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安全生产管理发展历史

安全生产管理随着安全科学技术和管理科学的发展而发展。

阶段 时代 生产技术特征 管理认识论 管理方法论

Ⅰ 工业革命前 农牧业及手工业 听天由命
无能为力，

被动意识

Ⅱ
17世纪至20

世纪初
蒸汽时代 局部安全

就事论事，

亡羊补牢，

事后型管理

Ⅲ
20世纪初至

50年代
电气化时代 系统安全

综合对策及管理

系统工程

Ⅳ
20世纪50年

代以来

宇航、核能等新

技术
安全系统

本质安全化，预

防超前型管理



一、安全生产管理发展历史

我国安全管理的起步是建国以后的事，不同的历史时期，

体现了不同的管理体系。

50~60年代，建立了劳动保护管理体系；

70年代，在劳动保护管理体系下，强调事故管理系统；

80年代，出现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和安全生产管理的概念；

90年代，现代安全科学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体系逐步发展

和完善。

进入21世纪，提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是风险管理，内容

包括危险源辨识 、风险评价、危险预警与监测管理、事故预

防与风险控制管理及应急管理等。



二、安全生产管理原理和原则

安全生产管理原理：从生产管理的共性出发，对生产管

理中安全工作的实质内容进行科学分析、综合、抽象与概括

所得出的安全生产管理规律。

安全生产管理原则：在安全生产管理原理的基础上，指

导安全生产活动的通用原则。

原理和原则的内涵是一致的，一般来说原理更基本，更

具普遍意义；原则更具体，对行动更有指导性。



二、安全生产管理原理和原则

（一）系统原理

1.含义：指运用系统的观点、理论和方法对管理活动进

行充分的系统分析，以达到管理的优化目标，即从系统论的

角度来认识和处理管理中出现的问题。

系统原理是现代管理科学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2.运用系统原理的原则

（1）动态相关性原则

（2）整分合原则

（3）反馈原则

（4）封闭原则



二、安全生产管理原理和原则

（一）系统原理

1）动态相关性原则

含义：系统各个要素相互关联，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

对安全管理，动态相关性原则的应用可以从两方面考虑：

（1）企业内部各要素处于动态之中并且相互影响和制约，

使得事故有发生的可能。系统要素的动态相关性是事故发生

的根本原因。

（2）必须掌握与安全有关的所有对象要素之间的动态相

关特征，充分利用相关因素的作用。例如：人与人之间，与

设备、作业环境之间，资金与设施设备改造之间等的动态相

关性。



二、安全生产管理原理和原则

（一）系统原理

2）整分合原则

含义：现代高效率的管理必须在整体规划下明确分工，

在分工基础上进行有效的综合。 

整分合原则在安全管理中的意义：

（1）整，就是企业领导在制定整体目标、进行宏观决策

时，必须把安全纳入，作为整体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考

虑；

（2）分，就是安全管理必须做到明确分工，层层落实，

要建立健全安全组织体系和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使每个人员

都明确目标和责任；



二、安全生产管理原理和原则

（一）系统原理

2）整分合原则

（3）合，就是要强化安全管理部门的职能，树立其权威，

以保证强有力的协调控制，实现有效综合。 



二、安全生产管理原理和原则

（一）系统原理

3）反馈原则

含义：成功、高效的管理，离不开灵敏、准确、迅速的

反馈。

反馈是控制论和系统论的基本概念之一，是指被控制过

程对控制机构的反作用。

反馈大量存在于各种系统之中，也是管理中的一种普遍

现象，是管理系统达到预期目标的主要条件。



二、安全生产管理原理和原则

（一）系统原理

4）封闭原则

含义：在任何一个管理系统内部，管理手段、管理过程

等必须构成一个连续封闭的回路，才能形成有效的管理活动。

该原则的基本精神是企业系统内各种管理机构之间，各

种管理制度、方法之间，必须具有相互制约的关系，管理才

能有效。



二、安全生产管理原理和原则

（一）系统原理

在应用封闭原则时，须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建立健全各种机构并使之各司其职，相互制约。

第二，完善企业各项管理制度。企业要完善各项安全规

章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决策指挥、执行、监督、

反馈等各环节规章制度，要构成一个封闭的法规网。



二、安全生产管理原理和原则

（一）系统原理

第三，把握封闭的相对性。从空间上看，封闭系统不是

孤立系统，它与环境之间存在着输入输出的关系，有着物质、

能量、资金、人员、信息等的交换；从时间上看，事物是不

断发展的，依靠预测作出的决策不可能完全符合未来的发展，

因此必须根据事物发展的客观需要，不断以新的封闭代替旧

的封闭，以求得动态的发展。 



二、安全生产管理原理和原则

（二）人本原理

1、人本原理的含义

（1）含义：就是在企业管理活动中必须把人的因素放在

首位，体现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有两层含义：

1）一切管理活动均是以人为本展开的。人既是管理的主

体（管理者），又是管理的客体（被管理者），每个人都处

在一定的管理层次上，离开人，就无所谓管理。人是管理活

动的主要对象和重要资源。



二、安全生产管理原理和原则

（二）人本原理

1、人本原理的含义

　2）在管理活动中，资金、物资、时间、信息等和管理

系统的诸环节（组织机构、规章制度等），作为管理对象的

诸要素都是需要人去掌管、运作、推动和实施的

搞好企业安全管理，避免工伤事故与职业病的发生，充

分保护企业职工的安全与健康，是人本原理的直接体现。



二、安全生产管理原理和原则

（二）人本原理

2、运用人本原理的原则

　（1）动力原则 

含义：推动管理活动的基本力量是人，管理必须有能够

激发人的工作能力的动力。

①物质动力，即以适当的物质利益刺激人的行为动机，

达到激发人的积极性的目的。

②精神动力，即运用理想、信念、鼓励等精神力量刺激

人的行为动机，达到激发人的积极性的目的。

③信息动力，即通过信息的获取与交流产生奋起直追或

领先他人的行为动机，达到激发人的积极性的目的。 



二、安全生产管理原理和原则

（二）人本原理

2、运用人本原理的原则

（2）能级原则

能级的物理学概念：指的是原子中的电子分别具有一定

的能量，并按能量大小分布在相应的轨道上绕原子核运转。

这些轨道所对应的能量数值是不连续并按大小分级排列的，

称为“能级”。

现代管理学中的能级概念：组织中的单位和个人都具有

一定的能量，并且可按能量大小的顺序排列，即形成现代管

理中的能级。



二、安全生产管理原理和原则

（二）人本原理

2、运用人本原理的原则

（2）能级原则

能级原则：在管理系统中建立一套合理的能级，即根据

各单位和个人能量的大小安排其岗位和任务，做到才职相称，

才能发挥不同能级的能量，保证结构的稳定性和管理的有效

性。

核心：量才使用、人尽其才



二、安全生产管理原理和原则

（二）人本原理

2、运用人本原理的原则

（3）激励原则

含义：利用某种外部诱因的刺激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以科学的手段，激发人的内在潜力，使其充分发挥出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内在动力：企业员工自身的奋斗精神；

外在压力：外部施加于员工的某种力量，如加薪、降级、

表扬、批评、信息等；

工作吸引力：那些能够使人产生兴趣和爱好的某种力量。 



二、安全生产管理原理和原则

（三）预防原理

1、含义：安全管理工作应当以预防为主，即通过有效的

管理和技术手段，防止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出

现，从而使事故发生的概率降到最低。 

2、原则

1）偶然损失原则

2）因果关系原则

3）3E原则

4）本质安全化原则



二、安全生产管理原理和原则

（三）预防原理

1）偶然损失原则

含义：事故所产生的后果(人员伤亡、健康损害、物质损

失等)，以及后果的大小如何，都是随机的，是难以预测的。

反复发生的同类事故，并不一定产生相同的后果。

以爆炸事故为例，爆炸时伤亡人数，伤亡部位与程度，被

破坏的设备种类、程度，爆炸后有无并发火灾等都是偶然的。  

为了防止事故损失的发生，惟一的办法是防止事故再次发

生。这个原则强调，在安全管理实践中，一定要重视各类事故，

包括险肇事故，只有连险肇事故都控制住，才能真正防止事故

损失的发生。 



二、安全生产管理原理和原则

（三）预防原理

2）因果关系原则

事故是许多互为因果的因素连续发生的最终结果。只要

诱发原因存在，早晚必然发生事故。

从事故的因果关系中认识必然性，发现事故发生的规律

性，斩断事故因素的环链，变不安全条件为安全条件，把事

故消灭在早期起因阶段。 



二、安全生产管理原理和原则

（三）预防原理

3）3E原则

（1）造成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的4个主要

原因。

技术的原因：如作业环境不良(照明、温度等)，设备、工

具有缺陷并缺乏保养等。

教育的原因：如缺乏安全生产知识，技术、技能不熟练等。

身体和态度的原因：如生理状态或健康状态不佳；怠慢、

反抗、不满等情绪，消极或亢奋的工作态度等。

管理的原因：如企业主要领导人对安全不重视，人员配备

不完善，操作规程不合适，安全规程缺乏或执行不力等。



二、安全生产管理原理和原则

（三）预防原理

（2）3E含义：工程技术、教育和法制对策。

技术对策：运用工程技术手段消除生产设施设备的不安

全因素，改善作业环境条件，完善防护与报警装置，实现生

产条件的安全和卫生。

教育对策：提供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使

职工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掌握安全生产所必须的

知识和技能。

法制对策：利用法律、规程、标准以及规章制度等必要

的强制性手段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达到消除不重视安全、

违章作业等现象的目的。



二、安全生产管理原理和原则

（三）预防原理

4）本质安全化原则

含义：来源于本质安全化理论，指从一开始和从本质上

实现了安全化，就可从根本上消除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从而

达到预防事故发生的目的。　

本质安全化是安全管理预防原理的根本体现，也是安全

管理的最高境界，实际上目前还很难做到，但是我们应该坚

持这一原则。

本质安全化原则不仅局限于设备、设施，还可以扩展到

建设项目等。



二、安全生产管理原理和原则

（四）强制原理

1、含义：采取强制管理的手段控制人的意愿和行动，使

个人的活动、行为等受到安全管理要求的约束，从而实现有

效的安全管理。

所谓强制，就是无需做很多的思想工作来统一认识、讲

清道理，被管理者必须绝对服从，不必经被管理者同意便可

采取控制行动。



二、安全生产管理原理和原则

（四）强制原理

2、运用强制原理的原则

1）安全第一原则。安全第一就是要求在进行生产和其他

活动的时候把安全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要位置。当生产和

其他工作与安全发生矛盾时，要以安全为主，生产和其他工

作要服从安全。

2）监督原则

含义：在安全工作中，为了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得到落

实，必须明确安全生产监督职责，对企业生产中的守法和执

法情况进行监督。安全监督的三个层次：



二、安全生产管理原理和原则

（四）强制原理

国家监督(或监察)：指国家授权专门的行政机关，以国家

名义并运用国家权力对部门和单位执行安全监督和检查。

企业监督：由企业经营者直接领导、指挥企业安技部门，

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等各部门进行的安全监督和检查。

群众监督：指广大职工群众通过各级工会和职工代表大

会等自己的组织，对企业各级管理部门贯彻执行安全法规、

改善劳动条件等情况进行的监督。

三个层次的安全监督，性质不同，地位不同，所起的作

用也不同。它们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监督体系。



三、事故致因理论

事故频发倾向论

事故频发倾向、事故遭遇倾向

事故因果连锁论

海因里希事故因果连锁论、博德的事故因果连锁、亚当

斯的事故因果连锁、北川彻三的事故因果连锁、事故统计分

析因果连锁模型

能量意外释放论

轨迹交叉论

综合模型论

系统安全论



三、事故致因理论

事故频发倾向论.

1919年，英国的格林伍德和伍兹通过对许多工厂的伤亡

事故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工人中的某些人较其他人

更容易发生事故。

法默、查姆勃等人提出了事故频发倾向。  

事故频发倾向

个别人容易发生事故的、稳定的、个人的内在向。

事故频发倾向者是工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一般来说，具有事故频发倾向的人在进行生产操作时往

往精神动摇，注意力不能经常集中在操作上，因而不能适应

迅速变化的外界条件。



三、事故致因理论

事故频发倾向论
事故频发倾向者往往有如下的性格特征：
感情冲动，容易兴奋；
喜怒无常、感情多变；
极度喜悦和悲伤；
脾气暴躁；
厌倦工作、没有耐心；
慌慌张张、不沉着；
动作生硬而工作效率低；
运动神经迟钝，动作不灵活；
理解能力低，判断和思考能力差；
缺乏自制力；
处理问题轻率、冒失。



三、事故致因理论

事故频发倾向论

事故遭遇倾向

某些人员在某些生产作业条件下容易发生事故的倾向。

事故的发生不仅与个人先天因素有关，而且与工人的年龄

、工人的工作经验、熟练程度以及生产条件有关。

当从事规则的、重复性作业时，事故频发倾向较为明显。

工业企业预防事故的手段

一方面通过严格的生理、心理检验等，从众多的求职人员

中选择身体、智力、性格特征及动作特征等方面优秀的人才就

业。

另一方面一旦发现事故频发倾向者则将其解雇。



三、事故致因理论

海里因希事故因果连锁

海因里希最初提出的连锁过程包括如下五个因素：

遗传及社会环境

可能造成鲁莽、固执、贪婪及其它性格上的缺点的遗传因

素，妨碍教育、助长性格上的缺点发展的社会环境，是造成性

格上的缺点的原因。

人的缺点

鲁莽、过激、神经质、暴躁、轻率、缺乏安全操作知识等

先天或后天的缺点，是产生不安全行为或造成物的危险状态的

直接原因。



三、事故致因理论

海里因希事故因果连锁

人的不安全行为或物的不安全状态

诸如在起重机的吊荷不停留、不发信号就启动机器，工

作时间打闹或拆除安全防护装置等不安全行为，没有防护齿

轮、扶手，照明不良等机械、物的不安全状态，是事故的直

接原因。

事故

由于物体、物质、人或放射线的作用或反作用，使人员

受到伤害或能受到伤害的，出乎意料之外、失去控制的事件。

伤害

直接由于事故而产生的人物伤害。



三、事故致因理论

海里因希事故因果连锁



三、事故致因理论

海里因希事故因果连锁



三、事故致因理论

海里因希事故因果连锁

企业安全工作的中心，就是防止人的不安全行为，消除机

械的或物质的不安全状态，中断事故连锁的进程而避免事故的

发生。

海因里希事故因果连锁理论强调了消除不安全行为和不安

全状态在事故预防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多年来一直得到广大安

全工作者的赞同。但是，把不安全行为和不安全状态的发生完

全归因于工人的缺点，暴露了该理论的局限性。 



三、事故致因理论

博德的因果连锁



三、事故致因理论

博德的因果连锁
核心：操作者的不安全行为及生产作业中的不安全状态
等致危因素，是由于企业领导者及事故预防工作人员的
管理失误造成的。



基本原因 间接原因 直接原因

事故 伤害

技术的原因

不安全行
为

不安全状
态

学校教育的原
因

教育的原因

社会的原因 身体的原因

历史的原因 精神的原因

管理的原因

三、事故致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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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致因理论

事故人-物轨迹交叉论

该模型着眼于事故的直接原因（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

安全状态）以及基本原因（管理失误）。

该模型进一步把物的问题划分为：

起因物：导致事故发生的物(机械、物体、物质)

加害物：事故发生时直接作用于人体，使人体遭受伤害的

物(机械、物体、物质)

在人的问题方面，区分行为人和被害者

行为人：引起事故发生的人(肇事者)

被害者：事故发生时受到伤害的人 



三、事故致因理论

能量意外释放理论

1961年吉布森提出了事故是一种不正常的或不希望的能量

释放，各种形式的能量是构成伤害的直接原因，应该通过控制

能量或控制作为能量达及人体媒介的能量载体来预防伤害事故。

在吉布森的研究基础上，1966年哈登完善了能量意外释放

理论，提出“人受伤害的原因只能是某种能量的转移”，并提

出了能量逆流于人体造成伤害的分类方法。哈登认为，在一定

条件下某种形式的能量能否产生伤害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取决于

能量大小、接触能量时间长短和频率以及力的集中程度。根据

能量意外释放论， 可以利用各种屏蔽来防止意外的能量转移，

从而防止事故的发生。



三、事故致因理论

能量意外释放理论
        能量类型与伤害
能量
类型

产生的伤害 事故类型

机械
能

刺伤、割伤、撕裂、
挤压皮肤和肌肉、骨
折、内部器官损伤

物体打击、车辆伤害、机械伤害、
起重伤害、高处坠落、坍塌、冒顶
片帮、放炮、火药爆炸、瓦斯爆炸
、锅炉爆炸、压力容器爆炸

热能
皮肤发炎、烧伤、烧
焦、焚化、伤及全身

灼烫、火灾

电能
干扰神经——肌肉功
能、电伤

触电

化学
能

化学性皮炎、化学性
烧伤、致癌、致遗传
突变、致畸胎、急性
中毒、窒息

中毒和窒息、火灾



三、事故致因理论

能量意外释放理论

防止能量或危险物质意外释放的主要技术措施

用安全的能源代替不安全的能源

限制能量

防止能量蓄积

缓慢地释放能量

采取防护措施

在时间上或空间上把能量与人隔离

信息形式的屏蔽（远程控制）



三、事故致因理论

系统安全理论

（1）考虑如何通过改善系统的可靠性来提高复杂系统的

安全性，从而避免事故。

（2）没有任何一种事物是绝对安全的，任何事物中都潜

伏着危险因素，安全或危险只不过是一种主观的判断。

（3）不可能根除一切危险源，但可以减少来自现有危险

源的危险性，宁可减少总的危险性而不是只彻底去消除几种

选定的风险。



三、事故致因理论

系统安全理论

（4）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有限，有时不能完全认识危险源

及其风险，即使认识了现有的危险源，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出现，又会产生新的危

险源。安全工作的目标就是控制危险源，努力把事故发生概

率减到最低，即使万一发生事故时，也把伤害和损失控制在

较轻的程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