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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管道泄漏应急抢修过程的动态 AHP 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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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对天然气长输管道泄漏应急抢修过程的风险进行有效评价，基于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提出动态 AHP 风险评价模型。将风险指标分为 5 类，并对各类风险指标
的风险隶属度更新算法进行了说明；通过对天然气管道泄漏事故应急抢修过程的风险进行分析，
建立了应急抢险过程动态 AHP 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各二级指标进行了归类。以川气东送天
然气管道某次泄漏事故为案例，利用动态 AHP 风险评价模型对应急抢修整体施工过程的风险动
态演变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应急抢修过程中风险指标的变化可以引起 AHP 底层指标隶属度
的变化及各层指标权重的变化，进而引起整个应急抢修过程的风险变化。该模型可对天然气管道
泄漏应急抢修过程的风险进行动态评价，研究成果可为天然气管道泄漏应急抢修过程提供支撑。
（图 6，表 4，参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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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AHP-based risk assessment for emergency repair of natural
gas pipeline lea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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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evaluate the risks of emergency repair of long-distance gas pipeline leakage, a dynamic
AHP-based risk assessment model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with the risk indexes
classified into five categories, and the updating algorithm of membership degree of various risk indexes was also described.
Meanwhile, by analyzing the risks of emergency repair in the leakage accidents of gas pipelines, a dynamic AHP-based risk
assess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secondary indexes were classified. In addition,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risks faced in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period of emergency repair was analyzed with the dynamic AHP-based risk
assessment model based on a leakage accident of Sichuan-East Gas Pipelin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anges of the risk
indexes during emergency repair can cause the changes of the membership degree of the AHP underlying index and the index
weight of each layer, which will further result in the risk change in the entire emergency repair process. Therefore, the model
could effectively and dynamically evaluate the risks of emergency repair of gas pipeline leakage. Thus, the research results
could provide basis for the emergency repair of natural gas pipeline leakage thereof. (6 Figures, 4 Tables, 20 References)
Key words: pipeline leakage, emergency repair, dynamic AHP, risk assessment

天然气管道会因为施工缺陷、
腐蚀或第三方破坏等
原因发生泄漏，一旦发现则需第一时间组织抢修作业，
[1-6]

避免引发衍生事故

。在天然气管道泄漏事故应急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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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过程中，风险持续变化，人员操作不当或环境气候变
化等均会阻碍应急抢修过程的顺利进行，
导致风险等级
增加，
甚至威胁抢修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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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天然气管道泄漏事故，静态风险分析方法无

在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流程中，评价的关键在于指

法准确地反映抢修过程中的动态变化因素及风险变

标权重向量以及各级指标的模糊判断矩阵的生成。其

化。同时，天然气管道泄漏应急抢修属于非正常工作

中，某指标下所有次级指标相对权重组成的权重向量

情况，其对整个抢修过程中各项反应的及时性要求很

ω 可由以下计算式生成：
ω =（ω 1，ω 2，…，ω n ）T

高，如果未能够实时管控整个抢修过程的动态风险变
化情况，则有可能导致抢修现场风险等级增加

[10]

。而

N
N

现有的天然气管道泄漏应急抢修风险分析主要体现在

ωn=

管理层面的应急救援系统，对应急抢修过程的动态风
[11-12]

险评价鲜有涉及

。

j =1

c nj

N

N
N
i =1

层次分析法（AHP）虽然是一种静态风险分析方

（1）

j =1

（2）

c ij

法，但马庆春等[13]将实时监测得到的钻井作业参数引

式中：ω n 为第 n 个次级指标的相对权重；c nj 为该层级

入钻井作业过程中，实现了基于 AHP 方法的井喷事

第 n 个指标与第 j 个指标的相对重要度 , 可由 1-9 标

[14]

j 的取值范围为 1，2，…，N ；c ij 为该层级第 i
度法确定，

故动态风险评价；
方可等

针对传统 AHP 的结构静

态特征进一步提出动态 AHP 网，并将其应用于解决

i 的取值范围为 1，
个指标与第 j 个指标的相对重要度，

仿真系统建模与仿真的不确定性问题。上述研究为动

N ；N 为集合内同层级的指标总数[15-18]。
2，…，

态 AHP 方法的建立做了积极的尝试，但并未全面、深
入探讨动态 AHP 方法的数学模型，难以直接应用于

模糊判断矩阵 R 由式（3）通过指标状态参数的隶
属度生成：

R =［r 1T，r 2T，…，r nT］

具有复杂性与环境突变等特点的天然气管道泄漏事故

（3）

应急处置过程的动态风险评价。为了评价天然气管道

r n =［a（
，a（
，…，a N（λ ）］
1 λ）
2 λ）

泄漏事故的应急处置动态风险，分析应急处置过程的

式中：r n 为第 n 个指标的风险等级隶属度向量；a N 为

风险演变特征，提出 5 种动态类型指标，并基于 AHP

该指标的风险等级隶属度函数；N r 为风险等级分级数

模型建立了动态指标的风险隶属度更新算法。在天然

r

（4）
r

（多采用 5 级制）；λ 为该指标的状态参数。

气管道泄漏事故应急处置过程中，通过对各项二级指

通过对传统模糊层次分析法的应用发现，当指标

标进行归类，并利用实时采集的应急处置过程参数，实

体系中各层指标的状态参数发生变化时，其生成的模

时更新模型计算结果，从而实现天然气管道泄漏事故

糊评判矩阵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引起研究对象整体风

应急处置过程的动态风险评价。

险相应变化；
更进一步的，如果模糊层次指标体系结构
发生变化，各层指标权重向量也会发生变化，同样可以

1

动态 AHP 风险评价模型

引起研究对象整体风险的变化。实际的应急处置过程
中，各级指标参数的取值和指标体系结构均会随时间

利用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法进行风险评价（图 1），
可以得到评价对象指标体系的综合风险评分及风险等
[15-18]

级

。

迁移引起的环境参数、人的状态及设备运行参数的变
化而变化，因此，应急处置过程的整体风险也会随时间
迁移而改变。
在研究对象风险演变过程中，考虑了研究对象整
体风险随指标参数及指标体系结构的动态变化因素，
提出了指标隶属度以及指标体系结构随时间变化的更
新算法，并建立了动态 AHP 风险评价模型（图 2）。通
过对指标隶属度以及指标体系结构变化的影响形式进
行分析，可以将 AHP 指标分为 5 类指标：
静态指标、实
时动态指标、半动态指标、关联动态指标及中断事件指
标。其中，实时动态指标、半动态指标、关联动态指标

图1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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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1

动态 AHP 风险评价模型图

1.5

静态风险指标

中断事件指标及动态 AHP 结构更新

静态风险指标是指风险发生后即为静止状态，对

与其他动态指标相比，中断事件指标具有更高的

目标层的风险也随之确定，不会发生变化也不会对后

优先级，其不仅可改变 AHP 中的指标状态，而且可以

续工作造成影响，其风险隶属度为常数。

改变整个层次指标体系的结构，故中断事件的发生对

1.2

实时动态指标及风险隶属度更新算法

整个指标的权重有很大的影响。一般将中断事件分为

实时动态指标是指其性质随时间实时变化，可对

两类：
一类是当该事件发生时，当前操作立即停止，应

分析对象产生实时的影响，如应急抢修中的天然气浓

优先执行该事件相关的操作，即在现有的指标层中加

度指标即为实时动态指标。

入新的指标，改变 AHP 原有的网络结构；
另一类是当

将式（4）中的状态参数由实时状态参数 λ（t ）代
替，则该指标的风险隶属度向量描述如下：

应急抢修的正常进行，甚至迫使抢修停止，此类中断事

r n =｛a［
，a［
］，…，a N［λ（t ）］｝ （5）
1 λ（t ）
2 λ（t ）
r

式中：λ（t ）为 t 时刻的参数状态。
1.3

该事件发生时，对应急抢修有很大的影响，主要是阻碍
件虽然没有增加新的操作，但对权重分配有重要影响，
也会改变原有 AHP 的网络结构。
典型的中断事件动态指标将会引起 AHP 网络结

半动态指标及风险隶属度更新算法
半动态是指该指标的参数状态并不是实时获取

构的变化（图 3），该变化将会引入新的 AHP 指标 C 5。

的，而是每隔一定时间间隔获取一次，并对分析对象产

该指标的引入，将会导致整个包含 C 5 二级指标的比较

生影响，如在放空降压时每间隔 10 min 获取压力监测

判断矩阵以及该层所有指标的相对权重发生变化。其

数据。半动态的指标参数按照该指标的更新时间间

更新方式为：
①通过更新比较判断矩阵重新计算相应

隔，每变化一次就可对风险等级进行一次更新。

层次各个指标的相对权重；
②更新新指标的指标隶属

半动态指标的风险隶属度向量可由下式进行描述：

度向量，进而更新模糊评判矩阵；
③逐层计算更新整

rn =｛a［
a［
a N［λ（t s）］｝ （6）
，
］，…，
1 λ（t s）
2 λ（t s）

个网络的总体风险等级。除图 3 所示的结构变化外，

r

式中：t s 为有时间间隔的离散时刻。

AHP 网络结构还有多种变化形式[7，9]，其更新算法的

1.4

数学表达也将发生变化。

关联动态指标及风险隶属度更新算法
关联动态指标是指分属不同上级指标的次级指标

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当其中一个指标状态发生变化时，
与其关联的指标状态也随之发生变化，如抢险前准备
和抢险施工作业的安全管理人员及施工人员属于同一
个组织，其行为准则具有一致性，因此其在准备阶段的
表现评级，也会在应急施工阶段得到相应体现。

图3

中断事件指标导致动态 AHP 网络结构变化示意图

b 和 f 两个关联动态指标在 t s 时刻的关联状态函

2

数可由下式进行描述：
=Kλ（
λ（
b t s）
f t s）
式中：K 为关联系数。

动态 AHP 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7）
天然气长输管道在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种类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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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管道失效，严重时甚至引发管道事故[19]。以天然

表1

天然气管道泄漏事故抢修过程风险评价指标及其归类表
二级指标
接警 C 1
事故信息 C 2
现场确认 C 3
应急方案选择 C 4
警戒疏散 C 5
放空降压 C 6
修筑进场道路 C 7
施工人员素质 C 8/C 17
天气 C 9/C 18
安全管理人员 C 10/C 19
抢修物资 C 11/C 20
安全监测 C 12
临时封堵 C 13
管沟及操作坑开挖 C 14
防腐层剥离 C 15
堵漏施工 C 16

气长输管道常见的泄漏事故为研究对象，建立应急抢
险过程动态 AHP 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二级指标
进行归类。
2.1

第 40 卷 第 12 期

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及指标归类
天然气管道泄漏事故发生后，应在应急抢修方案

的指导下迅速开展事故应急抢修施工工作。应急抢修
施工过程涉及人员众多，按照时间发展过程可分为接
警与决策、抢险前准备及抢险施工作业 3 个流程[20]。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原则，将“应急抢修过程风险”作为
目标层 A ，3 个流程作为一级指标分别为 B 1、B 2 及 B 3，
接警、事故信息、现场确认等 16 个指标分别为二级指

C 3、…、
C 16，构建抢修过程的风险评价指标体
标 C 1、C 2、

指标归类
静态
静态
静态
静态
静态
半动态
静态
关联动态/半动态
静态
关联动态/半动态
关联动态/半动态
实时动态
静态
静态
静态
静态

系（图 4）。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将二级指标的特征进

行监测，监测周期为 10 min，该指标则归类为半动态指

行动态分类（表 1）。例如，接警指标 C 1 一旦完成，其

标；
在抢险前准备和抢险施工作业时都需要的抢修物

风险也随之确定，为静态事件；
在放空降压时对压力进

资 C 11/C 20，准备阶段结束时可对该指标是否合理与充
足进行评判，评判结果可以预判施工作业时该指标是
否合理与充足，因此属于关联动态指标。
2.2

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风险分级
天然气管道泄漏事故应急抢修过程风险指标的

状态参数，可以通过监测或专家打分的方式进行量
化，而状态参数与指标风险的关系，则可通过风险分
级并结合隶属度函数予以确定。将指标风险等级整
体分为 5 级，并以时效性和准确性作为评价标准，对各
图4

天然气管道泄漏事故抢修过程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图
表2

风险
分值
等级

某天然气管道泄漏事故应急抢修过程风险评价指标风险分级表

C1

C2

C3

完备 [0，10]

0~1 h

安全

0

0~0.5 h

轻微

30

0.5~1 h

1~1.5 h

中度

60

1~1.5 h

1.5~2 h

较重

80

1.5~2 h

2~2.5 h

危险

100

2~2.5 h

不完备
(10，100]

2.5~3 h

C 10/C 19
经验丰富态度
认真 [0，10]
经验一般态度
认真 (10，20]
经验一般态度
一般 (20，30]
经验一般态度
不认真 (30，40]
经验不足态度
不认真 (40，100]

C 11/C 20
物资合理、
充足 [0，10]
物资合理、
相对足 (10，20]
物资相对合理、
充足 (20，30]
物资相对合理、
相对充足 (30，40]
物资不合理物资
不足 (40，100]

C 12
天然气浓度低于
1％LEL
天然气浓度低于
5％LEL
天然气浓度低于
10％LEL
天然气浓度低于
15％LEL
天然气浓度高于
20％LEL

风险
分值
等级
安全

0

轻微

30

中度

60

较重

80

危险

100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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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二级指标进行评价分级并赋分值（表 2）。
二级指标参数
C4
C5
C6
C7
C 8/C 17
契合实际
0~1 h 0.01 MPa 0~1.5 h 优秀 [0，10]
[0，20]
1~1.5 h 0.1 MPa 1.5~2 h 良好 (10，
20]
稍有偏差
1.5~2 h 1 MPa 2~2.5 h 合格 (20，30]
(20，40]
基本合格
2~2.5 h 2.5 MPa 2.5~3 h
(30，40]
判断错误
不合格
2.5~3 h 4 MPa 3~4 h
(40，100]
(40，100]
二级指标参数
C 13
C 14
C 15
C 16
C 21
2h

0~5 h

0~3 h

5h

0~1 h

3h

5~5.5 h

3~4 h

5.5 h

1~2 h

3.5 h

5.5~6 h 4~4.5 h

6h

2~3 h

4h

6~6.5 h 4.5~5 h

6.5 h

3~4 h

5h

6.5~7 h 5~5.5 h

7h

4~5 h

C 9/C 18
雾 [0，20]
高温 (20，40]
雪 (40，60]
风 (60，80]
雨 (8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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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3

案例分析

大雨前后各指标风险等级变化对比表

二级指标

以川气东送天然气长输管道某次泄漏事故为案

前准备工作就绪，开始抢险施工，施工过程中实时监

C1
C2
C3
C4
C5
C6
C7
C 8/C 17
C 9/C 18
C 10/C 19
C 11/C 20

测天然气浓度，并根据泄漏孔的位置，采用挖掘机和

C 12

例，开展应急抢险过程动态 AHP 风险评价分析。事
故现场状况为：
管道发生小孔泄漏，泄漏孔径 5 mm ；
高温天气；
接警用时 45 min ；
现场确认用时 1 h 得到事
故的完备信息，经分析采取带压堵漏的方法处置。抢
修过程状况为：
抢修人员进入现场后，立即按照现场天
然气浓度划定警戒范围实行戒严，并按阀室放空流程
进行放空，在放空降压的同时开始修筑进场道路；
抢险

C 13
C 14
C 15
C 16
C 21

人工配合的方法开挖管沟和作业坑；
当管道内压力降
至 0.1 MPa 时，进行泄漏点的临时封堵；
准备进行带压
堵漏时突发大雨，空气湿度介于 85％~90％之间，由气
象局给出的下雨时长推测防腐层剥离及堵漏施工将在

计算得到应急抢修现场大雨发生前的整体施工动

大雨天气中进行。
在应急抢修过程中遇到大雨天气即为中断事件。
由于突发大雨，需要在进行防腐层剥离作业前搭建防

态风险指数 P =16.603，由动态风险指数的风险等级划
分标准可知该风险值属于较低风险（表 4）。
表4

雨棚，而且原有作业三级风险指标将分属不同二级风
险指标，风险指标体系结构权重也随之发生变化。大

状态参数
大雨前
大雨后
45 min
无变化
完备
无变化
1h
无变化
契合实际
无变化
1.5 h
无变化
0.1 MPa
无变化
1h
无变化
优秀
合格
高温
雨
经验丰富态度认真 经验一般态度认真
物资合理、充足 物资合理、
相对充足
天然气浓度低于
无变化
1％LEL
3.75 h
无变化
5h
无变化
2h
4.5 h
3h
6.25 h
3h

动态风险指数的风险等级划分标准表

动态风险指数 P 风险等级

施工状态

雨后更新应急抢修现场的风险评价体系（图 5），其中

（0，10]

低风险

可正常施工

接警与决策 B 1 与抢险前准备 B 2 保持不变；
原有二级

（10，30]

较低风险

改善施工作业状态

风险指标抢险施工作业 B 3 被中断，更新为大雨前抢险

（30，50]

中风险

加强安全管理措施，改善施工作业
状态

施工作业 B 4 与大雨后抢险施工作业 B 5，并新增三级风
险指标搭建防雨棚 C 21。

（50，70]
（70，100]

3.2

较高风险 停止施工，
分析问题，
提出改进措施
高风险

停止施工，采取特殊措施

大雨后动态评价
大雨发生后，中断事件发生，停止施工操作。待大

雨停止后，先搭建防雨棚，由于下雨天气要求防腐补口
作业要保证钢管表面的干燥，除锈之后，应进行烘烤，
然后再次进行除锈，以保证补口质量，增加了防腐层剥
离以及堵漏施工的难度，这些操作均引起了风险指标
的状态参数和风险指标体系结构的变化（表 3）。为了
图5

3.1

某天然气管道泄漏事故抢修现场大雨后风险评价指标
体系变化示意图

评价大雨发生后整体施工过程的风险，需要根据动态
AHP 风险评价模型更新大雨中断后的比较判断矩

大雨前静态评价

阵，并重新计算各个风险指标的权重（图 6）。通过大

为了评价大雨这一中断指标对应急抢修施工过程

雨发生前后二级指标的相对权重对比发现，在大雨发

风险的影响，首先需要分析各个二级风险指标在大雨

生前完成的操作，二级指标相对权重较低；
而大雨发

前后的状态参数（表 3），然后利用动态 AHP 风险评价

生后的操作，二级指标相对权重较高，这与大雨的发

模型计算大雨发生前的风险等级。

生加大了抢修难度，对抢修过程影响较大情况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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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前后应急抢修过程各二级指标相对权重对比图

根据各个二级指标状态参数的变化更新隶属

[2] 梁永宽，杨馥铭，尹哲祺，陈柏杰. 油气管道事故统计与风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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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后整体施工风险上升，
由动态风险指标的风险等级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2017, 36(4): 472-476.

划分标准可知该风险属于中风险，应加强安全管理措
施，
改善施工作业状态，
确保整体施工风险得到控制。

[3] CHEN X F, WU Z Z, CHEN W T, KANG R X, HE X Z, MIAO
Y C. Selection of key indicators for reputation loss in oil and gas
pipeline failure event[J]. Engineering Failure Analysis, 2019, 99:

4

结论

69-84.
[4] 周建新，吴轩，郭再富. 美国管道事故对我国油气管道安全的启

（1）提出了动态 AHP 评价方法的 5 种类型风险

示[J].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2014，10（增刊 1）：73-78.

指标，以及风险隶属度更新计算方法；
利用 AHP 指标

ZHOU J X, WU X, GUO Z F. Enlightenment from incidents

隶属度及层次结构的动态变化，可以实现描述对象风

of oil and gas pipeline in USA[J]. Journal of Safety Science and

险的动态更新。

Technology, 2014, 10(S1): 73-78.

（2）通过实时动态指标关注了现场监测数据实时

[5] 全 恺，梁 伟，张 来 斌，俞 徐 超，李 元. 基 于 故 障 树 与 贝 叶 斯 网

变化引起的风险变化，提高了风险评价的实时性；
通过

络 的 川 气 东 送 管 道 风 险 分 析[J]. 油 气 储 运，2017，36（9）：

关联动态指标关注了关联事件的风险联动变化，提高

1001-1006.

了风险评价的准确性；
通过中断事件指标关注了重要

QUAN K, LIANG W, ZHANG L B, YU X C, LI Y. Risk

突发事件对风险指标体系结构的影响，提高了风险评

analysis of Sichuan-to-East Gas Pipeline based on Fault Tree and

价的动态适应性。

Bayesian Network[J]. Oil & Gas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3）基于天然气长输管道泄漏事故的应急抢修场
景，利用动态 AHP 风险评价模型实现了应急抢修施

2017, 36(9): 1001-1006.
[6] 狄彦，帅健，王晓霖，石磊. 油气管道事故原因分析及分类方法

工过程的动态风险评价，可实现应急抢修工作的动态

研究[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3，23（7）：109-115.

风险预警，具有较高的实用性与准确性。

DI Y, SHUAI J, WANG X L, SHI L. Study on methods for
classifying oil & gas pipeline incidents[J]. China Safety Science

参考文献：
[1] 王向阳，杜美萍，汪彤，白永强，向阳. 埋地燃气管道泄漏扩散过

Journal, 2013, 23(7): 109-115.
[7] 付明福，张明星，朱晓曼，龚晓凤，谭波. 油气长输管道作业分

程数值模拟[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8，28（2）：45-50.

级定量风险评价方法研究及应用[J].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WANG X Y, DU M P, WANG T, BAI Y Q, XIANG Y.

2019，15（7）：137-141.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leakage of gas from buried pipeline and

FU M F, ZHANG M X, ZHU X M, GONG X F, TAN B.

its diffusion process[J]. China Safety Science Journal, 2018,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

28(2): 45-50.

method for operation classification of oil and gas long-distance

1428

yqcy.paperopen.com

Operation & Management | 运行与管理

熊毅，等：天然气管道泄漏应急抢修过程的动态 AHP 风险评价

pipeline[J]. Journal of Safe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9,
15(7): 137-141.
[8] 郑洪龙，黄维和. 油气管道及储运设施安全保障技术发展现状
及展望[J]. 油气储运，2017，36（1）：1-7.

[15] HARKER P T. The art and science of decision making: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M].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1989: 3-36.
[16] ACHARYA V, SHARMA S K, KUMAR GUPTA S.

ZHENG H L, HUANG W H. Development status and prospect

Analyzing the factors in industrial automation using analytic

of safety insurance technologies for oil & gas pipelines and

hierarchy process[J]. Computers & Electrical Engineering, 2018,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J]. Oil & Gas Storage and

71: 877-886.

Transportation, 2017, 36(1): 1-7.
[9] 李莉，张玉志，张斌，田望，王乐乐. 油气管道运行维护技术研究

[17] 邓雪，李家铭，曾浩健，陈俊羊，赵俊峰. 层次分析法权重计算
方法分析及其应用研究[J].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2，42（7）：

进展及展望[J]. 油气储运，2017，36（3）：249-254.

93-100.

LI L, ZHANG Y Z, ZHANG B, TIAN W, WANG L L.

DENG X, LI J M, ZENG H J, CHEN J Y, ZHAO J F.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oil and gas pipeline operation

Research on computation methods of AHP wight vector and

and maintenance technologies[J]. Oil & Gas Storage and

its applications[J]. Mathematics in Practice and Theory, 2012,

Transportation, 2017, 36(3): 249-254.

42(7): 93-100.

[10] 仇九子. 青岛市“11 · 22”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事故处置分

[18] 马贯一，杨超宇. 基于动态 AHP 的个人健康状态模糊综合评

析[J]. 中国应急救援，2014（1）：43-45.

价研究[J]. 信息与电脑（理论版），2012（12）：174-176.

CHOU J Z. Disposal analysis of the“Nov.22”Donghuang oil

MA G Y, YANG C Y.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pipeline leakage and explosion accident in Qingdao City[J].

individual health status based on dynamic AHP[J]. China

China Emergency Rescue, 2014(1): 43-45.

Computer & Communication, 2012(12): 174-176.

[11] 刘小军. 天然气长输管道抢修作业管理对策[J]. 化工管理，

[19] BADIDA P, BALASUBRAMANIAM Y, JAYAPRAKASH

2015（25）：136-137.

J. Risk evaluation of oil and natural gas pipelines due to natural

LIU X J.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for rush repair of

hazards using fuzzy fault tree analysis[J]. Journal of Natural

natural gas pipeline[J]. Chemical Enterprise Management,

Ga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19, 66: 284-292.

2015(25): 136-137.
[12] 谢安俊. 天然气管道应急救援系统及其信息技术[J]. 天然气工

[20] 崔茂林，吴长春. 输气管道投产中氮气置换的原则及技巧[J].
天然气工业，2015，35（2）：81-86.

业，2006，26（5）：115-117.

CUI M L, WU C C. Principles of and tips for the nitrogen gas

XIE A J. Emergency-aid system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splacement in the gas pipeline debugging practices[J]. Natural

for natural gas pipeline[J]. Natural Gas Industry, 2006, 26(5):

Gas Industry, 2015, 35(2): 81-86.

115-117.

（收稿日期：2020-02-11；修回日期：2021-10-15；编辑：韩文超）

[13] 马庆春，张来斌，樊建春. 基于状态监测的井喷风险动态安全
评价[J]. 安全与环境学报，2009，9（6）：176-179.
MA Q C, ZHANG L B, FAN J C. Novel dynamic hazards
assessment model for well blowout based on its operating state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海洋 ( 深水 ) 油气开采重大安全

monitoring[J]. Journal of Safety and Environment, 2009, 9(6):

事故连锁风险演化、灾变机理及应对机制”，2017YFC0804501；国家

176-179.

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资助项目“基于背景纹影原理的危险气体泄

[14] 方可，杨明. 仿真系统校核中的动态 AHP 网研究[J]. 系统工

漏可视化检测方法研究”，51304228。

程与电子技术，2011，33（3）：707-711.

作 者 简 介：熊 毅，男，1982 年 生，讲 师，2010 年 博 士 毕 业 于 清

FANG K, YANG M. Dynamic AHP net for simulation

华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现主要从事安全检测、动态风险分析方向

systems verification[J]. Systems Engineering and

的 研 究 工 作。 地 址：北 京 市 昌 平 区 府 学 路 18 号，102249。 电 话：

Electronics, 2011, 33(3): 707-711.

13466368001。Email：xiongyi@cup.edu.cn

yqcy.paperopen.com

1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