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现状评价导则 

 

1．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导则依据《安全评价通则》制订，规定了安全现状评

价的目的、基本原则、内容、程序和方法,适用于生产经营

单位（矿山企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生产企业除外）安全现

状评价。 

2．安全现状评价目的  

安全现状评价目的是针对生产经营单位（某一个生产经

营单位总体或局部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安全现状进行的安全

评价，通过评价查找其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并确定危险程

度，提出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 

3．定义  

安全现状评价 

安全现状评价是在系统生命周期内的生产运行期，通过

对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设施、设备、装置实际运行状况及管

理状况的调查、分析，运用安全系统工程的方法，进行危险、

有害因素的识别及其危险度的评价，查找该系统生产运行中

存在的事故隐患并判定其危险程度，提出合理可行的安全对

策措施及建议，使系统在生产运行期内的安全风险控制在安

全、合理的程度内。 

4．安全现状评价内容  



安全现状评价是根据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规定或者生

产经营单位的要求进行的，应对生产经营单位生产设施、设

备、装置、贮存、运输及安全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综合的

安全评价。主要内容包括： 

1）收集评价所需的信息资料，采用恰当的方法进行危险、

有害因素识别； 

2）对于可能造成重大后果的事故隐患，采用科学合理的

安全评价方法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进行事故模拟，预测极端

情况下事故的影响范围、最大损失，以及发生事故的可能性

或概率，给出量化的安全状态参数值； 

3）对发现的事故隐患，根据量化的安全状态参数值，进

行整改优先度排序； 

4）提出安全对策措施与建议。 

生产经营单位应将安全现状评价的结果纳入生产经营单

位事故隐患整改计划和安全管理制度，并按计划加以实施和

检查。 

5．安全现状评价工作程序  

安全现状评价工作程序一般包括: 

1）前期准备； 

2）危险、有害因素和事故隐患的识别； 

3）定性、定量评价； 

4）安全管理现状评价； 



5）确定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 

    6）确定评价结论； 

7）安全现状评价报告完成。 

5．1前期准备 

明确评价的范围，收集所需的各种资料，重点收集与现实

运行状况有关的各种资料与数据，包括涉及到生产运行、设备管

理、安全、职业危害、消防、技术检测等方面内容。评价机构依

据生产经营单位提供的资料，按照确定的评价范围进行评价。 

安全现状评价所需主要资料从以下方面收集： 

1）工艺； 

2）物料； 

3）生产经营单位周边环境情况； 

4）设备相关资料； 

5）管道； 

6）电气、仪表自动控制系统； 

7）公用工程系统； 

8）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9）规章制度及企业标准； 

10）相关的检测和检验报告。 

安全现状评价所需主要资料清单见附录 A。 

5．2 危险、有害因素和事故隐患的识别 

应针对评价对象的生产运行情况及工艺、设备的特点，采用



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进行危险、有害因素识别和危险性分析，

确定主要危险部位、物料的主要危险特性，有无重大危险源，以

及可以导致重大事故的缺陷和隐患。 

5．3定性、定量评价 

根据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点，确定评价的模式及采用的评价方

法。安全现状评价在系统生命周期内的生产运行阶段，应尽可能

的采用定量化的安全评价方法，通常采用“预先危险性分析——

安全检查表检查——危险指数评价——重大事故分析与风险评

价——有害因素现状评价”依次渐进、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

性评价模式，进行科学、全面、系统地分析评价。 

通过定性、定量安全评价，重点对工艺流程、工艺参数、控

制方式、操作条件、物料种类与理化特性、工艺布置、总图、公

用工程等内容，运用选定的分析方法对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和

事故隐患逐一分析，通过危险度与危险指数量化分析与评价计

算，确定事故隐患部位、预测发生事故的严重后果，同时进行风

险排序，结合现场调查结果以及同类事故案例分析其发生的原因

和概率，运用相应的数学模型进行重大事故模拟，模拟发生灾害

性事故时的破坏程度和严重后果，为制定相应的事故隐患整改计

划、安全管理制度和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提供数据。 

安全现状评价通常采用的定性、定量安全评价方法如

下： 

1）定性评价方法： 



预先危险性分析； 

安全检查表； 

故障类型和影响分析； 

故障假设分析； 

故障树分析； 

危险与可操作性研究； 

风险矩阵法等。 

2）定量安全评价方法： 

道化学火灾、爆炸危险指数法； 

蒙德火灾、爆炸危险指数法； 

故障树分析； 

事件树分析； 

QRA 定量评价； 

安全一体化水平评价方法； 

事故后果灾害评价等。 

5．4 安全管理现状评价 

1）安全管理制度评价； 

2）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评价； 

3）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修改及演练计划。 

5．5确定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 

综合评价结果，提出相应的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并按照安

全风险程度的高低进行解决方案的排序，列出存在的事故隐患及



整改紧迫程度，针对事故隐患提出改进措施及改善安全状态水平

的建议。 

5．6评价结论 

根据评价结果明确指出生产经营单位当前的安全状态水平，

提出安全可接受程度的意见。 

5．7 安全现状评价报告完成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据安全评价报告编制事故隐患整改方

案和实施计划，完成安全评价报告。生产经营单位与安全评价机

构对安全评价报告的结论存在分歧的，应当将双方的意见连同安

全评价报告一并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6．安全现状评价报告主要内容 

安全现状评价报告，建议参照如下所示的主要内容。不同行

业在评价内容上有不同的侧重点，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部分调整

或补充。 

6．1前言 

6．2目录 

6．3评价项目概述 

1）评价项目概况； 

2）评价范围； 

3）评价依据。 

6．4评价程序和评价方法 

1）评价程序； 



2）评价方法。 

6．5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工艺过程、物料、设备、管道、电气、仪表自动控制系统、

水、电、汽、风、消防等公用工程系统、危险物品的储存方式、

储存设施、辅助设施、周边防护距离及其他。 

6．6定性、定量化评价及计算 

通过分析，对上述生产装置和辅助设施所涉及到的内容进行

危险、有害因素识别后，运用定性、定量的安全评价方法进行定

性化和定量化评价，确定危险程度和危险级别以及发生事故的可

能性和严重后果，为提出安全对策措施提供依据。 

6．7事故原因分析与重大事故的模拟 

1）重大事故原因分析； 

2）重大事故概率分析； 

    3）重大事故预测、模拟。 

6．8对策措施与建议 

6．9评价结论 

7．安全现状评价报告的要求 

安全现状况评价报告的内容要详尽、具体，特别是对危险、

有害因素的分析要准确，提出的事故隐患整改计划科学、合理、

可行和有效。安全现状评价要由懂工艺和操作、仪表电气、消防

以及安全工程的专家共同参与完成，评价组成员的专业能力应涵

盖评价范围所涉及的专业内容。 



安全现状评价报告应内容全面、重点突出、条理清楚、

数据完整、取值合理、评价结论客观公正。  

8．安全现状评价报告附件 

1) 数据表格、平面图、流程图、控制图等安全评价过

程中制作的图表文件；  

2) 评价方法的确定过程和评价方法介绍； 

3）评价过程中专家意见； 

4）评价机构和生产经营单位交换意见汇总表及反馈结

果； 

5) 生产经营单位提供的原始数据资料目录及生产经

营单位证明材料； 

6）法定的检测检验报告。 

9．安全现状评价报告格式 

安全现状评价报告格式一般包括：  

1) 封面（参见附录 B）  

2) 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证书影印件  

3) 著录项（参见附录 C）  

4) 目录  

5) 编制说明  

6) 前言  

7) 正文  

8) 附件及附录 



10．安全现状评价报告载体  

安全现状评价报告一般采用纸质载体。为适应信息处理

需要，安全现状评价报告可辅助采用电子载体形式。 



附录 A： 

安全现状评价所需主要资料清单 

 

A．1 工艺 

1）工艺规程、操作规程及其工艺流程图，工艺操作步骤或

单元操作过程，包括从原料的贮存、加料的准备至产品产出及贮

存的整个过程操作说明 

2）工艺变更说明书 

A．2 物料 

1）主要物料及其用量 

2）基本控制原料说明 

3）原材料、中间体、产品、副产品和废物的安全、卫生及

环保数据 

4）规定的极限值和（或）允许的极限值 

A．3 生产经营单位周边环境情况 

1）区域图和厂区平面布置图 

2）气象数据、人口分布数据、场地水文地质等资料 

A．4 设备相关资料 

1）建筑和设备平立面布置图 

2）设备明细表 

3）设备材质说明、大机组监控系统、设备厂家提供的图纸 

A．5 管道 



1）管道说明书、配管图 

2）管道检测相关数据报告 

A．6 电气、仪表自动控制系统 

1）生产单元的电力分级图、电力分布图 

2）仪表布置及逻辑图、控制及报警系统说明书、计算机控

制系统软硬件设计、仪表明细表 

A．7 公用工程系统 

1）公用设施说明书 

2）消防布置图及消防设施配备和设计应急能力说明 

3）系统可靠性设计、通风可靠性设计、安全系统设计资料 

4）通信系统资料 

A．8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1）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2）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计划 

A．9 规章制度及标准 

1）内部规章、制度、检查表和企业标准 

2）有关行业安全生产经验 

3）维修操作规程 

4）已有的安全研究、事故统计和事故报告 

A．10 相关的检测和检验报告 

 



附录 B： 

 

安全现状评价报告封面格式 

 

B．1 封面布局  

封面第一、二行文字内容是生产经营单位名称;  

封面第三行文字内容是建设项目名称;  

封面第四行文字内容是报告名称，为“安全现状评价报

告”;  

封面最后两行分别是安全评价机构名称和安全评价机

构资质证书编号。  

B.2 封面样张  

封面样张见图 B.1 。  



 

 

生产经营单位 

 

 

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评价机构名称 

安全评价资质证书编号 

 

 

 

 

 

图 B.1 安全现状评价报告封面样张 



附录 C:  

著录项格式  

 

C.1 布局  

“评价机构法定代表人，课题组主要人员和审核人”等

著录项一般分两张布置，第一张署明评价机构的法定代表人

（以评价机构营业执照为准）、审核定稿人、课题组长等主

要责任者姓名，下方为报告编制完成的日期及安全评价机构

（以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证书为准）公章用章区；第二张则为

安全评价人员（以安全评价人员资格证为准并署明注册号）、

各类技术专家（应为评价机构专家库内人员）以及其他有关

人员名单，安全评价人员和技术专家均要求手写签名。  

C.2 样张  

著录项样张见图 C.1 和图 C.2。  



 

 

 

生产经营单位 

 

 

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法定代表人：以评价机构营业执照为准 

审核定稿： 

课题组长： 

 

 

 

评价报告完成日期 

（评价机构公章） 

 

图 C.1 著录项首页样张 



评 价 人 员  

 

评价组长：* * *（资格证书号：APR— * * * *—* * * *） 签名  

评价组成员：* * *（资格证书号：APR— * * * *—* * * *）签名  

* * *（资格证书号：APR— * * * *—* * * *）签名  

            * * *（资格证书号：APR— * * * *—* * * *）签名  

            * * *（资格证书号：APR— * * * *—* * * *）签名  

            * * *（资格证书号：APR— * * * *—* * * *）签名  

            * * *（资格证书号：APR— * * * *—* * * *）签名  

报告编制人：* * *（资格证书号：APR— * * * *—* * * *）签名  

            * * *（资格证书号：APR— * * * *—* * * *）签名  

报告审核人：* * *（资格证书号：APR— * * * *—* * * *）签名  

 

 

技 术 专 家 

（列出各类技术专家名单） 

 

 

图 C.2 著录项次页样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