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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风险评价技术在管道城市穿越段的应用
冯文兴

项小强

李保吉

（中国石油管道公司

沈煜欣冯庆善

闫啸

河北廊坊０６５０００）

擅要介绍了管道高后果区定量风险评价的方法和风险可接收标准。将定量风险评价技术在我国某长输原油管道
城市穿越段的应用表明，定量风险评价方法适用于人口密集的管道高后果区，能对管道高后果区的风险管理、决策提供重要
的参考。
关ｔ词定量风险评价管道高后果区风险可接受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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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风险是否可接受，并针对性地提出风险减缓措施。定量风

定量风险评价方法能够比较精确地估算工业活动中某

险评价关心的主要风险是人员生命的损失，其结果主要表现

些特定风险的概率，并对泄漏、燃烧、爆炸等低概率事件后果

为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个人风险是指一个不受防护的个

作定量的评价计算，进而比较事故风险可能发生的主要条件

体连续暴露在某位置一年，由于危险物质的泄漏导致死亡的

和各种方式，由此帮助决策者控制资源配置和预防工作的方

概率。个人风险一般用个人风险等值线表示。社会风险是

向。定量风险评价方法最早在１９７４年被Ｒａ删，鲫教授等

指由于危险化学品和其他危险物质的泄漏，直接暴露于设施

成功地用于美国核电站轻水反应堆的安全性评价…１，以后在

影响区域内的人员发生多人同时死亡的累积概率Ｌ７－８Ｊ。

石油、化学工业等获得广泛应用。荷兰、英国等国家已立法

定量风险评价包括以下主要过程：

要求对一些重大危险源进行定量风险评价，并发布了风险可

（１）危害识别。从工业装置中辨识有可能影响周边人员

接受标准［２－３】。近年来。定量风险评价已在国内逐步获得应

的危险，定义危害场景。

用，包括化工设施、输油气站场等【４－５】。
国内一些长输油气管道，原来经过的人口稀疏地段随着
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有的已经发展成为人口密集的城镇甚

（２）事故概率计算。利用历史失效统计数据来统计分析
确定泄漏事故发生的概率，并利用事件树确定各种危害情景
发生的概率。

（３）后果计算。计算泄漏量，并通过池火、蒸发、扩散、蒸

至城市发达地区，在管道沿线形成了很多严重的高后果
区【６Ｊ６。这些高后果区管段一旦发生泄漏，产生的火灾、爆炸

气云爆炸等模型计算泄漏事故的危害影响范围。

事故将对沿线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的危害。特别
是穿越城市的管段，其风险不小于传统上就为人们重视的化

（４）风险计算。通过事故概率和后果，计算个人风险和
社会风险。

工设施和油气站场。这类高后果区管段已经成为管道企业

（５）风险评价。将计算的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与风险可

风险管理和完整性管理的重点，对其进行定量风险评价，作

接受标准比较，确定风险是否可接受，并根据评价结果给出

为管理和控制的决策依据，成为管理的必需。本文将定量风

针对性的风险减缓措施。

险评价技术应用在原油管道穿越城区的高后果区段。探讨相

２

关问题。
ｌ

定量风险评价技术介绍
定量风险评价是对事故发生的频率和后果进行定量计

算，将计算出的风险与设定的风险可接受标准进行比较，判

万方数据

离后果区风险可接受标准
风险可接受标准表示在规定时间内或者某一行为阶段

可接受的总体风险等级，它为风险分析和制定减小风险的措
施提供了参考依据。在定量风险评价中，一般采取最低合理
可行原则（ＡＩ＾ＲＰ—Ａｓ

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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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瓢ｙｄｃａｌ），它设定了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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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容许上限和下限，将风险分为３个等级。位于上限不可接

中室外人员死亡率为０，室内人员死亡率２

５％Ｌ３，９

Ｊ。

受值之上的风险，不能接受；位于下限之下的风险，可以接

定量风险评价中建立事故情景模型，输入当地气象条

受；在上限和下限之间的是ＭＡＲＰ区，应在经济、可行的前

件．以及通过实地调查走访进行统计得到管道沿线的人口分

提下采取措施尽可能地降低这一区域的风险水平。

布数据等。通过计算得到该管段发生事故的影响范围和个

目前，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颁布了相关的可接受

人风险等值线、社会风险曲线。表２是管道失效引发的池

标准，而我国没有制定相关的标准。在管道高后果区风险评

火、３５ ｋＷ／辞热辐射和超压的范围。可以看到，管道发生事

价时，可以借鉴国外的油气设施场界外的风险可接受标准和

故，最严重的情况下其影响范围将达到数百米。

危险品运输的风险可接受标准【８ Ｊ。另外，根据管道高后果区

表２管道失效引发的池火、３５ ｋＷ／ｍ２热辐射和超压的范围

的特点，在风险计算的方法上参照了危险品运输的评价方
法，以每公里为单位，分别计算风险值。设定的高后果区的
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的可接受标准见表ｌ。
表１

油气管道高后果区社会风险可接受标准

图１是该管段的个人风险等值线．该管段沿线不存在
１０。４风险曲线；管道沿线存在宽４０ｍ的１００风险等值线，这
段区间１００风险等值线位于城市主干道附近。由于部分位
置处管道距离措街建筑的距离不到２０ ｍ．因此该段的１００
风险等值线包括了沿街的居民建筑．这与设定的风险可接受
标准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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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应用实例

我国某原油管道经过东北某重要城市市区，管道为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建设的原油干线，管径７２０舯。该管道穿越城
市的管段有数公里长．敷设在城市主干道的绿化带中。道路

交通繁忙，两边建筑，人口密集，遍布工厂’力口油站屠民区和
学校等。管道沿线的建筑距离管道距离一般在５０ ｍ左右，
部分地点管道距离多层的居民住宅距离仅１０ ｍ左右，为典
型的高后果区。该管道运营时间较长，已进人事故高发期。

圈１

某管道城市高后果区段的个人风险等值线

油气管道的社会风险以每公里长度计。图２是穿越市

经风险识别认为该管段是高风险管段，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

区的管段的社会风险Ｆ—Ｎ曲线。图２中两条直线分别代表

详细的定量风险评价。

最低合理可行（ＡＩＡＩＩＰ）原则下的风险可接受上限和下限。

原油管道失效的后果主要是池火和蒸气云爆炸。管道

图中的曲线分别代表该高后果区每公里段的社会风险。可

失效将导致油品泄漏，如果立即点燃产生池火。在非立即点

以看出，如按照先前设定的标准，则该管段多处的社会风险

燃的情况下，泄漏的原油会产生可燃性蒸气云。产生的可燃

已处于不可接受的范围。

性蒸气云浓度如果大于爆炸下限，在扩散过程中遇到点火源

ｌ ０ ｘ１仃。

将被延迟点燃．发生闪火或爆炸。通过失效事件树可以得出

１．０ｘｌ矿’

各后果事件发生的概率【５ Ｊ。

ｌ ０ｘ１０４

在伤害模型方面，对人的伤害主要是池火等产生的热辐
射和爆炸产生的超压。火灾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是否有人员

＼ 、、

罨１。０ｘ１０－５，
＼＼
髹１ ０ｘ１０‘

暴露于火焰或特定的热辐射值。暴露于热辐射致死的概率
ｎ

值函数由下式给出：

Ｐ，㈨３６

１

３８＋２

５６ｈ１（Ｑ４０×￡）

式中，Ｐｒ是相应死亡概率的概率值；口是热辐射值，ｗ／一；￡
是暴露时间，ｓ。３５ ｋＷ／矗是建筑物着火的热辐射临界值，
热辐射在３５ ｋＷ以上，认为室内外人员将１００％死亡Ｌ１’３ Ｊ。
蒸气云爆炸产生的超压会产生冲击波，伴随着飞溅的碎片和
建筑物的破损，这些都对人员安全有重大的危害。超压３０
ｋＰａ的范围中室内外人员死亡率为１００％；超压１０ ｋＰ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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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互相通报，未经有关职能部门审查不得办理营业执照，

会、发布公益广告、散发宣传材料等多种形式开展全民宣传

切实把职业病危害控制在萌芽状态。

教育活动，以典型案例阐述职业病危害的严重性、可预防性，

４．５整合职业健康监管技术资源

使《职业病防治法》逐步深入人心，使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知

职业健康工作技术性强，时效性高，需要强有力的技术

法、懂法，提高用人单位自觉守法和劳动者维护自身合法权

支撑，应根据实际情况，整合技术资源，加大技术支撑体系建

益的意识，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为《职业病防治法＞

设的力度，整合科研院所、行业协会、职业健康检测站（所）技

的贯彻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还要做好企业负责

术力量、技术装备，逐步形成较为完整的技术支撑体系。

人、职业健康监管人员、劳动者职业健康相关方面的培训工

４．６加大资金投入

作。

建立财政、工伤保险基金、企业、社会多种渠道的投入机

４．８提高职业病鉴定率

制，用于职业病防治机构、专业队伍建设和相关科学技术发

充分利用现有医疗卫生资源，尽快完善覆盖城乡的职业

展。督促和引导企业加大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投入，保证各

病防治网络，规范职业病的诊断；从法律上明确企业的责任，

项职业防护措施的落实。采取有效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社

使企业自觉落实职业健康管理的主体责任；监管部门要加大

会资源参与职业病防治，形成企业、政府和社会等多渠道投

执法检查力度，加强职业健康监管，督促企业履行职能。
参考文献

入职业病防治的良好局面。
４．７大力开展宣教培训工作
充分利用新闻媒体，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站等多种

［１］汤淳．“求索”与“融通”——对职业病防治现状的思考［Ｊ］．现代职
业安全。２０ｌｏ（６）：１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５—３０）

媒介，采取专题报道、培训教育、新闻发布、知识竞赛、座谈

（上接第２６页）
理，采取有效的风险减缓措施。根据对计算参数的敏感性分

选择，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应用。

析，泄漏发生概率和泄漏时间是最显著影响风险大小的参

参考文献

数。该条管道投产时间较长，由于当初的施工工艺限制和管

［１］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石化装置定量

道多年的老化，存在各类管道缺陷。另外，管道自动化程度
较低，从发生事故到完全关断时间较长。风险控制措施主要
围绕这两个问题提出：

（１）对该段管道定期进行内外检测并及时修复缺陷，降
低管道发生失效的可能性。
（２）加强安全保护宣传，增加管道警示牌和标示桩。
（３）对管道周围的施工安排专人看护，安装安全预警系
统以及时发现管道周边未通报的开挖活动，防止第三方误施
工造成的破坏。
（４）安装泄漏监测装置并在管道进入高后果区两端安
装自动截断阀或者远程电动控制阀门，发生事故后及时切断
管道，缩短泄漏时间以降低可能的事故后果。
同时，管道企业还应与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沟通，共同
制定应急预案。为彻底消除风险，建议有条件时考虑改变管
道路由，参考评价结果，使管道与人口密集的建筑保持安全
间距。
４结论与建议
定量风险评价技术是一种先进的、可以将风险量化的评
价技术。在原油管道城市高后果区段的应用可以看出，它可
以定量给出高后果区段居民所承受的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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