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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力  黄曙东  王以群  高文宇  张 锦 

（南华大学人因研究所，湖南衡阳，421001） 

摘  要 
以人因工程学、控制论和安全科学为工具，采用综合集成及实

证性方法，研究了人因（事件）分析学科面临的问题和发展趋势、

人因事件分类体系、人因事件成因理论、人因事件定量评价方法、

人因事件数据采集、处理及数据库、组织管理因素对人因事件的作

用和影响、人因事件根原因分析技术、人因事件模式与影响及严重

度分析、人因事故防御方法与策略，构建了反应堆系统中人因事件

分析理论和方法，且在大亚湾核电站、岭澳核电站获得了成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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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Rea0ctor System1)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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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Human Factors, Nanhua University, Hengyang, Hunan, 421001) 

ABSTRACT  
     Making use of human factor engineering, control science and safety science 
and adopting the method of systemically collection and doing research work 
factually,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problem and tendency of human factor science,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the formation, the quantitative appraisal, data collection and 
data bank, the effect and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the root cause 
analysis technology, and human error failure mode and effect and criticality analysis, 
the method and strategy of defense-in-depth for preventing human-initiated accident. 
The human factor accidents theory and mechanism are constructed. All of the above 
was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Daya Bay Nuclear Power Station and Lingao Nuclear 
Power Station. 
 
Key words: Reactor system, Human failure event, Analysis, Precautionary, Classification 

system, Data collection, Data bank 

Category: TL364.1 
 
 
 
 
 
 
 
 
 
 
 

                                                        
1 ) Sponsored by Technical Basic Projects of National Defense (Z012000A003) and National Nature Science 
Fundastion (7987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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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意义及背景 

1. 1  研究目的与意义 
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人们已深刻认识到人的因素对核反应堆（包括核电

厂、核动力装置和各种研究堆）这一大规模现代化人-机系统运行安全的重要性。进一步

的研究表明，随着科技进步，系统设备（硬件及软件）可靠性不断提高，运行环境得到大

的改善，但作为反应堆人-机系统重要的一方——人，一方面，由于其生理、心理、社会、

精神等特性，既存在一些内在弱点，又有极大可塑性和难以控制性；另一方面，尽管系统

的自动化程度提高了，但归根到底还要由人来控制操作，要由人来设计、制造、组织、管

理、维修、训练，要由人来决策，因而，人在系统中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更加重要和

突出了。特别是从安全性来看，由人的因素诱发的事故已成为系统最主要的事故源（之一）
[1]。事实上，根据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瑞典、瑞士近年联合进行的核电站事故调查

资料，人因相关事件，六国的平均值超过 60％，最高的竟达 85％[2]。在国内，大亚湾核电

站和秦山核电站运行经验反馈也显示人因在运行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运行事件（LOE）中
75％）[3]。核动力装置和研究堆统计数据亦类似。因此，预防与减少人因事件已是确保核

电站安全运行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然而，只有在对人因事件作出准确分析与预测的基础

上，才可能制定出预防和减少人因事件的有效策略和手段，否则，防范事故的方法可能是

不合适的，最终将是无效的。所以，反应堆系统人因事件分析与预防方法研究是核安全分

析与可靠性工程亟待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实际意义。 
1. 2  研究背景 

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之后，人因事件分析与预防方法研究成为了国际核安
全界瞩目的焦点之一，每年均有大量有关的论文发表，其目前主要涉及的方向和发展趋势

为：人因事件模型研究；人因事件根原因分析方法；共因分析；动态事故分析；人因事件

监控系统；人因事件预测理论与方法等。这些研究已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但是，因为

人-机系统以及人因事件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技术系统，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社会

环境和物质条件，决定了人们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

产物的人因事件研究不可能存在一种国际通用模式，需要依据本国实际，借鉴国外先进成

果，开展具有本国特色的人因事件分析研究，这亦正是国际上人因事件分析研究的一个显

著特点。 
我国对人因事件的分析研究于 20世纪 90年代初期才有所涉及，与国外的差距较大。

可以代表我国目前研究水平的项目有：清华大学黄祥瑞于 1993 年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人的失误及人的可靠性分析研究”，其主要研究内容为人的失误分类和可靠性评

价方法，其中有部分可作为人因事件分析研究的基础。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张炯等人对

核反应堆人误数据作了统计分析研究。本文作者也于 1990 年起开展了与人因事件分析研
究相关的“核电站人员可靠性基础研究”， “复杂人-机系统中人员可靠性研究”等项目。

这些研究对促进我国及核安全界人因事件分析研究作出了贡献，但由于它们的研究重点是

人的失误或人的可靠性，而不是事件分析，因而未能构建较完整的人因事件分析理论和方

法。而本项目试图在该方面做出贡献。换言之，在人因事件的发展链中，上述研究较好地

探讨了其起源，而本项目继续探讨事件的形成、发展、预测及预防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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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对象、目标与方法 
2. 1  研究对象 

本项目研究对象主要为反应堆系统中的人因事件及与其相关的运行人员、管理人员和

维修人员（包括其个体、群体和组织）行为的可靠性。 
2. 2  研究目标 

反应堆人因事件分析方法与预防方法。 
该方法体系在反应堆系统的实际应用。 

2. 3  研究方法 
人因事件是人因失误和系统其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因失误由个体的、群体的和

组织的失误构成；人因事件既有统计规律性，又具突发性和无序性，因而人因事件分析研

究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产物，同时反应堆系统中的人因事件本身也是一个开放的

复杂巨系统，所以本项目采用钱学森教授等人在研究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时所提出的定性定

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在这里，综合集成的含义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为所要建立的人因

事件分析与预防方法体系是由人因事件分类体系、人因事件成因理论、人因数据管理系统、

人因事件根原因分析技术、人因事件模式及影响与严重度分析技术、人因事件定量评价方

法、人因事件纵深防御系统等综合集成的；二为研究历程体现了综合集成，即首先着重定

性研究，探讨反应堆系统中人因事件的特征、模式、分类及成因模型，次之寻求可行的定

量分析手段，尔后定性定量相结合，获得人因事件定性定量评价方法，进而建立人因事件

纵深防御系统，再将所初建之方法、技术应用于实践，对其验证、修订、完善，从而达到

研究目标；三为所用研究工具呈现出综合集成性，即采用的理论工具为：认知心理学、组

织行为学、人因工程、系统工程、控制论、数据库技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 
同时，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还始终贯彻实证性研究方法，将核电站作为主要考察对象，

在此基础上建立有关方法和技术。 

3  主要研究内容与成果 
3. 1  人因分析学科在理论和应用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发展趋势研究 
3. 1. 1  人因分析的涵义 

人因分析的定义，目前尚无统一的认识，本研究提出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界

定人因分析的涵义[4]。 
其广义是指分析人在系统中的功能、作用和影响。其狭义是特指人对系统可靠性的影

响，包括传统的人的可靠性分析（HRA），人因失误分析（HEA）、人因事件分析、人-
机界面分析、人的特性分析等。本项目研究主要是针对该术语的狭义而展开的。 
3. 1. 2  人因分析面临的主要问题 
3. 1. 2. 1  人因可靠性分析（HRA）方法 
    迄今为止，HRA 已有数十种方法，它们被划分为以 THERP（人误率预测技术）为代
表的第一代或称为静态的基于专家判断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 HRA 方法和目前正在兴起的
称为动态的基于认知科学的第二代 HRA 方法[5]；也有人把它们划分为人的工程学可靠性

研究策略和人的行为学可靠性研究策略[6]。这些方法对 HRA 的发展和应用起了良好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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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用，但正如许多 HRA专家所评论的那样，它们均尚存在诸多不足[7, 8]。 
   （1）HRA的三项基本功能 
    HRA作为风险管理的工具，它应达到三个基本目标：辨识什么失误可能发生；这些失
误具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如何减少失误的可能性和/或减轻其影响。为此，一个完整的 HRA
过程必须包含以下项目： 
    a. 任务分析（描述运行人员应当做什么）； 
    b. 失误分析（确定什么可能会出错）； 
    c. 表现形式（以一个逻辑的和量化的结构，确定人与其它硬件、软件和环境事件共同
卷入的事件的后果影响）； 
    d. 量化（推算失误的可能性）； 
    e. 失误减少（减少人误对风险的影响）； 
    f. 质量保证和资料编制（确保该评价是有效的，且能够作为将来设计/运行的一个信息
资源）。 
    然而，现有的许多 HRA技术仅仅具有该 HRA过程的部分功能（主要为人误辨识和量
化），而只有少数技术可处理完整的 HRA过程。 
   （2）HRA方法的完备性、有效性和可靠性 
    为了保证 HRA能达到其三项基本功能，HRA方法须具备完备性、有效性和可靠性。 
    HRA方法的完备性是指：可覆盖所有类型的人员行动；可按需要对一项行动作出不同
粗细程度的分析；可分析所有类型的人误；可分析影响行为的所有因素；具有人因灵敏度。 
    HRA方法的有效性是指：可准确地对人的行动进行建模；所使用的人误数据可转换用
于一项特定的概率风险分析（PRA）中；分析评价的结论与其它（合格的）方法评价结论
一致。 

HRA 方法的可靠性是指：被不同的用户或同一用户在不同时间对一项给定的任务分
析所得结论一致；所有的假设、模型和数据可证明或可测试。 

然而，现有的 HRA方法在完备性、有效性和可靠性方面均或多或少地存在不足。 
   （3）受限于 S-O-R模式 
    许多 HRA方法都基于 S-O-R（刺激-机体-反应）模式的一个简化应用之上。为了预测
“R”，把注意力集中“S”上，或更准确地说，是集中于那些与所期望的反应密切相关的
刺激上。作业者被模式化为一个被动的信息处理机，他被看作为一个“反应器”，而不是

一名“行为者”。因而这类 HRA方法实际上是任务可靠性分析，而不是人员可靠性分析，
其实质是仍未摆脱工程可靠性的思路与束缚。因此，应当改进 S-O-R模式，把更多的注意
放在“O”上，建立以人为中心的模型，强调作业者的特征和所处环境，特别是强调作业
者所遵从的规则和其文化、态度、目标。 
   （4）人因事件的动态性 
人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与系统相互作用的动态性，人因事件一般不是在时间的某一

特定点就完成了它的酝酿、形成及发生，而是迭代的、交互的过程失效。然而现有的 HRA
方法却几乎不能处理人因事件的动态性。 
   （5）实用性欠缺 

HRA 中所用多为简化模型，常不能以一个可接受的精确度来刻划出真实系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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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可供模型使用的数据极为缺乏，常不得不由专家判断代替，这些均导致了 HRA 实
用性欠缺。 
   （6）模型间的接口问题 

目前一些可用的 HRA方法一般是针对某些特定系统或某类人员行为，即为解决人员
可靠性某个特定的方面专门开发的，而解决其它方面的问题时则不足了。然而，在现实系

统中，人员的行为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为了更好地分析存在于同一系统中的不同类型或不

同方面的人员行为，常常采用多个模型组合使用的方法。例如，在核电站事故处理过程中，

主控室运行人员的行为过程至少包含着两个阶段：诊断和操作。人们常用 HCR 模型处理
诊断过程，用 THERP处理操作过程，这是考虑到 HCR模型和 THERP方法各自特性而作
出的组合。若只用 THERP，则可能使得事故处理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的“诊断步骤”的度
量太粗糙；若只用 HCR模型，对于具体的操作，它又不如 THERP可反映出各类操作的不
同失误特征。因此不得不采用 HCR模型＋THERP的模式。然而，这在时间的分割（诊断
时间和操作时间）上便存在一个 THERP与 HCR的接口问题。显然，接口方式是否合理，
影响着 HRA 的有效性和精确度。本文作者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两种接口方式及
选取原则[9]。 
3. 1. 2. 2  人误机理问题 
    人的失误机理，包括人的认知行为特性、行为模型、失误类型、失误内部机制、失误
源、失误形态、失误背景、失误结构、失误观测、控制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无论是从理论

上还是实践上都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3. 1. 2. 3  人因分析的客观性与一致性问题 
   人因分析的客观性与一致性问题主要来源于对 PSFs（人员行为形成因子）的分析及量
化。现行的 PSFs 处理多为非结构化方式，极度依赖使用者的判断，致使具有不同学识背
景、不同经历、不同层次的使用者对同一问题获得相距甚远的结论。 
3. 1. 2. 4  人因分析数据的可用性 
由于人因数据采集的极度困难，致使人因分析长期缺乏较充分的可用数据。迄今为止，

使用最普遍的人因数据库是 Swain 等人于 1983 年出版的《人员可靠性分析手册》[10]。目

前，已建的较为大型的人因数据库还有美国的 NUCLARR，英国的 CORE-DATA，日本的
IHF和 HFC库，法国电力公司（EDF）M310中的人因数据子库等。在这些数据的可用性
上，至少有三方面的问题尚待解决。一为数据的可靠性。上述数据库中，来源于实际的原

始数据并不多，更多的是专家的判断数据或从原始数据再依据某类法则外推获得的数据，

而专家的判断和外推法则是否合理，却常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明。二为这些数据库均是

针对某个专门领域建立的，如《人员可靠性分析手册》的数据是为核动力工业建立的，它

能否用于交通系统（如火车）风险分析，我们尚不得而知。因为从一个领域或一种技能变

换到另一领域或技能，可能这两个领域仅是形式上不同或技能上程度的差别，但也可能是

定性上的不同，即它们可能具有不同的认知结构和信息处理机制。三为他国数据的可引用

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教育背景、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决定了人们

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因此，一个国家不宜直接引用他国的人因数据，而须作必要

的修订。但是，仅仅如现在普遍使用 THERP数据时那种修订模式，即仅通过 PSFs来调整
就可接受了吗？我们认为是远远不够的，THERP中的 PSFs并未充分刻划不同国家背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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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行为特征间差异的映射关系。 
3. 1. 2. 5  人因分析中的文化因素 
    复杂人-机系统的社会技术特征，提示我们做人因分析时，必须充分重视人因中所包含
的文化因素，否则，就可能遗漏掉许多重要信息。这里“文化因素”指系统中人员和组织

的科学素养、道德水准、心理素质、工作态度、思维习惯和工作作风，即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所极力推行的安全文化[11]。 
3. 1. 2. 6  组织管理层的人因分析 
人因分析不应仅局限于个体，还应包括组织管理方面；组织错误是一种更严重的人误，

这些近年来已为人们所共识。有不少的著名人因分析专家致力于研究组织管理层的人误问

题，但普遍地看，组织管理层的人因分析至少尚存在以下不足。 
   （1）适合于组织管理层人因分析的技术、模型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有效性（质量）上远
不如个体层次的多。 
   （2）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极为少见，多为借助 PSFs 引入模型——实际上仅是组织
因素对个体因素作用的映射。 
   （3）考虑常规的组织结构、管理过程的多，而极少涉及管理决策层次。其原因是研究
分析工具不足。我们认为，管理决策层次的人因分析是复杂人-机系统最高层次的人因分析，
它对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和效益有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发展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应当更多借用、借鉴管理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的最新理论来拓宽我们的思路和

工具。 
3. 1. 3  人因分析研究的发展趋势 
    人因分析是一门正在发展的学科。从其目前的状况来看，这门学科的最大特点是涉及
大量不同的技术方法，且这些技术方法本质上均为定性定量相结合。前者反映出人因分析

的应用复杂性及理论不成熟性，而后者为人因分析的研究对象所确定。总的来看，人因分

析研究的发展趋势仍将沿着上述两大特点而展开，逐步逼近一个较完善的人因分析理论与

应用体系。 
3. 1. 3. 1  人因分析基础研究 
人因分析基础研究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1）人的行为（失误）机理研究 
    人的行为包括常规的动作（操作）行为，也包括认知行为和决策行为。另一方面，人
的行为存在于三个层次上：个体、群体和组织。因而，人的行为（失误）机理研究，也应

当建立在这三个层次上，系统地研究人的行为特性、行为模型、失误类型、失误内部机制、

失误源、失误形态、失误背景、失误结构、失误观测、控制管理等方面。 
   （2）人员失误基本模型 
  至今尚无一个较完善的人员失误基本模型。人因分析者采用的多为关系式和概念性的

框架，而不是在分析理解人误是怎么发生的以及随后验证的基础上推导出来的理论模型。

欲使人因分析成为风险管理（如 PRA）的一种重要工具和组成部分，则必须加强这方面的
研究。特别是定量模型和结构化的定性-定量模型。 
   （3）人因数据库 
  有三个问题特别重要：一是数据描述方式。传统的枯燥的单纯数字式数据或数字加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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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条件式数据不能满足人因分析者对该数据所描述的人误的理解和对该数据的有效使用，

因此需研究和使用能保持失误各因素间原始基本关系的新型数据[12]。二是如何保证所采集

数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和有用性，为此需研究结构化的数据采集模式和准则[13]以及人误

因素辨识技术[14]。三是应由主要具有数据收集与分类功能的传统数据库发展成为兼有数据

采集、分类、分析、计算、预测等功能的人因数据管理系统。 
3. 1. 3. 2  人-机系统设计指导 
    人因分析可对人-机系统的合理设计给予指导，这是人因分析生命力之所在的一个重要
方面。人因分析对人-机系统设计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人-机功能分配、人-机交互关系、
操作人员监督功能等方面。为便于实际应用，需要将人因分析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工程化、

标准化。另一方面，在工程化、标准化的转化过程中，还必须充分重视转化方式的可行性、

有效性和可用性。 
3. 1. 3. 3  安全评价与事故防范 
可以从两个完全不同的侧面来研究系统的安全性，即系统安全评价和事故调查与分

析，而这两者都需要人因分析做出贡献。 
（1）安全评价 

    安全评价有包括定性、定量在内的多种评价方法。对于大规模复杂人-机系统，当前使
用最广泛、最有效的是概率风险评价（PRA）。人因可靠性分析是 PRA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 PRA中最难以量化的部分，它影响到 PRA结果的准确性，其根源在于前文所述 HRA
尚未解决的诸多问题。一方面，要深入研究 HRA尚存问题；另一方面，也要研究现有 HRA
技术与 PRA的接口技术，以使其最大限度地满足 PRA之需要。 
（2）人因事件/事故分析 
事件/事故调查与分析的目标是从人及系统特性来辨识一个事件/事故的根原因以及给

出预防模式。业已发现，在人-机系统中，大量的事件/事故属人因事件/事故，即由人的因
素而诱发的事件/事故。包括人因事件/事故分类、人因事件/事故成因理论、人因事件/事故
根原因分析技术、人因事件/事故模式及影响与严重度分析、人因事件/事故数据采集与处
理方法、人因事件/事故防范策略选取准则、人因事件/事故监控系统等内容在内的人因事
件/事故分析理论与方法研究将成为人因分析学科的一个研究热点和重点。 
上述研究成果为本项目奠定了研究基础，刻划出了本项目的研究框架和方向。 

3. 2  人因事件分类体系 
3. 2. 1  人因事件分类 

参照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标准，本研究把反应堆系统中的人因事件分为三大类： 
A类：能导致设备或系统潜在不可用的人因事件； 
B类：本身或者结合设备失效直接导致初因事件发生的人因事件； 
C类：发生在系统故障发生后，在执行安全行为时的失误或者使故障后果恶化的人因

事件。 
A类、B类和 C类人因事件也可分别称为事故前人因事件、激发事故初因的人因事件

和事故后人因事件。 
3. 2. 2  人因失误分类 

人误的分类应有助于解释人误的内在机制和诱发其产生进而导致人因事件发生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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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意图的行为 

 有意图的行为 

 偏离 

 疏忽 

注意失败

存储失败

 错误 
运用规则或

知识失败

人误分类 

理论层次 

 失误外部模式  失误内部模式  行为层次 
人 误

分 类

应 用

层 次 

图 1  人误分类体系 

本原因。另一方面，理论上的研究与实际应用对人误分类有着不尽一致的要求。本研究设

计了包含理论和应用两个层次的分类体系。在理论层次上，基于 Rasmussen的 SRK模型，
从概念的视角，人误被划分为偏离（slip）、疏忽（lapse）、错误（mistake）。在应用层
次上，考虑到可操作性和为了保存一个失误尽可能多的可用信息，其含有三个子分类系统。

通过应用层次三个子分类系统的综合，一个人误可以进入理论分类层次。该分类体系各层

次包含类别的含义及关系如图 1所示。 

 
 
 
 
 
 失误行为 

 
 
 
 
 
 
 
 

 
 遗漏型     执行型   规程    规章     输入失误      内部认知失误     输出失误      技能级     规则级    知识级 

 
 
 
 

3. 3  反应堆系统人因事件成因理论 
3. 3. 1  反应堆系统运行控制特征及对人因的影响 

反应堆系统是一个复杂、高度自动化的人-机系统，其操作人员在长期训练及现场体
验所获得的知识、技能和操作规程的基础上，通过主控室把握系统工作状态，进行复杂的

控制操作。其运行过程为：通过仪表、视听显示装置将系统的运行状态信息传送给操作人

员，操作人员通过认知处理后，作出控制操作，其特征是“监视－确认－决策－控制”[15]，

反应堆系统的这种运行控制特征使得人因失误发生的可能性较大，并且大量的潜在危险集

中在较少几个人身上（如主控室人员）。另外，由于系统的高度复杂性、耦合性和大量防

御装置增加了系统内部行为的模糊性，管理人员、维护人员、操作人员经常不知道系统内

正在发生什么，也不理解系统可以做什么，这也使得人因事件的后果及影响易于恶化。 
3. 3. 2  反应堆系统操作人员认知行为模型 

基于反应堆系统运行控制特征和人因事件分类体系及 Rasmussen的三级模型，可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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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堆操作人员认知行为模型（如图 2所示）。 
 
目  标                                                       

时间制约 

条    件 

 
             识别确认                 推理判断                         方案设计          

                （状况/状态）          （状态/原因、理由）           （原因、理由、预测/任务）     （知识级） 

       
   

结合（状况/状态、状况/作业）                结合（状况/作业规则）       （规则级） 

 
                       知觉（注意焦点）                               任务 

 
  外界“状况”                                                          自动的感觉 

     形成                                                                操作模型      (技能级) 

                                                             
      感觉（视听觉）            （操作人员）              操作     

             利用可能的感觉输入          （机械系统）              动作 

  
   仪表视声显示装置                                    系统状态 

                                          检测系统                      反应堆系统 

   呈现系统状态信号                       

图 2  反应堆系统操作人员认知行为模型 

 
3. 3. 3  诱发反应堆系统人因事件的主要因素 
通过对大量人因事件的分析，发现诱发反应堆人因事件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下列几个

方面： 
   （1）操作人员个体的原因：疲劳、不适应、注意力分散、工作意欲低、记忆混乱、期
望、固执、心理压力、生物节律影响、技术不熟练、推理判断能力低下、知识不足。 
   （2）设计上的原因：操作器/显示器的位置关系、组合匹配、编码与分辨度、操作与应
答形式，信息的有效性、易读性、反馈信息的有效性。 
   （3）作业上的原因：时间的制约、对人机界面行动的制约、信息不足、超负荷的工作
量，环境方面的压力（噪音、照明、温度等）。 
（a） 运行程序上的原因：错误规程、指令、不完备或矛盾的规程、含糊不清的指令。 

   （5）教育培训上的原因：安全教育不足、现场训练不足（操作训练、创造能力培养训
练、危险预测训练等）、基础知识教育不足、专业知识、技能教育不足、应急规程不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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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应付事故的训练。 
   （6）信息沟通方面的原因：信息传递渠道不畅，信息传递不及时等。 
   （7）组织管理因素：管理混乱，不良的组织文化等。 
3. 3. 4  紧急情况下反应堆操作人员误判断与误操作数学模型 
通过在紧急情况下人的误判断和误操作实验，得到了紧急情况下成年人的特征数据，

进而建立了紧急情况下人的误判断与误操作数学模型。 
（1）误判断模型为：      r＝0.3878/t＋0.0060 
式中，r为误判断率，t为信息显示时间（表征紧急情况）。 
（2）误操作模型为：         R＝1.9811/T2－9.5176/T＋17.4007     
式中，R为误操作率，T为信息间隔时间。 
（3）与国外数据进行了比较研究，获知中国人与外国人在紧急情况下的误判断率和误

操作率无显著差异。 
3. 3. 5 人因事件成因模型 
依据反应堆人-机系统的特征和对人因事件产生机制和途径的分析，可建立反应堆人因

事件成因模型（如图 3所示）。 
 

组织              工作场所             个体/团体         防御系统              输出 

潜在失效路径 

 
图 3  人因事件成因模型 

 

3. 4  人因事件定量评价方法 
在深入研究国际上人因事件定量评价现有主要方法的功能、特性、适用对象和范围及

缺陷的基础上，针对我们所建立的人因事件/人因失误分类体系而建立了相应的人因事件定
量评价体系。即对事故前的人因事件建立了 THERP＋统计方法为主的评价技术；对激发
初因事件的人因事件，建立了以 ATHEANA＋统计方法为主的评价技术体系；对事故后的
人因事件，建立了以 THERP＋HCR及 CREAM相结合的评价技术。 
3. 4. 1  事故前人因事件评价技术 

事故前的人因事件分析主要是分析系统在正常运行时，由于对系统安全相关的仪器、

设备进行维护、校验、测试等工作中的人因失误，导致设备或系统处于潜在失效状态。主

 
管理决策和 

组织过程失误 

 
人误和违章

产生条件 

 
人误和

违章  人因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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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日常的和修复性维护、调校、监视检测和纠正恢复活动等。这些任务可以由运行人

员、就地控制人员以及维修人员在非事故条件下完成，它们可能影响到安全系统在需要投

入运行时的可用性。 
由于在部件维修中的一些潜在人误已经在估算部件失效率中得以考虑，所以它们没有

被包括在人因事件分析中。这些类型的维修失误经常是指修理或调试。也有一些未被包含

在失效率数据中的维修失误，其主要是涉及维修后（PM）和调校（PC）后的测试恢复活
动。 
3. 4. 1. 1  事故前人因事件分析基本程序 

事故前人因事件分析基本程序如图 4所示。 
   （1）系统熟悉 

通过调查、观察与访谈掌握第一手资料。在了解系统

基本情况的前提下，着重观察包括一些实际的调校任务、

调校后和维修后测试活动以及了解这些活动中涉及到的

程序及使用情况，尤其要强调恢复任务。相关的书面程序

和其它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 周期性的测试一览表和校准一览表； 

b. 事件树文件； 
c. 预防性的维护程序； 
d. 系统事件历史； 
e. 普通的事件数据； 
f. 管道和仪器图表。 
在了解和熟悉系统情况基础上，人因分析人员还需要

完成系统基本情况假设和边界条件的确定，对系统的人员

组织、相关性等情况做出一个基本假设。 
   （2）辨识关键系统 

A类人因事件的主题是与安全相关的存有潜在事故的
系统。根据经验，可着重研究： 
    a. 在测试或维护活动后可能被置于错误状态的阀、继
电器和开关。 

b. 需要切断电源和启动信号的工作，如测试、定期更
换、维护工作、质量控制检查等，错误完成后可能使得启

动信号无效的系统。典型的设备如泵、电动机、柴油发动机和风机。 
c. 需设定信号阈值的保护系统。 
d. 需校准信号的保护系统中的测试仪器。 

   （3）辨识关键任务 
对于事故前的人因失误应该着重检查的任务如下： 

    a. 系统和设备安全相关的周期性测试，典型的从一周到一年的测试，通常在工厂的记
录或程序文件中查出。 

b. 保护系统仪器和测试仪的校准，包括安全限制的设定。细节问题能够在仪器说明书

 系统熟悉 

辨识关键系统

  筛选确定关键人因事件 

 赋予 BHEP  

 确定相关性 

  辨识恢复因子 

辨识关键任务

  图 4  事故前 HRA步骤流程

  计 算 

 辨识关键人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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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控制维护记录程序中发现。 
c. 对于单个主要设备（包括一组相似的元件）周期性的预防性维护行为。 
d. 变更操作的行为。 
e. 起动测试和检查。这些测试和检查的有效率和完成率需要检查并作为修复因子来考

查。 
   （4）辨识关键人机界面 
通过对工作任务的分析来确定相关人机界面在完成该项任务中的重要度。 

   （5）筛选确定关键人因事件 
全面分析和评价所有事故前人因事件显然是不现实和不经济的，应在与 PSA/PRA 系

统分析人员充分交流的基础上，辨识与筛选在维修、实验、校验等工作中需作 HRA 的人
因事件。可将分析范围限制在与系统安全相关的重要部件或系统上。这一过程不是一次性

的任务而是连续与反复的评价工作。 
关键人因事件的筛选可遵循以下原则： 

    a. 集中考虑对堆芯熔化频率有 1% 贡献和对系统不可用度有 10% 以上贡献的人因事
件； 

b. 不同的筛选必须保持一致性，截断准则不会影响分析结果的正确性； 
c. 在定量计算中避免双重计算结果； 
d. 在考虑共因事件时，要考虑相关性。  

   （6）基本人误概率（BHEP）赋值 
    BHEP的确定可通过查 THERP附表获得，THERP表格是汇集一般工业与核能工业人
员在操作上的失误概率与种类，经汇总后整理而得。使用 THERP 量化人因失误率，先要
找到合适的表格。THERP表格共 27个（其表号为 20-1～20-27），分为七部分。各表格的
大致内容简介如下： 

表 20-1及表 20-2为不同状态下粗值筛选所决定，由于对不需深入量化的人因失误，
皆以 0.1 作为粗值，所以这两个表格较少使用。表 20-3 和表 20-4 为在短时间内产生报警
数目与操纵员判定系统状态失误的关系。表 20-5至表 20-8为针对有无程序书的各种情况
下，评估操纵员忽略了某些步骤的可能性，在量化维修、测试时的人因失误时常常使用。

表 20-9至表 20-14则为操作失误率的相关表格，对于各种类型的按钮、旋钮、阀门等的操
作失误机率有极细的分类。表 20-15至表 20-19为PSF的选择依据及相关性的参量。表 20-20
至表 20-21为偏差范围判断的依据。最后，表 20-22至表 20-27为动作相关性表格。 
   （7）确定相关性 

当所有人误动作个别量化完成后，还须考虑在序列量化所得的任一最小切割组合中，

若含有两个以上的人误动作，则必须对其相关性加以考虑，否则将严重低估人因失误的概

率。在人的可靠性分析中，我们采用 THERP的方法来处理相关性的问题。 
根据访谈结果及对两人误动作的了解，判断其相关性，并带入公式得到 P(B/A)，如

此便可以求得最小切割组合中 A和 B动作同时失败的可能性 P(AB)＝P(B)P(B/A) ，而非
等于 P(A)P(B)。 

如果最小切割组合中含有三个人误动作 A，B和 C，则可依上述方程处理 A和 B之间
的相关性后，将 AB视为一个人误动作再考虑其与 C之间的相关性。因此 A，B和 C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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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概率 P(A∩B∩C)＝P(A∩B)P(C/AB)＝P(A)P(B/A)P(C/AB)。 
   （8）辨识恢复因子 

恢复因子是在人因失误后由于某种弥补措施，使得人因失误得以发现而被纠正，或使

由于人因失误所引起的系统、设备等的失效恢复正常或缓解其不良影响的一个综合修正因

子。 
在反应堆系统中，最重要的恢复因子为： 

    a. 有利于快速发现失误并采取正确行动的恢复因子： 
  RA——即使阀处于错误的位置，但一个自动系统能校正一个列或单元以执行安全功
能； 
  RB——一个清晰的报警器报警或一个参数的显著改变足以提示操纵员某些设备处于
不正确的状态； 
  RC——校准、阈值设定、维护后的一个独立测试，使得能发现一些人误； 
  RD——在维护或校准后要求另一个人根据检查表或“签名确认”等方式检查设备单
元的状态和电气连接（动力连接）状态，或者是先前工作的执行者对相似的任务做一个单

独的检查； 
  RE——每天或定期的“检查表”方式检查或“签名确认”等方式检查也可能发现一些
人误。 
    b. 有利于减少重复失误的恢复因子 
    DA——在冗余设备单元上的钥匙和锁的严格的管理控制以及计划和工作授权上的严
格的管理控制，以确保同一个人或同一班组在同一时间不工作于多于一个的类似的冗余

列； 
    DB——在工作于不同的冗余列时，要求检查或更换所使用的工具、化学药品（试剂
等）、校准仪器等； 
    DC——要求所工作的冗余列最好不在同一个地点，以免工作人员连续地作用于所有
类似的冗余列； 
    DD——如果允许同一个人或同一班组工作于所有的相似的冗余单元，则必需对每个
冗余单元上的工作提供充足的时间； 
    DE——在完成一个单元的工作，对下一个相似单元执行相似的工作时，要求对已完成
的工作进行确认检查并记录在纸上。 
3. 4. 1. 2  事故前人因事件的定量计算 
对于事故前人因事件的定量计算，我们提供了两个不同程度的计算方法。一种为比较

简单的方法，因为考虑到需分析的事前人误比较多，对于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事前人误值，

可采用这种方法进行计算。然而对于经初步计算，对该结果的精度有进一步要求的，或该

人误对系统可靠性影响极大的，则有必要进一步考察该人误事件，采用复杂的方法计算其

失误概率。 
   （1）简单的计算方法 
    a. 确定事前人误的类型及其基本概率（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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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事前人误的类型及其基本概率 

事前人误类型 受影响的部件 基本失效率（PB） 

机械设备被置于‘关’的位置 手动阀、气动阀、电动阀 3.0E-2 

机械设备被置于‘开’的位置 手动阀、气动阀、电动阀 3.0E-2 

控制设备置于不适当的状态 
（压缩空）气动阀、电动阀、 

泵、离心风扇、轴风扇 
3.0E-2 

仪器、仪表校准错误 

流量传感器、压力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放射性传感器、 

水平（level）传感器 

3.0E-2 

    b. 确定存在的恢复因子的类别及其失效概率（见表 2）。 

表 2  恢复因子的类别及其失效概率 

类别 

编号 
恢复因子 

恢复因子失效的概率 

PNRA 

1 

 

 

 

 

 

一类报警器报警 

参数值明显改变 

再验证以便故障能被有效地发现 

故障能被在标准模式改变时执行的检查所发现 

管理方面的措施以对某些设备进行正确性锁定（保证其正确性） 

1.0E-3 

 

 

 

 

 

2 监测性测试 1.0E-2 

3 

 

主控室的指示器 

低于一类的报警（如在屏幕上的报警） 

1.0E-1 

 

4 无上述恢复因子 1 

    c. 计算 
与设备或控制设备相关的事前人误率 PF为： 

PF＝PB×PNRA 

式中： PB——基本人误概率（3×10−2）； 
  PNRA——恢复因子失效值，取决于表 2。 
与仪器信道中的多个相似部件相关的事前人误率 PF为： 

PF＝PB×Pc2 • Pc3 ··· Pcn×PN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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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a2
a1 A2 

F

S 

式中： n——涉及的同类部件的个数； 
      PB——基本人误概率（3×10−2）； 
    PNRA——恢复因子失效值，取决于上表； 

Pc——相关因子： 
当 i＝2时，Pci＝0.5；当 2＜i≤n时 Pci＝1。   

   （2）复杂的计算方法 
    主要在于恢复因子的考察上，要比简单计算中的分类和分析更详尽。另外在相关性和
人误造成的共因失效上应特别考虑。 
    a. 根据 THERP手册中的人误率表[10]或其它可靠的人员数据，结合本厂的人因数据确

定人因事件的基本失效率（建议收集、整理本厂有关事前人误数据）。若失误涉及两个以

上的独立动作，则还需运用人因事件树分析。 
    b. 第一，考虑其它非人相关的恢复因子的作用。如前所述，辨识出存在的恢复因子，
并查相关数据表格确定恢复因子的取值。第二，考虑人相关的恢复因子的作用。根据是否

有人监测或检查前一人的工作确定来自于人的恢复因子和人员相关性计算，典型的可用下

面一个人因事件树（如图 5所示）表示。可根据表 3得到人员相关性计算。 

   
 

 

    

 

图 5  简单人因事件树 

a1——维护、实验人员成功完成某一操作；  A1——维护、实验人员未成功完成某一操作； 

a2——巡视、复核人员纠正前者的失误；  A2——巡视、复核人员未能纠正前者的失误。 

因而总的失误概率为：P＝PA1×PA2，其中计算 PA2时应考虑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表 3  条件概率公式 

相关度 成功公式 失败公式 

零相关 (ZD) Pr[S”N”|S”N－1”|ZD]＝n Pr[F”N”|F” N－1”|ZD]＝N 

低相关 (LD) Pr[S”N”|S” N－1”|LD]＝(1＋19n)/20 Pr[F”N”|F” N－1”|LD]＝(1＋19N)/20 

中等相关 (MD) Pr[S”N”|S” N－1”|MD]＝(1＋6n)/7 Pr[F”N”|F” N－1”|MD]＝(1＋6N)/7 

高相关 (HD) Pr[S”N”|S” N－1”|HD]＝(1＋n)/2 Pr[F”N”|F” N－1”|HD]＝(1＋N)/2 

完全相关 (CD) Pr[S”N”|S” N－1”|CD]＝1.0 Pr[F”N”|F” N－1”|CD]＝1.0 

        注：在不同的相关度下，当任务“N－1”成功或失败时，任务“N”成功或失败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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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如果系统中存在类似的子系统或部件，并且它们在一次维修（实验或测试）中被涉
及，则还应考虑人因失误造成的子系统（部件）共因失效。可在故障树中用同一的共因失

效处理方法进行处理，如若需计算多个部件由于类似人误造成同时失效的概率，也可运用

表 3进行处理。 
   （3）两类典型人因事件的量化 

阀门错置与校正偏差是反应堆系统最常见的两类事故前人因事件，其定量计算方法举

例如下。 
    a. 阀门错置的人因事件 

阀门错置一般发生在阀门维修、测试后，工作人员未能回复其应有位置，由于维修失

误已在部件失效概率中得以体现，而电动/气动阀门在主控室均有位置显示，且巡检频率每
一个运行值至少一次，因此，阀门错置通常仅需考虑手动阀门错置的人因事件概率。 

考虑在一个测试周期间可能的多次巡检对该人因事件的修正，阀门错置造成系统/部件
不可用的概率可用以下公式表示计算： 

U＝Pd/t 

d＝h1＋c1h2＋c1c2h3＋c1c2… • cm－1hm 

其中：U——阀门错置引起的系统/部件的不可用度； 
P——维修或测试后阀门错置概率； 
T——测试周期； 
d——阀门错置而未被发现并更正的总时间； 
hi——例行巡视周期； 
ci——第 I次巡视时未能发现并更正的概率。 

式中的阀门错置概率（P）和例行巡视未能发现并纠正错置的概率（ci）可根据 THERP
方法所提供的相关表格中查出。 
    b. 校正偏差的人因事件量化 

校正偏差主要是发生于水位、压力、温度等传感器或电气系统的保护电器上，该类事

件的发生，将导致该设备失去原有功能。由于矫正偏差发生于大修中，一旦出现校正偏差，

其失误可能需到下次大修中的在此校正中才可能发现，或者在该动作未执行时被发现且得

到修正。在此类失误概率量化中宜保守假设校正偏差只可能在下次大修中才可能恢复。 
校正偏差的量化应依照以下步骤： 

   （ⅰ）分析单一操作人员对单一仪器校正的失误概率：该失误概率可根据分析其校正

中的关键失误动作，并依据其动作要点查 THERP附表得出。 
   （ⅱ）考虑同一组工作人员的相关性：通常考虑仪器校正为二人参与，一人输入模拟

信号，另一人读取数值。根据二人的工作关系确定其相关性，并对失误概率进行修正，得

出一组工作人员对某一设备的校正失误概率。 
   （ⅲ）考虑同一类型仪器校正的相关性：同一组人员在同一时段对同一类型仪器校正

失误，需考虑其时间间隔进行相关性修正。 
由此可得出校正失误发生概率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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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1×P2×P3 

其中： P——校正偏差失误概率； 
P1——单一操作人员对单一仪器校正的失误概率； 
P2——同一组人员对单一类型仪器校正偏差的失误概率； 
P3——同一组人员对同一类型仪器校正偏差的失误概率。 

3. 4. 1. 3  事故前人因事件分析文档模式 
HRA 分析文档应该提供必要的详细信息以便事后可进行独立的追溯审查与修正。从

工程应用的角度，考虑到可操作性、资料完备性和可追溯性，事故前人因事件分析的文档

模式如下： 
   （1）事件背景 

在事件背景中，将对事件发生前后系统的状态和可能的潜在失效及后果进行描述。 
   （2）事件描述 

事件中人员按照有关程序性文件所进行的关键行为的简单表述。 
   （3）事件成功准则 

保证系统、部件恢复正常状态所进行的操作。 
   （4）调查、访谈结论 

通过调查、访谈，对事件的进程、任务分析、人员每一动作的意义、动作目的、成功

准则、系统人—机接口的状况、系统状态、以及 THERP 相关性、恢复因子等各类信息和
资料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5）事件分析 

事件分析包括：事件过程分析，即根据事件进程将事件划分为相应的几个阶段（一般

来讲，主要是诊断阶段和操作阶段）；建模分析，即对每一阶段的人员行为进行初步分析，

同时决定采用何种模式计算其失误概率。 
   （6）建模与计算 

根据建模分析建立事件定量分析模型并进行有关数学计算。对于较复杂的操作，以人

因事件树进行分析，而对于较简单的操作，可直接查 THERP 表[10]有关的资料确定其失效

概率。 
   （7）调查与访谈记录 

根据对事故进程的理解，列出需要了解或确认的问题。主要是包括关键动作的确认、

相关性考察依据、事件成功准则的确定等。根据人员访谈与相关资料调查，得出结论，并

作为 HRA人因分析档案的附件。 
3. 4. 2  激发初因事件的人因事件评价技术 

对该类人因事件传统方法是将其置于初因事件的发生频率中一并考虑。这主要是因为

该类人因事件极难辨识和预测，可用数据也极少。我们设计了一种以 ATHEANA＋统计法
为基础的评价技术，但尚不成熟，在此略。 
3. 4. 3  事故后人因事件评价技术 
3. 4. 3. 1  THERP＋HCR评价模式 
   （1）THERP＋HCR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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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后人因事件经典的评价技术是 THERP和 HCR，但这两种技术各自解决问题的侧
重点是不相同的。THERP 主要针对与时间无关的序列动作，利用人因事件树对人因事件
中涉及的所有人员行为按事件发展的过程进行分析，并在事件树确定失效途径后进行定量

的计算。而 HCR 的着眼点恰恰在与时间密切相关的认知行为上，即认为对于一个人因事
件中的一个人员行为，特别是对事故后的诊断行为，允许操纵员进行响应的时间以及操纵

员平均所需执行时间之比决定了人因失效的概率。然而，在反应堆系统中，人员行为是多

种多样的，尤其是当一个需要操纵员响应并干预的事故发生后，操纵员首先是根据各种信

息，包括报警、显示、记录等对事故进行诊断，并按诊断进入相关事故规程。在规程中，

操纵员按规程的要求实施具体的操作干预。即，在一个需要人员干预的事件中，人员的行

为通常包括两个阶段：诊断和操作。对这种事件的分析，若只用 THERP，则可能在事故
处理中事实上存在的“诊断”步骤的度量太粗糙；只用 HCR，对于具体操作，又不如 THERP
可反映出各类操作的不同失误特征。因此，我们建立了 THERP＋HCR 的模式：在事故诊
断阶段，用 HCR 分析方法对该阶段可能的人员响应失效概率进行评价；而对在进行具体
的干预操作行为中可能的失误用 THERP 分析方法及相关数据进行评价，两者相互补充，
其间用一时间函数连接，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2） THERP＋HCR建模规则 

在 THERP＋HCR建模过程中，除需遵守 THERP和 HCR模型本身的规则外，为满足
两模型的连接和针对反应堆系统运行特点，还需执行以下规则： 
    a. 人因事件树建模规则 
   （ⅰ）对于实现同一功能且在同一功能分区的同类型操作行为，视为完全相关的操作。 
   （ⅱ）不考虑操作者对自身行为的恢复。 
   （ⅲ）考虑其他对操作者操作行为有监督作用的人员的恢复。 
   （ⅳ）根据操作界面的状况，考虑操作中有选错与做错两种可能。 
   （ⅴ）对于执行一系列多种类型的操作行为，根据反应堆条件假设取值。 
   （ⅵ）对于规程中描述执行（ⅰ）操作，（ⅰ）失效，执行（ⅱ），（ⅱ）失效，执

行（ⅲ）的动作序列， 仅考虑（ⅰ）操作的失误，不考虑继续执行（ⅱ）、（ⅲ）操作
的恢复。 
   （ⅶ）一般状况下，不考虑操作人员忽略规程中某一项操作的概率。 
   （ⅷ）操作失误概率数据主要来源于 NUREG/CR-1278表 20-12（主控室内操作失误）
和表 20-13（现场操作失误）[10]。 
    b. 相关性原则 
事故后主控室一般有四个运行人员，即值长、副值长、一回路操纵员、二回路操纵员。

一回路操纵员与二回路操纵员之间不考虑对对方操作或指令的监督作用，只考虑值长对两

名操纵员操作的监督作用。且操纵员与值长之间的相关度为低。副值长不参与事故的诊断

与事故规程的执行，只按操纵员的指令完成一些操作。在副值长进行操作时，操纵员与副

值长之间的相关度为高。事故后现场技术员也将按操纵员的指令参与有关操作，操纵员与

现场技术员之间的相关度为中等。安全工程师在使用 SPI规程期间不对主控室各人员的具
体操作行为有监督作用，而只是按规程对安全参数进行监测。但在 RRA 连接状态下或无
相应规程使用的情况下，则认为安全工程师对主控室内重要的操作有监督作用，且相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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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 
    c. 名义 HEP修正规则 

认为执行操作时操作人员对事件的具体状态和后果已有较清楚的认识，在对名义 HEP
修正时采取以下原则： 
   （ⅰ）在全厂断电、预期瞬态未停机（ATWT）和执行 U 规程后所进行的操作失误概
率，取其名义值的 5倍。 
   （ⅱ）其它事故状况下取名义值的 2倍。 
   （ⅲ）有监督作用的人员对操作人员的行为结果进行监督，有可能通过模拟盘的信号

灯、降温速率、阀门开度指示装置、流量显示等多种途径获得，并据此发现操作人员的失

误。由于获取该信息的途径较多，因此监督人员未发现操作人员的操作失误的概率可依据

NUREG/CR-1278表 20-10（1）取定为 3×10－3。 
    d. 人员行为类型判断规则 

一般情况依据 HCR 模型行为诊断图诊断，但进入了事故规程或报警后的诊断行为，
从保守角度考虑均视为规则型行为。ATWT等情况下无相应规程可用，需要根据个人的经
验、知识进行诊断，视为知识型行为。 
    e. 事件处理中时间划分规则 
  将事件处理中允许操纵员响应的时间分为： 
   （ⅰ）事件发生到引发可引导操纵员进入该事件处理规程（DEC和 A0）或报警卡的报
警信号的时间。 
   （ⅱ）操纵员利用事故规程进行一系列的诊断，直至作出具体操作行为的诊断时间。 
   （ⅲ）有关人员（操纵员、副值长或现场技术员）完成事件成功准则所要求的操作的

执行时间。 
    f. 修正因子确定规则 

对安全工程师的诊断行为： 
K1＝0（平均培训水平）； 
K2＝0.44（需进入 SPU/U规程，有极高的心理压力），或 K2＝0.28（执行 SPI规程，

但不需进入 SPU/U规程，有较高的心理压力）； 
K3＝0（人机界面良好）。 
其它人员：  
K1＝0（操作经验为平均培训水平）； 
K2＝0.44（A工况、全厂断电、ATWT事件状况下），或 K2＝0.28（其它事故状况）； 
K3＝0（人机界面良好）。 

3. 4. 3. 2  CREAM 评价模式 
CREAM是Erik Hollnagel于 1998年在其著作《认知可靠性和失误分析方法》（Cognitive 

Reliability and Error Analysis Method）[16]中提出来的，是基于认知模型的第二代 HRA方法。
它建立了自己独特的认知模型、前因/后果分类方案和分析技术。 

CREAM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对人的行为的描述置于一个环境背景中（Context），并
在分析的早期阶段就考虑环境背景对人的绩效的影响。而在过去的基于人因模型（Human 
factors models）或信息处理模型（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s）的 HRA中，对环境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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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相关性考虑不够，并且大多在分析的较晚阶段再用行为形成因子（PSFs）等来修正人
误概率值（HEP）。 

CREAM的另一突出特点在于它是一个双向的方法，既可以进行回溯性分析，又可进
行预测性分析。并且它考虑到与概率安全分析（PSA）的结合，提供了一种较好的定量化
的方法，可将 HRA有机地融入 PSA。 

CREAM尚无工程应用的经验。我们已将它集成于人因分析计算机系统，期望积累应
用经验。 
3. 5  人因事件数据采集、处理及数据库 
3. 5. 1  人因事件数据采集的基本准则 
为保证采集数据的准确性、一致性和实用性，建立结构化的数据采集模式是非常必要

的，至少应满足以下准则[12]： 
   （1）数据总是与模型相关联，或是在一个最基本的层次上采用关系型数据描述方式。 
   （2）数据不得依赖于它所从属模型的输出事件的后果，但可以且应该依赖于系统或系
统的输入和内部状况。 
   （3）数据依赖于系统模型的精确度以及所从属的层次。 
   （4）若采用更复杂的模型，则输出事件的失误（成功）概率将减少（增大）。 
   （5）所采集数据的可靠性应当及早采用多种方法来保证。 
3. 5. 2  人因事件数据管理系统 
3. 5. 2. 1  系统模型 

系统模型如图 6所示。 
系统包含三大模块和 4个数据库。这四个数据库是：基本数据库、本厂其它数据源库、

外部数据库和导出数据库。在基本数据库中，又包含两个子库，一为常规事件数据库，主

要用于大量相对低层次的常规事件，以对日常管理提供信息，它对事件的描述较粗，但对

多数事件和频率事件由此即可明白其致因。第二个为重要事件数据库，该数据库是第一个

数据库的补充，力图对失误的形成作更广泛和深层次的分析，以找出更基本的原因，如 PSFs
和策略问题等。考虑到数据资源的使用效率，这两个数据库并非物理独立，而是逻辑或虚

拟的独立，即通过数据字段的提起得以表征。基本数据库储存的是本厂的人因事件，并以

事件数据作为单元，因而为事件库。其它数据源指除基本数据库以外的本厂其它人因信息。

外部数据库收集和储存的本厂以外人因数据主要取自人误率预测技术 THERP 手册、人的
认知可靠性 HCR 模型、法国电力公司（EDF）等。导出数据库是由基本数据库、本厂其
它数据源库和外部数据库导出的，它含三个部分：一是各类失误特征值；二是由基本数据

库导出的，或是从其它途径获得的本厂基本人误率；三是由本厂基本人误率、各参数和外

部数据外推出的人误数据。基本数据库、本厂其它数据源库和外部数据库构成了源数据模

块。该源数据模块通过计算模块，获得导出数据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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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 

  数据库 

  模块    

各 类

失 误

次 数

统 计 

源

数

据

库

模

块

计 

算 

模 

块 

             反应堆系统运行事件报告                本厂模拟机试验       THERP手册 
             内部事件运行报告                    专家判断            HCR模型 
             维修报告                          PRA报告           CREAM数据 
             24小时事件单                      人因动作专用统计表     DEF数据 
              ….                             ….                …. 
       基本    事件基本情况子库    常规事件数据库      本厂其它            外 部 数 

     数据  

     库     事件深层次描述子库   重要事件数据库      数据源库             据   库 
       PSFs、作业内容                     

                                                等基本数据                       特例 PSFs 
   
        失误特征值                   本厂基本人误率                外推人误率  
  
        计算模块                      计算模块                  计算模块 

                                  本厂基本人误率              外推人误率 
      失误特征值                   （BHEP和 HCR                 

                                            参数及 PSFs）               （HEP） 
 

图 6  反应堆系统人因数据管理系统功能模型 

3. 5. 2. 2  数据结构设计分析 
   （1）数据结构的需求：本结构应： 
    a. 能满足HRA和 PRA对人因数据的需求，着重考虑THERP方法，HCR模型，CREAM
和 SLIM方法所需的数据项目。 
    b. 能满足人因失误的预防和减少所需数据的数据，有助于确定改进的行动和方案。 
    c. 能计算人因失误特征值及分布。 
    d. 能导出基本人误率。 
    e. 由基本人误率外推出新的人误率所需的信息。 
    f. 能满足对人员行为可靠性深入研究的需求。 
   （2）数据结构的功能：本结构的功能为： 
    a. 能全面描述事件报告、值班日志和维修报告等中的所有重要信息。 
    b. 能保留原来事件中各要素间的（前后、相关）关系。 
    c. 鉴于任务分析在 HRA中的重要性，数据结构应能充分反映其所需的下列数据：任
务描述，即工作人员完成任务的简要描述；所用装置和配置；场所，即完成任务的场所描

述；异常工况的容许时间，即最晚必须采取行动的时间及时间长度；一般执行时间，即完

成该行动所需平均时间；书面指令或口头指令，即完成该任务是否存在可用的书面指令或

工作资料；手动操作、自动控制及转换；原因，即指出实施一项行动的理由；行动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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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行动的关系。 
    d. 能与事故序列分析模型（HRA/PRA）接轨（即提供数据），与访谈分析对口（即
访谈分析的格式由此而定）。 
    e. 能与大亚湾核电站现在使用的根原因分析方法相连接。 
    f. 采用结构化描述方法，所用术语具有准确性和一致性。 
    g. 能直接提供库中的各类人误事件统计值及分布。 
    h. 通过数据的积累可导出基本人误率。 
    i. 可表征关系型数据的外推规则。 
   （3）数据结构的层次：数据结构层次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为满足电厂不同层次和目
的对数据的需求，以及考虑到人力资源，应多层次地提供数据信息，首先，它能全面地描

述人因事件的基本信息；其次，它能对重要人因事件作深层次的分析；再次，它反映出数

据库中各类人误的特征值及趋势，且能在某种程度上作出动态的人误预测。 
数据结构层次的第二个考虑为，按数据的属性设立若干类大项，而在每类大项下又设

若干小项，如“发生场所”类下又含：主控室、汽轮机厂房、电气房……其它不明等小项。

而对“任务分析”描述，采用层流状的层次分析法，即用嵌套循环方式：1，1.1，1.1.1，
1.2，1.2.1，……，将某项任务逐级仔细分解直至基本动作。 
3. 5. 2. 3  数据来源 

本数据来源于：反应堆系统执照运行事件报告和内部运行事件报告、系统值班日志、

系统维修报告、系统 24小时事件单、系统 PRA报告、模拟机数据报告、系统人员行为动
作专用统计表、专家判断、外部数据和其他。 
3. 5. 2. 4  数据结构 

基本数据库中的事件基本情况子库所含主要数据项有：事件分类编码、事件代码、事

件名称、人误名称、时间、地点、运行状况、事件和事故概况、事件影响、有关人员、作

业目的、作业内容、作业时间、失误描述、外部失误模式、人员行为类型、数据来源等。 
该基本数据库中的事件深层次描述子库所含主要数据有：根原因分析图、PSFs、相关

性、影响度、失误内部模式、防止对策等。 
3. 5. 2. 5  计算模块 
计算模块的功能是从基本数据库、外部数据库和其他数据源库计算出导出数据库中的

各类各项数据。因为导出数据库包含三类数据：失误特征值、基本人误率和外推人误率，

因此，计算模块也相应地分为三个子模块：失误特征值计算子块，基本人误率计算子块，

外推人误率计算子块。 
   （1）失误特征值计算子块 

该模块设计了以下项目： 
    a. 发生人误的机组统计值及其分布； 
    b. 人误发生场所的统计值及其分布； 
    c. 人误发生前（机组）运行状态的统计值及其分布； 
    d. 人误后果的统计值及其分布； 
    e. 人误有关人员的统计值及其分布； 
    f. 作业目的的统计值及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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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作业内容的统计值及其分布； 
    h. 人误时间的统计值及其分布； 
    i. 人误外部模式的统计值及其分布； 
    j. 人误过程模式的统计值及其分布； 
    k. 人误行为层次的统计值及其分布； 
    l. PSFs的统计值及其分布； 
    m. 人误心理模式的统计值及其分布； 
    n. 根原因的统计值及其分布； 

o. 纠正动作的统计值及其分布； 
   （2）本厂基本人误率计算子块 

THERP手册数据和 EDF的数据可作为基本人误率，但更重要、更基本、然而也最困
难的是要获得本厂自己的基本人误率，设想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获取；本厂模拟实验；

专家对本厂人误的判断；本厂 PRA 报告；本厂人员行为动作专用统计表；本厂基本数据
库的长期积累。本厂基本人误率计算子块的功能就是对来自这五个方面的原始数据作数学

处理，以获得本厂的基本人误参数。 
   （3）外推人误率计算子块 
该计算子块包含三种计算模式：THERP＋HCR计算模式、CREAM计算模式和采用特

定外推规则的计算模式。即从外部数据库和本厂基本失误数据库中选取有关参数，然后按

THERP方法和 HCR模型或 CREAM特定外推规则计算人误率。 
3. 6  组织管理对人因事件的作用和影响 
组织管理因素会对人因事件产生影响，主要是因为作为人机环境中的一个子系统的

人，其行为固然会受到该个体的心理、生理因素的影响，以及机械子系统、环境子系统的

约束，但对于现代组织中的人，并不是以一个孤立的个体（或群体）出现于人机系统，而

是作为组织中的一员而存在的。任何个体造成的失误都是在该组织综合管理下实现的，这

就势必会受到组织管理各因素的影响。组织管理对人因事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组织规范、

组织沟通、组织功能、组织文化氛围等方面，这也就构成了对人因事件有重要影响的组织

管理失效的四种模式。 
3. 6. 1  组织规范失效 
所谓规范，就是组织成员共同接受的一些行为标准。任何一个组织都有其规范以保证

组织成员行为标准化，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从人个体的角度看，组织规范意

味着，在某种情境下组织对个人的行为方式的期望，组织规范被组织成员认可并接受之后，

它们成为以最少的外部控制影响群体成员行为的手段。但是，不当的组织规范或由于规范

不完备、不全面、不具体将会导致人因事件的发生。 
3. 6. 2  组织沟通失效 

所谓组织沟通，是在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通过组织沟通可以把成员联系起

来，调动起来形成一个同属某组织的观念或意识，借以实现组织的目标。若组织沟通失效，

会造成成员联系不紧密，成员之间不团结，不能形成统一的目标，工作热情不高，以致影

响工作情绪，导致人因事故的发生。组织沟通不佳还可能使领导者不了解情况而导致错误

的决策，引发人因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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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3  组织功能失效 
组织功能表现为四个方面：组织目标功能、组织权利功能、组织协调功能和组织心理

功能。组织的目标功能在于它是衡量组织绩效的尺度。一个高效的组织应当以最快的速度、

最少的消耗达到组织的目标。如果组织的目标功能失效，就会导致组织成员脱离组织，行

为不受组织的约束导致人因事件的发生。组织的权力功能在于它给每个成员规定了自己在

组织中的责任、权力和地位，以及自己所隶属的上下级关系、左右关系以及内外关系。若

某些个人不能明确自己的权力、责任和地位，独断专行，遇事不请示，不和同事商量，就

会造成决策失误，直接导致人因事件的发生。每个组织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若

其管理机构不协调、主观判断、主观指令、不科学决策等情况都将导致协调功能失效。人

在组织中生活、工作，除了能获得经济报酬满足生活需要外，还能满足人们的各种心理需

要，如获得安全感，满足社会交往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人们在好的组织中

可以增加自信心和力量感。 
3. 6. 4  组织文化失效 

组织文化失效将致使组织的安全文化水平低下，不能保证良好安全制度的建立及其实

施。 
3. 6. 5  对策 
   （1）建立行政管理屏障。如：操作制度、企业政策、员工培训和教育、管理条例、监
管实践等。 
   （2）拓宽组织沟通渠道 ，增强组织效能。如：提高工作负责人的素质和工作责任心；
工作负责人要作好工作小组与相关工作部门的协调配合工作，并加强相互间的通讯联络

等。 
   （3）建立安全文化体系。 
3. 7  人因事件根原因分析技术 

所谓根原因，是指一个人因事件最基本的原因，如果其被修正，则可防止此类事件再

度发生。 
3. 7. 1  根原因因素分类 

根据不同的系统特点，会存在一些该系统所特有的人因事件根原因因素。在反应堆系

统中，基本的人因事件根原因因素可归纳为以下几大类： 
（1）心理因素；（2）生理因素；（3）个体因素；（4）环境条件因素；（5）作业

因素；（6）运行规程因素；（7）教育培训因素；（8）通讯因素；（9）管理因素。 
3. 7. 2  事件与原因因素图 

在事件和原因因素图（如图 7所示）上的所有故障都是由某种原因或相关条件引发的。
实际上，故障是由于某一（些）原因所产生的效果，构成了因果关系。研究是什么条件或

原因引起或促成了故障的发生，将这些条件或原因放在事件和原因因素图上表示其与故障

的关系，对于已经识别的某种条件，需研究该条件为什么存在，又将条件看作结果，并确

定其存在的原因，探究新的条件；将这种因果关系逐层上推，问一系列的为什么，一直到

引发事件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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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人因事件模式、影响与严重度分析 

将可靠性工程中的“故障模式、影响与严重度分析”技术进行了移植和人因事件特征

化改造，初步建立了人因事件模式、影响与严重度分析。 
3. 9  人因事故纵深防御系统 

以往对人因事故的防范与管理基本上立足于技术方面，如使系统尽可能自动应急，提

供良好的信息显示、操作规程和训练方法，以便为运行人员提供有效支持。这对大部分可

预测的工厂事故效果很好，但却不能对日常运行中的人误问题管理提供充分、广泛、完整

的研究。如“驻在病原体”及潜在的组织失误仅用技术手段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技术方法必须由安全文化、在减少失误活动中员工自愿参与的程度、企业的所有方针都关

注到失误及其预防等途径得到补充。因此，应将技术手段与组织手段、文化手段相结合，

从管理决策、组织、技术、事故分析与减少、反馈等过程和层面构建主动型人因事件纵深

防御系统（如图 8所示）。 
3. 9. 1  确立失误管理方针 
    该阶段工作具有两方面含义：确定在怎样一个水平上管理人因失误；修订方针，确定
启用新管理模式。由于涉及因素的广泛性，按我国传统习惯，该工作必须始于上级的方针

决定，这或许可由两方面因素促成，一是来自规章制度的压力，二是来自事件报告系统的

资料（反映人因事件的严重性）。任何有效的管理程序都需要上级管理部门长期和大力的

支持。 

  
   原因因素

  初始状态  事 情  故 障  事 情 

  图 7  事件与原因因素图 

后 果

  次级事情 

  
   原因因素

  条 件    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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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确立阶段                        预测分析阶段                事故减少策略阶段               反馈阶段 

 
图 8  主动型人因事件纵深防御系统模型 

3. 9. 2  技术预测分析 
技术分析是为从根源上消除或减少人因失误的前期工作的一部分。在此阶段，人因工

程原理被应用于所有新的设计和重要的人机界面的改造。其中最主要的应用是控制装置、

信息显示、操作规程和指令以及员工培训等的设计和评审。另一方面，要进行人员任务分

析和失误分析，以查明一切潜在的人因失效模式及影响，从而通过修改设计方案或采取某

种补救措施尽早予以消除或减轻其后果的严重性。其中人因失误分析可采用 THERP 或
ATHEANA等方法。一旦特定失误被描述，即可评价其影响。如果影响严重，就考虑一系
列减少风险的措施，而所采用的策略依据成本—效益分析来选择。 
3. 9. 3  管理支持系统 

技术分析法虽可识别一切潜在人因失效模式，但不能抑制所有“驻在病原体”。例如，

所设计的高质量的规程很可能是无效的，除非作业场的文化精神氛围促使作业者在任何时

候都能严守。技术分析法需要通过管理途径来支持补充。在复杂社会技术系统中，这种管

理支持系统最重要的三个方面是：参与、安全文化和管理策略（如图 9所示）。 
    在发展为减少失误的支持性文化时，重点应从注意个体责任移至广泛了解那些作业人
员个体所不能直接控制的外部原因，例如管理与组织、程序与规程等方面的原因，即使它

们不是诱发失误的直接或主要的因素。有效的参与应建立在所有层次职工对失误的共识之

上，需要职工在精神情感上的介入，同时需要上级管理者给予创造条件、手段和长期的支

持。 
3. 9. 4  组织预测分析 
    安全文化评述可以评价职工对失误的态度，识别在实施失误减少策略中需要克服的文
化障碍。责、权、利的划分有助于明确安全目标，促进每位员工将自己置于防止人因事故

的前沿。管理体制不当造成的通讯失效是一大类人误的原因，传递网络审查可以辨别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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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性和信息传递的有效性。 
 

 
 

 
 
 
 
 
 
 
 
 
 
 
 
 
 

图 9  管理支持系统 

3. 9. 5  失误减少策略 
    上述阶段的组织和技术分析完成之后，便可为防止特定失误，减少人因事故或弱化其
后果制订一系列可能的短期和长期策略。这些策略是包含了技术、管理、组织、文化手段

的综合体，既有软件措施，又有硬件建设。然后对它们进行评价。评价标准是成本、可行

性和对减少风险的潜力等。然后执行一种或多种策略。 
3. 9. 6  反馈 
    将来自运行实践的反馈用于识别那些在预测分析阶段未能辨识的失误因子是十分重
要的。要有效地做到这一点，需要两个反馈系统。一是包含一个数据收集系统，主要用于

大量相对低级层次的常规事件，以对日常管理提供信息。它对事件的描述较粗，仅作直接

原因分析，对多数频繁事件由此即可识别出导致事故发生的潜在薄弱之处。第二个反馈系

统是对第一个的补充，它力图对人因事故的形成作更广泛、深层次的分析，以找出更基本

的原因，如人的行为形成因子和管理决策与组织过程中的问题，从而确定恰当合理的纠正

及补救措施以防止其再度发生。该系统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只可能在重要事

件的调查中使用。 
    如图 8所示，反馈是双层的。第一层是常规的，起近期作用；第二层是高层次的，用
于常规反馈无效时，促使高层管理者修订方针。有关事件致因信息反馈到早期阶段后，便

可针对已被识别出的原因研制或选择一套新的失误减少策略。该过程持续不断，直至伴有

人因失误的事件达到一个可接受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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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两年来，本项目在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反应堆系统人因事件分析与预防方
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作为一种应用基础研究，本项目也

还存在某些不足，如激发初因事件的人因事件评价技术尚不成熟。人因事件模式影响与严

重度分析技术，其人因事件特征化程度不够，不足以对人因事件预测做出较大的贡献。我

们在今后研究中将对这些问题加以特别关注和探讨，努力将本研究成果向深度和广度推

进，争取为我国人因分析研究做出较大贡献。 
 
在本研究中，我们得到了国内老一辈可靠性专家，如黄祥瑞教授、许凤璋教授和高金

钟教授等的热情指导和帮助，使我们受益匪浅。大亚湾核电站、岭澳核电站和秦山核电站

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应用条件。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安全环保与质量管理办公室也给予了

我们大力的支持和指导。在此，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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