减少安全隐患,降低一定时期内

事故发生的频率和严重性,从而提高系

统的抗风险能力。因此，如何寻找一

种途径和方法，有效地评估城市燃气

管线风险状况，根据现有管线风险水

平，遵循突出重点、分级监管的原

则，采取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是一

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1燃气管线安全风险分析

燃气管线风险的一个部位发生事

故，不但会造成经济损失和人员伤

亡，而且有可能使整个系统发生崩

溃，从而造成正常运行秩序的混乱。

安全风险是指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的可能性及其可能造成后果严重性的

组合。安全风险评估包括风险可能性

分析、风险后果严重性分析以及确定

风险等级等环节[3]。风险评估方法包括

情景分析法、德尔菲法、头脑风暴

法，概率论方法，事件树、事故树，

计算机模拟、层次分析法、Bow-tie
法、瑞士奶酪模型。

目前，国内外燃气管网风险评估

方法研究主要包括定性和定量两个研

究方向。由于定性和定量方法的计算

结果存在较好的相似性，因此在实际

的工程应用中，可以根据评估目的和

数据情况选取适当的方法进行风险评

估[4]。由于燃气数据和信息可获取性较

为困难，本文主要从影响燃气管线风

险评估结果的可能性和后果指标入

手，借助指标体系进行定性风险评

估。

本文所建立的指标体系由可能性

指标和事故后果指标以及各指标的权

重共同组成。指标应能客观地描述特

定的燃气评估对象的风险状况[5]，指标

体系的建立应遵循系统性、专业性、

综合性、时效性等原则。此外，由于

燃气管网的复杂性，风险分析指标体

系的建立还应遵循全面性与代表性相

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科

学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动态性与静

态性相结合的原则[6]，充分体现综合性

指标、单项要素指标、动态指标、静

态指标、定量指标、定性指标等。

2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

（1）固有风险和动态风险。

一般来说，影响风险的因素大致

可以分为可变因素和非可变因素两

类。企业的综合风险由固有风险和动

态风险构成[7]。固有风险主要由评估对

象自身性质决定，一般不可人为改

变；动态风险指通过人的努力可以改

变的因素。

以企业为例，固有风险体现了其

基本风险水平，主要包括危险化学品

物质、周边环境等因素，动态风险反

映了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及绩效的水

平，主要包括安全基础管理和安全动

态管理等因素。

以燃气管线为例，固有风险的大

小与燃气管网的运行、施工建造情况

有关，包括管输流量、压力、管道直

径、最小埋深、管壁厚度和使用年限

等。动态风险主要指燃气管网投入使

用后，受到的外界风险因素的影响，

比如外部破坏、腐蚀、地质活动、运

行维护失效等。

（2）“人-物-环-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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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生产安全系统是“人、

物、环、管”的构成。根据安全系统

思维分别对燃气门站、管道和小区进

行风险识别，进而构建门站、管线和

小区的可能性指标。

以燃气管线为例，可能性指标中

“人的因素”包括工作人员的安全意

识、安全技能、违章操作等，“物的

因素”包括介质的安全以及相关设备

设施的安全，“环的因素”包括土

壤、腐蚀、第三方破坏等，“管理因

素”包括安全管理制度、现场安全检

查等。

（3）北京市安全风险评估经验。

《北京市安全风险评估规范（试

行）》中也列出了安全风险引发事故

或突发事件的可能性指标和后果严重

性指标。安全风险发生可能性指标包

括历史发生概率、现场管理水平和风

险承受能力。其中，对历史发生概率

的评估是根据该风险过去 N年发生此

类突发事件的次数）频率得出，对现

场管理水平的评估借鉴了安全生产标

准化评审分值；后果严重性指标主要

考虑了人、经济、社会和保障四个领

域。

3城市燃气管线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基于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笔者

以燃气管线为研究对象，建立了燃气

风险可能性指标体系和后果严重性指

标体系。

（1）风险可能性指标体系。

燃气管线风险可能性指标体系:包
括 5个一级指标和 21个二级指标。燃

气管线风险可能性的一级指标包括自

身特征、环境因素、安全基础管理、

安全现场管理、人的因素；二级指标

包括历史发生概率、管道材质及敷设

方式、压力级别、管道年限、燃气管

道沿线地区等级、防火距离、地理位

置、土壤环境、安全生产责任制、规

章制度、安全档案记录、警示标志、

管道腐蚀、第三方服务、沿线巡检、

运行控制、应急救援、管理人员、一

线员工、附近居民等。

（2）风险后果指标体系。

风险后果性指标是指对人员、经

济、环境、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本文

在确定后果型指标时，通过借鉴美国

肯特法风险评估[8]，同时结合北京市燃

气集团风险评估工作的实践经验，最

终确定了包含 2 个一级指标和 6 个二

级指标的燃气风险后果指标体系。

风险后果型的一级指标包括泄露

危害和事故影响，二级指标包括介质

危险性、环境危险性、人口密度、财

产分布、周边敏感目标影响、基础设

施破坏或中断等。

4权重的确定

4.1可能性指标权重的确定

层 次 分 析 法 ， 即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是 70年代中

期提出的具有定性化、系统化、层次

化等特点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是一

种简便、灵活而又实用的多准则决策

方法，通过量化决策者的经验和知

识，将决策对象按照逻辑关系进行分

层和剖析，并根据专家的经验性建议

确定指标间的权重。层次分析法多适

用于目标结构复杂且缺乏数据的情

况，自提出以来，在多个行业的决策

问题得到广泛的应用[9-10]。

层次分析法（AHP）解决问题的

基本步骤包括专家打分、矩阵归一

化、一致性检验、得出权重[11]。为了

获得指标权重，笔者采用层次分析

法，邀请 15位行业专家对燃气管线安

全风险可能性和后果严重性指标的重

要性进行打分，并计算出各指标权

重，结果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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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燃气管线风险指标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自身特征

管道材质及敷设

方式
0.0319

最小埋地深度 0.0933

管道年限 0.0651

历史发生概率 0.0647

环境因素

燃气管道沿线地

区等级
0.06805

防火距离 0.08285

地理位置 0.041

土壤环境 0.05305

安全基础

管理

安全生产责任制 0.04255

规章制度 0.0465

安全档案记录 0.03935

安全现场

管理

警示标志 0.0203

管道腐蚀 0.0408

第三方活动 0.04685

沿线巡检 0.06605

运行控制 0.052

人的因素

管理人员 0.07065

一线员工 0.05025

附近居民 0.02475

4.2后果指标权重的确定

参照肯特法指标体系中对于事故

后果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对于处于

相同城区的门站、管线和小区，周边

设施和环境情况基本相同，可以采用

相同的权重进行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及权重如表 2所示。

表 2燃气风险后果指标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泄露危害

介质危险性 0.1667

环境危险性 0.1667

压力级别 0.1667

事故影响

人口密度 0.0833

财产分布 0.0833

周边敏感目标影响 0.0833
基础设施破坏或中

断
0.0833

舆论 0.0833

应急救援 0.0833

5结论

1）以城市燃气管线为研究对象，

从固有风险和动态风险的分类以及

“人-物-环-管”系统思想出发，建立

了燃气风险可能性指标体系；在借鉴

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后果严

重性指标体系。

2）采用专家打分法和层次分析法

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为燃气管线风

险评估分级工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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