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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对国内外建筑业施工现场安全风险的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 ,针对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 ,提出了施工

现场安全危险源实时监控和安全风险实时预测的示意性模型 , 并详细解释了该模型的含义和方法。研究将

提供一种基于前馈信号的施工现场安全危险源实时监控和安全风险实时预测的方法;并通过将现有研究的

视角引入到施工现场关键安全危险源的前馈信号上 ,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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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建筑业作为高风险行业 ,施工现场安全事故的

发生对社会经济 、人民生活和自然环境都将产生重

大的影响 。研究者和实践者一直都在研究如何降低

施工现场的安全风险 ,减少施工现场安全事故的发

生 ,但似乎一直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 ,

建筑业施工现场安全事故总是不断地困扰着建筑

业
[ 1 ～ 4]

。如果可以在施工现场安全事故发生之前就

预测到事故可能发生 ,并向当事人发出警告 ,从而通

过采取及时的措施以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将是从

根本上解决建筑业施工现场安全事故频发问题的可

能途径之一。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做出这样一种

实时预测是否存在可能性。目前关于施工现场安全

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施工现场安全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及

影响因素的研究。如 Sawacha等学者分析了影响施

工现场安全问题的因素 ,包括历史因素 、经济因素 、

心理因素 、技术因素 、程序因素 、组织因素和环境因

素
[ 2]
。Fang等学者指出 ,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绩效与

组织因素 、经济因素 、管理者和施工人员之间的关系

因素相关度很高
[ 3]
。 Hinze和 Gambatese确定了影

响专业承包商安全绩效的关键因素
[ 4]
。 Teo等学者

发现当存在公司政策不足 、实践行为不安全 、个人态

度不重视 、安全责任不清楚和施工人员安全知识培

训不足的时候 , 施工现场安全事故更加有可能发

生
[ 5]
。Yi和 Langford介绍了导致安全事故不同风

险因素组合效果的概念
[ 6]
。 Carter和 Smith指出目

前安全危险源的识别水平远远达不到理想的要求 ,

并指出安全危险源的识别对于现场安全管理是至关

重要的
[ 1]
。 Blackmon和 Gramopadhye注意到现场

施工人员似乎常常会把现场的警告当成一般的噪声

来对待 ,这个问题被认为是人的一种固有缺陷 ,即在

没有正面反馈的时候无法保持持续的注意力
[ 7]
。

2)关于安全危险源的分类和事故调查过程的

研究。如 Hinze等学者指出美国 OSHA对事故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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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4种分类不能提高分析事故根本原因的信息 ,提

出了可能的 20种分类方法以提供更多的关于安全

事故的信息
[ 8]
。 Chua和 Goh发展了一个事件原因

模型作为一个有效的反馈机制 ,这个机制包括事故

调查的编号信息 , 有利于在安全规划中充分利用

信息
[ 9]
。

3)关于安全风险预测方面的研究。针对缺乏

相关数据和有效模型来预测施工现场事故的困难 ,

Bentil发展了一种能够让建筑业预测事故的模

型
[ 10]
。 Janicak的研究表明 ,可以通过利用施工人

员因素和安全程序因素的组合来有效地预测事

故
[ 11]
。 Gillen的研究结果显示 ,一些独立变量如摔

落的高度 、站立的表面情况 、安全气候测量值和安全

协会的地位对受伤严重性有着显著贡献
[ 12]
。

Schmidt研究了一种工具以用来预测建筑事故造成

的损失
[ 13]
。 Quintana等学者发展了一种事故的预

测模型来提高安全绩效 ,这种模型需要实时地确定

和评价潜在的安全危险源
[ 14]
。

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集中在安全态度 、安全

文化和安全气候方面
[ 15]
;以及从工程项目全生命周

期的角度出发 ,强调了在设计阶段考虑安全问题的

重要性
[ 16]
。

2　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2.1　借鉴地震预报和天气预报的研究思路

如图 1所示 ,其总结了地震预报和天气预报的

一般研究思路和发展过程 。从总体上看 ,地震预报

和天气预报的研究可以划分为 3个阶段 ,在图中分

别记为 A, B和 C。 A阶段表示的是人类对自然想

象的一种不理性认识 ,通过主观猜测去解释自然现

象。在 B阶段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

步 ,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寻找自然现象产生的可观

机理 ,他们提出各种假设 ,并在实践中通过各种历史

记录验证这些假设。最终 ,人们对自然现象有了客

观和科学的解释 ,并在此基础上 ,开始尝试基于历史

记录和产生机理对自然现象进行初步的预测 。但

是 ,这种程度的预测仍然不能确定准确的地点 、日

期 、甚至下次灾害发生的强度。从而 ,在 C阶段 ,人

们开始强调和重视对灾害发生前的前馈信号和基于

前馈信号预测方法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实时

预测和预报。

将目前关于施工现场安全危险源的研究和地震

预报及天气预报的一般研究路线进行比较 ,可以发

图 1　地震预报和天气预报的一般研究路线

Fig.1　Commonresearchrouteofearthquake

predictionandweatherforecast

现目前对施工现场安全危险源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

B阶段 ,与地震预报和天气预报领域对于 C阶段的

大量集中的研究比起来 ,关于施工现场安全危险源

前馈信号的关注程度明显不足。某一类安全危险源

的前馈信号可以理解为这样一种信号 ,它在每次发

生此类施工现场安全事故之前似乎都会产生。对于

前馈信号的研究是对安全危险源进行实时监控和对

安全风险进行实时预测的基础 ,但是目前的研究非

常缺乏对前馈信号的研究。

2.2　从预测精度指标进行的分析

从预测精度来看 ,安全风险的实时预测应该是

在对安全危险源实时监控的基础上 ,根据对前馈信

号的采集 ,计算出相应的安全风险从而进行实时预

测 。如果预测不是在安全危险源监控的基础上做出

的就不是实时预测阶段的研究;即便某个预测是在

对安全危险源监控的基础上 ,但如果不是根据安全

危险源的前馈信号做出的预测 ,也不是实时预测阶

段的研究。从预测精度来看 ,目前很多的研究并没

有注重对关键安全危险源的实时监控 。很多研究都

是早于安全危险源监控阶段的研究 。 Schmidt的研

究虽然是在安全危险源实时监控的基础上做出的预

测 ,但其使用的预测指标并不具有前馈性 ,因此也不

能作为实时预警阶段的研究
[ 13]
。显然 ,目前关于安

全风险预测的精度远远达不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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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小结

从文献综述和以上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 ,目前

关于安全风险的预测只能 “预测 ”到哪些区域和哪

些时候是施工现场安全风险比较大的时候 ,而无法

确切地在施工现场安全事故发生之前做出及时和准

确的判断 。目前关于安全风险实时预警方面的研究

不足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a.现有的研究对施工现

场安全危险源前馈信号的研究没有足够的重视;

b.目前对安全风险的预测精度远远没有达到令人满

意的程度 ,离实时预测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对施

工现场安全危险源前馈信号的研究和对安全风险实

时预警方法的研究已经势在必行。

3　研究方法及示意模型

Cooper指出 ,对安全危险源的监控是预测安全

风险的关键所在 ,但是目前主要的研究都没有注意

到这一点
[ 17]
。 Carter和 Smith也表达了类似的意

思 ,指出对危险源的管理是施工现场安全问题的关

键
[ 1]
。尽管 Quintana等学者提出的模型重视了对

安全危险源的监控 ,但是其预测不是在对前馈信号

采集和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 ,因此预测精度仍然达

不到让人满意的程度
[ 14]
。成功进行安全风险的实

时预测需要集成以上涉及的所有工作。安全危险源

实时监控和安全风险实时预测的示意模型见图 2。

从根本上看 ,这个示意模型是个至底往上的示意图 ,

包括两个主要阶段 ,一是施工现场安全危险源识别

阶段 ,二是关键安全危险源实时监控和安全风险实

时预测阶段。下面将对示意模型的研究路线 、使用

方法和主要结果进行详细的解释和讨论 。

3.1　安全危险源识别阶段

Darbra和 Casal指出 ,对安全事故的历史分析

可以提供关于频发事故及其原因的非常有价值的信

息
[ 18]
。因此 ,模型从施工现场安全事故的历史数据

库开始 ,这些数据将被用来分析施工现场的安全危

险源 、探索不同种类安全危险源的前馈信号 、以及被

用来假设 、检验前馈信号的分布形式及估计其主要

参数 。这项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于美国职业安全健

康协会(OSHA),使用 MicrosoftAccess创建的数据

库。数据库包括了美国建筑业从 1990年至 2000年

10年间的 6 735个施工现场安全事故案例 ,总共涉

及大概 8 505个受伤及死亡人员 。之所以采用这个

数据库 ,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每个案例都包括一个

描述事故发生时候周围的环境及情况 ,并详细描述

了安全事故发生过程的摘要 ,这些摘要有提供分析

关于施工现场每类安全事故发生前似乎都会出现的

前馈信号重要信息的潜力。

基于前面关于安全危险源的研究 ,将探索各种

安全危险源的前馈信号。方法将主要采用理论分析

和文献综述的方法 ,以获得可能的前馈信号。同时 ,

将根据概率论假设前馈信号的分布形式 、估计前馈

信号的主要参数并进行检验 。在图 2中 , A, B和 C

代表施工现场可能的安全危险源 。A类危险源的前

馈信号可能有几种 ,分别用 a1 , a2和 a3表示 , B和 C

也类似 。

信号检测理论是一种基于统计概率的理论 ,可

以被用来定量分析一个诊断系统的绩效。这个理论

最早是在电子工程专业建立的 ,并且在其他领域取

得了广泛的应用。 Ramsay和 Tubbs研究了如何在

会计诊断系统中应用信号检测理论
[ 19]
。 Deshmukh

和 Rajagopalan总结了信号检测的发展以及在其他

领域的应用情况 ,包括心理学及医药领域 、人的感知

和决策领域 、内存检测领域 、测谎领域 、个人选择及

审判决策等
[ 20]
。信号检测理论的广泛应用证明了

这个模型能够帮助决策者有效地区别 “信号 ”和 “噪

声 ”,具有降低安全风险预测中类似问题的潜力 。

图 2　研究内容框架结构图

Fig.2　Schematicmodeloftrackingofsafety

hazardsandreal-timepredictionofsafetyrisks

限于篇幅 ,基本的信号检测理论在此不做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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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从信号检测理论的角度来看 ,施工现场安全风

险实时预测的目标就是在复杂的环境中 ,在安全危

险源实时监控的基础上 ,检测安全危险源的前馈信

号是否来自于安全事故的分布函数 。这样的决策就

有 4种可能 ,如表 1所示 。
表 1　施工现场安全风险实时预测决策模型

Table1　Decisionmatrixforreal-timeprediction

ofsafetyrisksonconstructionsites

实时预测

危险的 安全的

实际 事故 P(危险的 事故)=PH P(危险的 事故)=PM

情况 安全 P(危险的 安全)=PF P(安全的 安全)=PC

在实践中很难准确计算某个施工现场发生安全

事故的概率。同时 ,我们更关心的是 PH的概率 , PH

表示的是施工现场安全风险预测的精度 ,这对预防

安全事故的发生是至关重要的 。从另外一个方面

说 , PH的增加会导致 PF同时增加 ,也就是导致恒虚

警率增加 ,继而导致采取及时措施的成本增加。在

SDT框架中 , Neyman-Pearson(N-P)标准提供了

一种在恒虚警率的约束下(PF=α),使预警率 PH最

大的方法 。这种方法使用预警率和恒虚警率来计算

似然比(LR),公式如下:

LR=
fs(x)
fn(x)

LR的值再与固定的标准值 “η”进行比较 ,如果

LR≥η,确定预测结果为 “危险的”;如果 LR<η,确

定预测结果为 “安全的 ”。标准值 η的计算依赖于

恒虚警率的确定(PF=α)。式(1)表明了标准值 η

的计算。

PF =∫
∞

x
0

fn(x)dx=∫
∞

η
fn(t)dt=α (1)

具体推导过程在此省略 ,总而言之 , N-P标准

可以在 PF=α的约束下 ,使 PH最大 。

3.2　关键安全危险源实时监控和安全风险实时

预测阶段

　　基于 OSHA的安全事故数据库 ,每类安全危险

源都有个明确的实时监控的起始时间 ,换句话说 ,在

这样一段时间中某一类安全风险造成安全事故可能

性非常大 。这段时间可以作为安全危险源实时监控

和安全风险实时预测阶段 。当到这段时间的时候 ,

安全危险源从三角形的底部进入三角形的内部 ,标

志着这类安全危险源实时监控的开始。三角形的底

部代表所有可能的安全危险源 ,基于安全危险源实

时监控 ,关于前馈信号的观察值可以通过各种方法

被搜集 ,相关的采集方法也是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LR和 η的值将根据前馈信号的数据计算出来 ,如果

LR≥η,确定预测结果为 “危险的”;LR<η,确定预

测结果为 “安全的 ”。

4　结语

笔者等研究了施工现场安全危险源实时监控的

方法 ,探索了施工现场安全风险实时预测的方法。

首先 ,对国内外建筑业施工现场安全风险的研究进

行了文献综述。其次 ,总结了地震预报和天气预报

的一般研究思路 ,并将建筑业施工现场安全风险的

研究与此一般研究思路进行了比较 ,从两个不同的

角度分析和总结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现有的研究对施工现场安全危险源前

馈信号的研究没有足够的重视;目前对安全风险的

预测精度远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离实时预

测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进而 ,针对目前研究的不

足之处 ,文章提出了施工现场安全危险源实时监控

和安全风险实时预测的示意性模型 ,并详细解释了

该模型的含义和方法。最后 ,笔者等探索了基于信

号检测理论 ,利用前馈信号进行施工现场安全危险

源实时监控和安全风险实时预测的方法。

这项研究将提供一种基于前馈信号的施工现场

安全危险源实时监控和安全风险实时预测的方法;

并且通过将现有研究的视角引入到施工现场关键安

全危险源的前馈信号上 ,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良好

的理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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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paperaimstoexplorethetrackingapproachofsafetyhazardsandreal-time-prediction

methodsofsafetyrisksonconstructionsites.Aliteraturereviewofsafetyissuesonconstructionsitesisfirstconduc-

ted.Consequently, aschematicmodeloftrackingsafetyhazardsandreal-timepredictionofsafetyrisksisformula-

tedandthecorrespondingmethodologiesaresummarized.Thisstudywouldprovideapossibleresearchapproachon

methodfortrackingsafetyhazardsandreal-timepredictionofsafetyrisks, whileservingasafoundationforfurther

studybydrawingresearchers' attentiontotheprecursorsignalsofsafetyhazardsonconstruction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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