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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PA 分析方法在中俄东线压气站的应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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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深入推进油气管道的区域化管理模式，评估典型压气站场现有保护措施是否足够，提高典
型站场的风险管控能力，在全面开展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保护层
分析方法（LOPA），通过计算残余风险发生的频率，对站场安全仪表系统（SIS）功能回路的安全完
整性等级（SIL）进行评估。以中俄东线某压气站压缩机入口流量低风险点为例开展 LOPA 分析，
结果表明：该风险点在不考虑压缩机组本体保护的前提下，仅环境影响能够满足风险可容许标准，
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声誉影响均不满足风险可接受标准，
“压缩机轴振动、轴位移等高高联锁自停
保护”需满足 SIL2 等级要求，降险能力不能低于 464。开展 LOPA 分析可有效解决 HAZOP 分析中
残余风险不能定量化的不足，评估现有保护层能否使风险降低至风险可容忍标准，以期为相关天然
气压气站开展 SIL 定级提供经验借鉴，同时对目前油气管道行业在 LOPA 分析、SIL 定级过程中存
在的不足给出管理建议。（图 3，表 5，参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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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LOPA analysis method in compressor stations of
China-Russia Eastern Gas Pipeline and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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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regional management mode of oil and gas pipelines, evaluate the adequacy of
existing protection measures for the typical stations and enhance the risk control capability thereof, the safety integrity
level (SIL) of the functional loops of the station safety instrumentation system (SIS) was evaluated, by calculating the
occurrence frequency of residual risks with the layers of protection analysis (LOPA) method,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hazard and operability analysis (HAZOP). LOPA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the low-risk point of compressor inlet flow
of one compressor station in China-Russia Eastern Gas Pipeline. The results show that: only the environment impact of
the risk point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protection of compressor body can meet the risk tolerance criteria, but personnel
casualties, economic loss and reputation effect do not meet the risk tolerance criteria. The auto-stop protection of highhigh interlock for shaft vibration, displacement and others of compressors should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SIL2, and
the risk reduction capability should not be less than 464. Generally, LOPA analysis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deficiency
that the residual risk cannot be quantified in HAZOP analysis, and evaluate whether the existing layer of protection can
reduce the risk to the tolerance standard, so as to provide experience reference for SIL rating of relevant natural gas
compressor stations. At the same time, some management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LOPA
analysis and SIL rating in oil and gas pipeline industry. (3 Figures, 5 Tables, 19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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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长输油气管道区域化管理模式的不断推

1

LOPA 分析原理

进，管道的生产管理由分散的站场管理逐渐向区域化
按照 GB/T 32857— 2016《保护层分析（LOPA）应

管理方式转变，用工结构、劳动组织结构以及管理制度
[1]

均不断优化，员工队伍向精简、高效的方向 发展 。

用指南》中对于保护层分析的定义，保护层分析是指对

随着现场运行人员的减少，对输油气站场的风险

降低不期望事件频率或后果严重性的独立保护层有效

管控能力、设备及控制系统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

性进行评估的一种过程方法或系统。LOPA 分析是一

求。目前，输油气管道行业已广泛开展了危险与可操

种半定量的风险评估方法，可用于确定危险场景的危

作性分析（Hazard and Operability Analysis，HAZOP）

险程度，定量计算危害发生概率、已有保护层的保护能

工作，即通过结构化的分析方法，系统梳理油气站场

力及失效概率，如果发现保护措施不足，可推算出需要

的设计缺陷、工艺过程危险及操作性问题，识别并评

的保护措施相应的 SIL 等级[11-13]。

估潜在的风险场景。HAZOP 分析是一种定性的分析
方法，对于固有风险和残余风险较高的场景，无法确
[2-7]

定现有的保护措施是否具有足够的降险能力

2

LOPA 工作流程及现场实践

。因

此，有必要对一些典型的输油气站场开展保护层分

开展 LOPA 分析的基本流程如下（图 1）
。在前期

析（Layers of Protection Analysis，LOPA），系 统 梳 理

开展定性危害分析识别风险的基础上，
主要对固有风险

站场主要风险点现有的保护措施是否足够，残余风险

与残余风险等级较高的场景进行识别与筛选，
确保站场

能否满足企业的风险可容许标准，对安全仪表系统

的重要风险点实现全覆盖。对于风险点的后果与严重

（Safety Instrumentation System，SIS）的各功能安全回

性进行评估，
可从可行性、
保守性原则两方面考虑，
在风

路（Safety Instrumentation Function，SIF）提出相应的

险可能发生的前提下，
按照事故可能造成的最严重后果

安全完整性等级（Safety Instrumentation Level，SIL）

进行评估。对风险点的初始事件进行全面识别，
针对初

[8-10]

要求，以提高典型站场的风险管控能力

。为了论

始事件的发生频率按照企业统计的数据库赋值，
若没有

证中俄东线某压气站的风险点是否达到风险可容许标

相关数据可参照行业数据库进行赋值。对引发风险点的

准，明确站场安全仪表系统的安全完整性等级，采用

每一个初始事件的保护层进行识别，
评估其能否作为独

LOPA 分析方法，对压气站的安全仪表系统开展 SIL

立保护层，
对独立保护层的危险失效概率（Probability of

定级工作，通过现场分析和风险场景导致的预期后果

Dangerous Failure on Demand，PFD）进行赋值。最后对场

频率计算，得出各风险点能否满足风险可容许标准的

景导致的后果发生频率进行计算，
根据计算结果提出相

评估结果，并据此提出优化改进建议。

应的管控建议，
并进行后续跟踪和审查[14]。

图1

2.1

LOPA 分析的基本工作流程图

建立风险可容许标准

的起步时间较晚，油气管道行业尚未制定针对不同类

在开展 LOPA 分析之前首先要确定输油气站场

型事故后果的风险可容许标准。为此，
依据企业制定的

的风险可容许标准，这是后续进行 SIL 定级和决定是

安全风险评价矩阵，
从人员伤亡、
经济损失、
环境影响及

否需要提出风险降低要求的基础。目前，中国对于事

声誉影响 4 个方面，
在遵循国家对人员伤亡风险可接受

故风险的管控，仅在 GB 36894— 2018《危险化学品生

频率的条件下，同时结合企业的风险可接受能力，针对

产装置和储存设施风险基准》的个人风险基准和社会

不同类型事故后果的严重程度确定其可容许的事故发

风险基准对事故发生后人员伤亡发生的频率有明确要

生频率（表 1）
。本着人的生命安全作为一条不可逾越

求，但对经济损失、环境影响等事故后果的发生频率无

的红线的管理理念，
发生人员死亡事故的风险可接受频

明确的管控要求。由于功能安全评估技术体系在中国

率明显低于经济损失、
环境影响、
声誉影响等其他后果。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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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严重程度

经济损失
4

1

轻伤

直接经济损失 10×10 元以下

重伤

直接经济损失 10×10 ~100×10 元

3

1~2 人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 100×10 ~1 000×10 元

5

3~9 人死亡

4

4

4

4

4

4

直接经济损失 1 000×10 ~5 000×10 元

10 人以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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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管道行业常用的风险可容许标准表

2
4

2.2

人员伤亡

2021 年 12 月

4

直接经济损失 5 000×10 元以上

目标频率/（a-1）

环境影响

声誉影响

轻微影响

轻微影响

1 e-1

较小影响

较小影响

1 e-2

局部影响

严重影响

人员伤亡 1 e-4；其他 1 e-3

重大影响

国家性影响 人员伤亡 1 e-5；其他 1 e-4

特大影响

国际性影响 人员伤亡 1 e-6；其他 1 e-5

场景识别与筛选

可能导致事故后果的严重程度进行充分的论证，
即从人

场景识别与筛选通常是基于定性的危害分析，针

员伤亡、
财产损失、
环境影响、
声誉影响等方面确定事故

对评估出的残余风险或原始风险等级较高的点开展

的最终后果，导致压力升高、安全保护措施动作等只能

LOPA 分析。HAZOP 分析与 LOPA 分析的信息导入

作为事故链中的中间事件，
不能作为最终后果。在评估

关系如下（图 2）
。

事故后果时，需要对事故后果的可信性进行充分论证，
不能对事故后果进行无边界放大，
从而影响了评价结果
的可信性。基于上述原则，
对中俄东线某压气站已识别
出各个风险点的事故后果严重性评估结果（表 2）
。
表2

中俄东线某压气站典型事故后果严重性评估表

风险点

事故后果严重性评估

导致压缩机喘振，严重时损坏设备，可燃气体泄漏
压缩机入口
至环境，遇点火源造成火灾爆炸，引起人员伤亡及
流量低
经济损失等
压缩机出口 设备及管道损坏，可燃气体泄漏至环境，遇点火源
压力高
造成火灾爆炸，引起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等
压缩机出口
导致设备损坏，可燃气体泄漏至环境，遇点火源造
温度高（空
成火灾爆炸，引起人员伤亡及经经济损失等
冷器上游）
空冷器出口 导致设备损坏，可燃气体泄漏至环境，遇点火源造
温度高
成火灾爆炸，引起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等
图2

HAZOP 分析与 LOPA 分析的信息导入关系图

在现场开展 LOPA 分析的过程中，为确保分析过
程中的风险点未发生遗漏，除需从定性的危险分析中
导入与现场实际情况相符的重要风险点之外，还需结
合现场人员的工作经验对实际风险较高的点位和站场

出站压力高

导致设备及管道损坏，可燃气体泄漏至环境，遇点
火源造成火灾爆炸，引起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等

地上排污罐
设备超压损坏，可燃气体泄漏至环境，遇点火源造
MT0901
成火灾爆炸，引起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等
压力高

根据表 2 中各风险点的事故后果严重性评估结

具有联锁保护功能的回路开展分析。基于上述原则，

果，结合已确定的风险可容许标准，以中俄东线某压

对中俄东线某压气站 HAZOP 报告中分析出的高风险

气站压缩机入口流量低为例，确定事故后果的风险可

场景、原始风险较高的场景及设置联锁保护功能的风

容许频率（表 3）。根据各风险点后果严重性等级判定

险场景逐一进行梳理，得到开展 LOPA 分析的风险点：
①压缩机入口流量低；
②压缩机出口压力高；
③压缩机

表3

中俄东线某压气站压缩机入口流量低对应后果严重性
评估表

后果类型

描述

等级

风险可接受频率/
-1
（a ）

人员伤亡

1~2 人死亡

3

1 e-4

经济损失

直接经济损失
4
4
100×10 ~1 000×10 元

4

1 e-4

后果严重性评估

环境影响

较小影响

2

1 e-2

对风险点进行事故后果严重性评估时，
需对风险点

声誉影响

国际性影响

5

1 e-5

出口温度高（空冷器上游）；
④空冷器出口温度高；
⑤出
站压力高；
⑥排污罐液位高。在后续分析中，逐一判断
各风险点的功能安全回路在现有的保护措施条件下，
是否具有足够的降险能力。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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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可见：
如天然气站场发生事故，其主要影响现场巡

开模式）。其中，除压缩机入口锥形过滤器堵塞和压缩

检、维检修人员及现场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现场设备

机上游管道泄漏的发生频率为 0.01，其余各初始事件

设施的经济损失，以及由于该管道发生事故及断供所

的发生频率均为 0.10。

产生的声誉影响，对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判断各

2.5

风险点能否满足风险可容许标准时，应重点关注人员

使能条件及条件修正因子
导致一个危险场景的发生，除引起一连串事件的

伤亡、经济损失及声誉影响 3 个方面。

初始事件外，某些情况下还需要一些特定条件，即为使

2.4

初始事件描述及频率确认

能条件的发生，如风险点为压缩机入口压力低，初始事

在识别导致风险点发生的初始事件时，需对所有

件为过滤分离器入口阀异常关断，现场过滤分离器为

可能的初始事件进行全面识别，确定每项初始事件发

4 用 0 备，单路截断不会导致严重后果发生，至少需要

生的频率。对于初始事件的确认一般包括外部事件、

两路同时截断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情况下，才会导致压

设备故障及人的失效。在确定初始事件时主要遵循以

缩机入口压力低发生喘振。该情况下，需对使能条件、

下原则：
①审查场景中所有原因，确定初始事件为有效

使能事件发生的概率进行确认。

初始事件；
②确保辨识出所有潜在初始事件，无遗漏；

考虑以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环境影响或声誉影响

③将每个原因细分为独立的初始事件，便于独立保护

作为后果时，还需考虑条件修正因子对各事故发生后

层与防护措施的识别；
④识别潜在初始事件时，应确保

果的影响，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评估条件修正因子对

已识别和审查出所有的操作模式（如正常运行、开车、

后果的影响[15]，条件修正因子主要包括：
①可燃物质被

停车、设备停电）和设备状态（如待机、维护）等情况的

引燃的可能性；
②人员出现时间影响区域的概率；
③火

初始事件；
⑤若人的失效作为初始事件，应制定人员失

灾、爆炸或有毒物质释放的暴露致死率（在场人员逃离

误概率评估的统一规则并严格执行；
⑥操作人员培训

的可能性）；
④其他可能的修正因子。

不完整、测试或检查不完善、保护装置不可用及其他类
似事件不作为初始事件。

对该压气站压缩机入口流量低风险点初始事件的
使能条件进行识别时，由于目前过滤器采用 2 用 3 备，

通常在确定初始事件发生的频率时，首先应与该

如一路发生堵塞，天然气会从另一路过滤器通过，影响

压气站、管道公司生产或安全管理部门核实该初始事

较小，需两路过滤器入口阀门同时堵塞，或两路过滤器

件在站场或公司范围内是否发生过或发生的频率。如

同时堵塞，或过滤器出口阀门同时堵塞的情况才会造

发生过同类事件，需根据现场实际发生的频率确定初

成堵塞超压的风险。因此，过滤分离器入口阀异常关

始事件的频率。如站场未发生过此类事件，则需根据

断、过滤分离器堵塞以及过滤分离器出口阀异常关断，

企业统计的事故事件数据库确定；
如未建立事故事件

这 3 个初始事件的使能条件均赋值为 0.1。

统计数据库，则需根据行业统计数据进行确定。

对压气站压缩机入口流量低风险的初始事件进行

目前，油气管道行业尚未具备完善的事故事件统

条件修正判断时，由于天然气泄漏属于超压泄漏，对于

计数据库。因此，确定该压气站初始事件频率时，主要

点火概率赋值为 1。考虑到现场人员每天进行一次巡

以行业统计数据为主。对压气站各风险点可能发生的

检和维检修的时间，
人员在影响区内的概率赋值为 0.1。

初始事件以及初始事件发生的频率逐一进行确定。中

如压气站发生火灾爆炸事故，现场作业人员一旦在事

俄东线某压气站压缩机入口流量低风险点对应的初始

故爆炸范围内则致死概率极高，致死概率赋值为 1。

事件包括：
①上游来气流量低；
②进站切断阀异常关断；

2.6

③进站电动阀异常关断；
④过滤分离器入口阀异常关

独立保护层识别及 PFD 确认
在 LOPA 分析过程中，对于独立保护层的识别及

断；
⑤过滤分离器堵塞；
⑥过滤分离器出口阀异常关断；

每个独立保护层要求动作时该保护层失效概率的确

⑦过滤分离器液位高；
⑧超声波流量计入口异常关断；

认，是明确各风险点导致事故发生后果能否满足风险

⑨超声波流量计出口异常关断；
⑩压缩机入口切断阀

可容忍标准的关键。对于过程工业而言，典型的保护

⑫压缩机上
异常关断； 压缩机入口锥形过滤器堵塞；

层为保护层洋葱图模型（图 3）。保护层模型分为主动

游管道泄漏；
⑬压缩机入口汇管放空阀误打开或故障

保护层和被动保护层，从降低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减

开（失气开模式）
；
⑭进站放空阀误打开或故障开（失气

小事故后果的严重性，即风险的两个维度对风险加以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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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审查程序应确认如果独立保护层按照设计发生
作用，可有效阻止后果。
当确认了独立保护层之后，需对独立保护层的
PFD 进行确认，独立保护层 PFD 确认的原则包括：
要
求独立保护层起作用时，无法完成要求任务的概率；
如
独立保护层处于“恶劣”环境及条件（易污染或腐蚀环
境），需考虑更高的 PFD 值；
在现场开展 LOPA 分析的
过程中，PFD 值的确认应优先参考企业标准或行业标
图3

典型的保护层模型洋葱图

准。但目前油气管道行业尚未形成明确的相关标准，

防控。LOPA 分析相较 HAZOP 分析的一个主要区别

因此，对独立保护层失效概率取值时，主要遵循过程工

即对独立保护层的确认，确认独立保护层后进一步确

业典型保护层的 PFD 值。

[16]

定各风险点是否具有足够的降险能力

，明确是否满

中俄东线某压气站压缩机入口流量低风险点的初
始事件对应的独立保护层识别结果及 PFD 取值结果

足风险可容忍标准。
在确定某一保护层能否作为独立保护层时，需遵

如下（表 4）。在评估过程中火气系统中的可燃气体探

循以下原则：
①有效性，即能够按照设计功能发挥作

测器与火焰探测器作为独立保护层的有效性有限，因

用，必须有效地防止后果发生；
②独立性，即独立于初

此未作为独立保护层。基于表 4 中对各初始事件的识

始事件和任何其他已被认为是同一场景的独立保护

别结果，对压气站事故后果场景的发生频率进行计算，

层的构成原件；
③可审查性，对于阻止后果的有效性和

对压缩机本体的保护功能（如压缩机轴振动、轴位移

PFD 必须以某种方式（通过记录、审查、测试等）进行

等）的 SIF 回路进行定级。

表4
初始事件
序号
1
上游来气流量低

初始事件描述

独立保护层

PFD 值

压缩机防喘振功能（UCS）

0.10

2

进站切断阀 ESDV1201 异常关断

压缩机防喘振功能（UCS）

0.10

3

5

过滤分离器 FSP2101/2201/2301/2401/2501 堵塞

6

过滤分离器出口阀 MOV2102/2202/2302/2402/2502
异常关断

7

过滤分离器液位高

压缩机防喘振功能（UCS）
①阀位状态监测报警及人员响应；
②压缩机防喘振功能（UCS）
①压差 PDIT2101/2201/2301/2401/2501 报警（0.1 MPa）
及人员响应；②压缩机防喘振功能（UCS）
①阀位状态监测报警及人员响应；
②压缩机防喘振功能（UCS）
①液位 LIT2101/2102/2201/2202/2301/2302/2401/2402/
高报警（50％）及人员响应；②压缩机防喘振功能（UCS）
①阀位状态监测报警及人员响应；
②压缩机防喘振功能（UCS）
①阀位状态监测报警及人员响应；
②压缩机防喘振功能（UCS）

0.10

4

进站电动阀 MOV1203 异常关断
过滤分离器入口阀 MOV2101/2201/2301/2401/2501
异常关断

压缩机防喘振功能（UCS）

0.10

8
9
10
11
12
13
14

2.7

中俄东线某压气站压缩机入口流量低各初始事件的独立保护层及其赋值表

超声波流量计入口 MOV5101/5201/5301/5401/5501/
5601/5701/5801 异常关断
超声波流量计出口 MOV5102/5202/5302/5402/5502/
5602/5702/5802 异常关断
压缩机入口切断阀 ESDV4101/4201/4301/4401 异常
关断

①压差 PDIT4102/4202/4302/4402 高报警（0.1 MPa）、
高高报警（0.15 MPa）；②压缩机防喘振功能（UCS）
压缩机上游管道泄漏
压缩机防喘振功能（UCS）
压缩机入口汇管放空阀 BDV4502 误打开或故障开
①阀位状态监测报警及人员响应；
（失气开模式）
②压缩机防喘振功能（UCS）
①阀位状态监测报警及人员响应；
进站放空阀 BDV1213 误打开或故障开（失气开模式）
②压缩机防喘振功能（UCS）
压缩机入口锥形过滤器堵塞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10
0.01
0.01

场景后果频率计算

动作的频率。油气管道行业安全仪表系统动作通常采

场景导致预期后果频率的计算主要包括高要求模

用低要求模式，是指将受保护设备或控制系统导入规

式和低要求模式两种，其主要区别在于安全仪表系统

定安全状态的安全功能仅当要求时才执行，并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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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满足风险可容需标准的措施，确定采取措施的 PFD

安全仪表系统动作的频率低于每年１次。
单一场景失效频率为初始事件发生频率乘以所有

值，
从而确保减缓后的风险满足企业风险可容许标准。

独立保护层要求时危险失效概率，对于某些特定场景

由于功能安全理论及应用在长输油气管道行业推

后果频率的计算可能需要使能条件或使能事件及条件

广较晚，对于安全仪表系统的管理还存一定的提升空

[17-19]

修正因子的修正

。后果发生频率的计算公式为：
J

f i C ＝ f i IP i EP i C

j ＝1

间。因此，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和提升：
①建
立油气管道行业的风险可容许标准，进而在油气管道

PFDij

（1）

C

行业内开展 LOPA 分析/SIL 定级时，做到有据可依，

I

标准一致；
②随着公司数字化转型工作的推进，对于设

为 初 始 事 件 i 发 生 的 频 率，次/a；P i 为 使 能 事 件 或

备故障、误操作等事件进行统计，进而形成油气管道行

式 中：f i 为 初 始 事 件 i 造 成 后 果 的 频 率，次/a；f i
E

C

使 能 条 件 发 生 的 概 率（如 无 则 为 1）；P i 为 条 件 修
J

正因子（如无则为 1）；

j ＝1

PFDij 为初始事件 i 中第 j 个

业失效数据库，不仅为 LOPA 分析确定初始事件的频
率和保护层失效概率的赋值提供依据，同时也为制定
设备设施的预防性维护计划提供支持；
③随着功能安

阻止后果的独立保护层要求时危险失效概率；J 为初

全理念和技术在油气管道行业安全管理领域的不断

始事件总数。

推行，需加强安全管理人员与运行维护人员对安全仪

通过对压气站压缩机入口流量低风险点的事故场

表系统（如安全要求规格书、SIS 功能设计规格书、SIS

景后果发生频率进行计算，
得到各事故场景的残余风险

操作和维护手册等）相关文件的管理和学习，强化站场

概率、风险降低因子（Risk Reduction Factor，RRF）及是

管理人员对 SIS 系统设计及功能的认识和理解，组织

否满足风险可容许标准情况（表 5）
。结果发现：
除环境

相关培训，提升人员安全管理意识。

影响的残余风险发生频率能够满足风险可容忍标准外，
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声誉影响均不满足风险可容许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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