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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企业安全管理方法的分析和研究
马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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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风电场企业的安全管理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实现“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闭环管理，

才能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从上到下，企业已建立健全的经营制度。要始终坚持“由谁来领导、谁来负责”的原则，

实行“岗位落实、实施考核”的安全管理制度。这样，我们就可以保证终极目标的实现。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

能公司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一些风力发电企业为节约能源、降低安全投资，

在安全生产与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人们更注重的是利益，而忽视了安全。因此，本文认为对风电企业的安全管理

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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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短缺与环境污染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

关注内容和重点研究课题，为了有效地解决资源短缺

的问题，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可持续发展的清洁能源，

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些能源中，

风能的高效使用对风力发电公司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

推动作用 [1]。企业在风电机组中的应用效率高、周期短，

目前风电机组的建设项目及配套的装备制造技术已经

趋于成熟，这将为国内风电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发

展空间。而风电建设项目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隐患，

这给风力发电市场的发展带来了一些限制，所以，保

证工程施工的安全管理也就是保证风电场工程施工顺

利进行的关键。

1 风电场运行管理的特点

风力发电厂的运行受地形、地形、气候等条件的

制约，在山区、丘陵、草原、滩涂等区域分布较为普遍，

目前，我们正在大力发展新的、清洁的、绿色的、新

型的风能。现成建设规模 15万千瓦风电场为基本单位

居多，机组台数多达 99台，并且它的运行时间现在可

以持续 8年之久，由于机组设备分布广泛，检修和检

修的次数大大增加，在天气条件恶劣的情况下，风电

场发生事故的概率也相应提高。当风电场运行的时间

不断地延长，机组大件的更换也大幅增加，与此同时，

风电机组吊装、运输、民事协调等问题的出现，这对

风力发电设备的安全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尽管风力

发电企业的发展很快，但是，大约从 2002年起，风力

发电的应用才刚刚开始。无论在运行管理、技术管理、

人员管理上，风力发电企业的发展空间还很大。此外，

由于风电加压站地处偏僻地区，人口稀少、自然环境

较差，难以招揽人才，且离职率高。而且，风电场与

火力发电场的运行方式不同，机组人数配置较少，工

作量较大，这使得许多工作人员无法做到精益求精，

从而成为风力发电企业安全管理的又一隐患。

2 风电安全管理标准化模式探讨

2.1 独立风电场运维安全管理分析

独立风电场的安全管理模式：各风电场均有独立

的安全管理体系，且各有不同的实施标准。

1.其优势在于，风电行业的标准体系可以根据其

自身的特点而灵活地制订。

2.缺点是风力发电厂的员工人数少，受到人员的

安全管理能力的制约，我国的安全管理体制还不完善，

标准体系的合规性、完善性和系统性都不完善 [2]。

2.2 新能源集中运维安全管理分析

集中运维安全管理模式：“区域企业 +维修基地 + 

单独的风电场安健环”管理体系的系统。根据本地区

各企业的检修基地和独立风电场的具体情况，对现行

安健环管理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评价，它的中心

是对危险的评价和对工作的安全性的分析，对各维修

基地、独立风场的操作和维修工作进行全面的安全风

险评价，在评价结果的基础上，制定一套标准系统，

各地区企业各检修基地，独立风电场，实行安健环一

体化管理体系。

1.其优点在于利用中心运营功能的优势，建立符

合要求的、完善的、系统的、标准化的体系；统一标准，

统一执行，同时，各风电场的安全管理也得到了相应

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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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各地区风电项目结合实际

的可操作性不足，需要不断修改和完善的标准体系，

以适应现场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的可操作性。

2.3 集中运维安全管理体系融合探讨

结合各地维修基地、独立风电厂的具体情况，提

出了以“安健环”为核心的企业管理要素、双重预防

机制、安全评价、自主安全班组建设等方面的《安健

环体系一体化管理清单》，将企业要素、双重预防机制、

安全评价、自主安全班组的有机结合在一起，将企业

要素 +双重预防机制 +安全评价 +安全评估的安健环

体系集成企业标准与制度，通过建立一个企业的信息

化平台，建立一个闭环的过程，并产生一个电子文档，

从而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

3 风电企业建设中存在的安全管理难点及问题

3.1 安全管理意识薄弱、管理理念落后

当前在风力发电工程方面，我国风力发电工程施

工企业的安全管理观念较差，安全知识的普及还不够，

对自身监督、支持、保障三大体系的职责不明确，相

关企业负责人的安全管理意识不强，工作积极性不够，

施工现场技术人员大都是凭经验，缺乏对项目施工的

监管。另外，在建设项目的安全管理中，目前还没有

建立起一套统一的管理标准、管理制度、管理要求、

监理与评估体系，没有有效地处理安全事故，在风电

项目建设中，由于缺乏及时的总结与交流，导致了风

电场建设的安全管理工作流于形式 [3]。

3.2 安全标准化不足

在能源行业结构调整力度加速转型的同时，发展

清洁能源的生产能力也在逐步增加，发展可再生能源

已成为我国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内容。这就要求增

加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重，从而有效地缓

解能源紧张，进一步发挥其环保作用。然而，目前我

国风电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有关行业标准尚不健全，

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的降低，不但降低了工程建设的质

量，而且增加了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

3.3 施工现场风险较大

在风电项目建设中，建筑工人大多是外来务工的

农民，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施工人员素质低、流动

性大、自我保护能力差、安全意识差、人员素质低、

人员配备不足等问题，从而增加了工程建设的安全风

险。此外，施工中也有一些危险操作，因缺少对其的

风险评估，不能正确认识危险，甚至有很多工人违规

操作，造成了工程风险的急剧增加，安全事故的可能

性也随之增加。

3.4 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

在我国许多风电项目中，由于缺少对一线员工的

安全教育和培训，此外，还有一些问题的普及，如：

不懂工地的施工法规，不懂专业技术，不懂工地的安

全问题。同时，由于管理人员的短缺，工作强度高，

要承担后勤、外部协调、现场管理等多方面的工作，

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工作没有足够的重视，这就给

施工带来了风险，增加了安全隐患。此外，我国风电

产业处于发展初期，缺乏专门人才，而在现场工地上，

建筑工人缺乏对建筑施工的重视，缺乏相应的施工经

验，在工程建设中，很容易发生错误，从而提高工程

的安全风险。

4 安全管理水平提高的有效措施

4.1 制度建设有效完善

在风电场工程施工的安全管理中，为确保工程建

设的各阶段的安全生产提供了保障，并对如何预防安

全事故进行了探讨，是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的重点。

所以，针对风电工程施工中存在的机械、人员流

动性大、综合素质低、交叉作业面大等问题，对施工

过程中的安全风险进行了有效的防范 [4]。同时，由于施

工现场管理的复杂性、动态，必须建立健全的安全管

理体系，以解决工程建设中存在的一些疏漏和漏洞。

同时，加强风电项目的安全管理，可以实现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对所有的工程都实行严格的管理，保证工

程的施工质量达到国家有关的安全管理要求。此外，

还要组织建筑工人和管理者对事故通报等方面的知识，

通过学习来自国家或者公司内部的各种材料，例如关

于安全生产和管理方面的经验，有效地增强现场工作

人员预防和处理安全事故的能力。在编制工程方案时，

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安全因素，并针对可能发生的安

全隐患，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

和实施。

4.2 安全责任制落实

在风力发电工程的施工中，建筑企业在建设风电

场的时候，不能过分依赖，建筑企业不可过分追求工

程的工期与效益，而忽略了建筑的安全，为了保证工

程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把建设与安全生产相结合 [5]。

首先，要建立健全各层次的安全管理制度，从班组到

班组，从班组到个人，层层分解，确保责任的落实。

在此基础上，应建立健全的安全生产环境，提高职工

的自我保护能力和防范能力。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在

施工期间，他们对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时，负责其他

员工的安全管理工作，有效地提升现场的安全管理水

平和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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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加强现场人员安全教育

为保证工程施工的安全，有效地避免施工中的风

险，必须加强工地工人的安全教育，增强他们的安全

意识。首先，必须加强保安主管的观念，建立健全的

安全管理观念，加大监管和检查，严厉打击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的规定，强化施工工艺的安全管理，检查和

整改安全隐患，实现施工环节闭环管理，以及创造一

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保证员工在施工过程中能形成良

好的文明施工行为。

因为工地工人本身的受教育程度低，而且各个部

门的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学历都有很大的差别，使施

工现场的安保工作更加困难。所以，为有效地消除施

工中的安全隐患，必须与实地员工的实际状况相结合，

开展多种形式的、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和训练，加强

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而且，在正式进行施工之前，

必须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技术方面的训练，对消防和

其他相关的知识进行培训，同时，也要对上述培训进

行测试，经验收合格后，施工工人方可上岗。此外，

在工地的危险区，必须加强栅栏的安装，同时，为了

保证自己的安全，员工应穿戴必要的安全保护设备。

此外，施工单位还要采取各种形式的宣传，如：张贴

警示标语、布置宣传板报、组织群众观看视频、手机

微信等，从而在施工现场形成一种安全文化氛围，同时，

加强对危险和危险源的分析与识别，使建筑工人了解

到在建筑施工中存在的各种风险，这样才能建立起风

险防范的意识，在工作中始终保持一种严谨、严谨的

态度，在施工过程中，各施工单位应互相监督，互相

提醒，把安全事故降到最低限度。

4.4 现场监督落实

在风力发电工程的施工中，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管

是动态的，为切实强化现场的监管效力，必须调动全

体人员参加安保工作的积极性，并保证监督职能的全

面实施，实施全过程的检查、指导和督促，进一步强

化安全评价策略。同时，如果在工地上发现违规操作、

经营不规范、粗暴建造等现象，应当根据有关法规予

以惩罚，并在限期内进行整改，如果整改不到位，工

地必须停产整顿，甚至会被取消施工资格。对施工现

场进行定期或不定时的安全管理，能够及时发现工程

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对违规行为进行及时改正或实施

整改，并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和工地各参加单位负责人

及时了解和掌握安全施工的实际情况。在施工现场的

安全管理方面，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防御系统，通过实

施物防、人防、技防等有效的防范措施，借助现代技术，

逐步消除工地上存在的安全隐患；此外，工作区内的

视频监控系统的设置，需要完全覆盖工作现场，努力

加强对建筑安全的监督管理，有效地提升防范风险的

能力。

将 HSE管理工具应用于风电工程施工安全责任的

实施，实现了工具化、规范化，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热情，

通过使用该工具，可以让全体员工对防火知识和逃生

通道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并与大家分享安全文化；同时，

还可以通过 PPT的图片或者安全警示卡片来讲解、演

示各种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最后与大家一起进行

经验总结与思考。

4.5 标准化安全管理加强

在风力发电工程方面，重点建设项目有升压站、

进场道路、风机吊装等。在上述工地的安全管理中，

必须强化区域化、客户化管理手段的应用，将建筑工

地的安全职责划分得更加细致明确，在不同建筑工地

的作业规范卡、安全标志的设置，采用自定义的管理

措施，有效地加强工地的安全管理。同时，希望能够

形成一个安全标准化的建筑模型，并且可以直接在其

它地方使用。

为了应对风电场工程建设战线较长的问题、施工

周期不长的问题、执行环境很差的问题以及协调困难

的问题，为保证风电工程的顺利进行与实施，施工现

场安全管理是确保工程质量的重要手段和先决条件。

因此，必须更加重视安全管理模式的建设，运用科学

的经营方法保证施工质量。加强对所有级别和全体雇

员的安全管理的认识，激发他们的热情，同时，要加

强对施工过程中安全管理的难点和重点问题的分析，

结合工程建设中的安全隐患，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

隐患排查治理两个方面的防范机制，制定有目标的安

保管理，确保工程施工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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