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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防安全预防体系模型的构建与应用研究
刘　灿

（广东韶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广东 韶关 512000）

摘　要　水利工程堤防是保护人民群众正常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重要设施，在进行堤防管理的过程中会通过堤防

安全评价的方式来对堤防的安全状况进行掌握，来为后续的地方安全管理提供参考。本文将通过成分分析及模糊

一致理论来作为理论基础，建立堤防安全预防体系模型，通过模型来实现对堤防安全进行分析评价，为水利工程

的地方安全管理提供有力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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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的堤防工程具有抵抗洪水、保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作用，所以建设堤防工程是保护人

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策略。因为堤防工程长度、地理位

置复杂、专业管理者的数量不足、缺少巡查条件等问题，

让堤防工程管理在开展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

其中面临着很多潜在安全风险。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

堤防管理员在日常的堤防管理过程中能够对危险源进

行准确的辨识判断，以及做好相关的安全评估工作来

实现对堤防进行更好的安全隐患排除以及及时发现在

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目前关于水利工程堤防安全

风险评估的方式是通过风险矩阵法（LS法），这种风

险评估方法无法对整个堤防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只能

评价堤防风险等级，无法直观、精准地展现堤防安全

管理能力，因此，需要运用更加科学的方法从多个角

度评估水利工程的安全性。综合风险评估法受到了很

多现代企业管理人员的青睐，经常运用到各种安全管

理工作中来实现对安全风险进行评估，所以通过综合

风险评估的方式来对水利工程堤防安全进行评估也是

具有实际意义的。通过建立安全雨挡体系模型来实现

对水利工程堤防安全进行评估有利于对水利工程堤防

安全的管理。

1 综合风险评估方法

综合风险评估法以成本分析作为基础创建层次结

构模型，利用创建体系、设计方法和风险分析的方式

来实现对综合风险进行评估。综合风险分析法主要通

过 4个步骤来实现：

首先是进行体系构造。对风险评估的要求，利用

失效概率和失效后果的成绩反映风险，如式（1）所示，

然后结合水利工程堤防安全管理的实际情况就能够将

水利工程堤防安全风险体系构造为：综合风险等于隐

患失效率与风险后果的乘积，如式（2）所示。

R=P*H                                                                     （1）

R=Y*F                                                                      （2）

其次是进行专家的挑选，通过专家权重的方式来

对 LEC法中评估过程主观性较强、风险容忍度考虑不

充分的问题进行有效的改进。在这过程中需要从管理

单位的各个层级来进行专家的挑选，并根据每个专家

的实际情况来对专家进行赋权，将权向量设定为 M。

再次是对风险因素进行详细研究，利用专家选择

LS法寻找堤防时期存在的危险源，计算相关的风险等

级，然后制定出相应的风险等级表来对水利工程堤防

的风险因素进行详细的分析  [1]。

最后是创建层次模型，分析综合风险。借助业界

专家的专业能力、收集大的风险因素和《大方工程安

全评价导则》来进行堤防的层次结构模型的建立，然

后进行相应的分析，在这过程中需要统计黏度隐患，

系统分析数据信息，结合分析结果明确隐患失效项目

内容，之后结合层次结构系统借助 MATLAB软件得出

综合风险评估的具体数值，从而来对水利工程堤防安

全进行等级的确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对堤坝进行安

全风险等级的评级，从而实现对管理人员进行辅助，

做出正确的风险决策，保证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具有更

好的效果。

在进行专家的选择过程中需要通过专家权重的方

式来进行专家的选择，并需要对专家的权重按照一定

的方式来进行分级，在该模型中，站在工作时间、专

业水平、管理能力等多个角度把专家划分为不同的层

级，将专家的评级标准设置成 3个等级，这样就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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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家的实际情况来对每个专家的可信度进行确定，

如公式（3）所示。在公式（3）中，Q表示的是一个
函数关系，并且这个函数与 δi有关，所以当 αn的值越

接近于 1就说明专家组具备的可信度越高，专家组提

出的意见就越合理，越能够为之后的工作提供参考。

在计算某一个专家的权重时，可以参考公式（4），这

样权向量就可以用公式（5）来表示：

αn=Q(δ1,δ2,δ3,...δn)=1-(1-δ1)(1-δ2)(1-δ3)...(1-δn)      （3）

n

i
i 


...321

                                              （4）

M=[θ1,θ2,θ3,...θn]                                                       （5）

2 风险因素分析

首先，需要根据堤防工程管理的具体情况分析其

中的风险因素。结合水利部堤防导则，借助专家组的

专业力量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判断工程实行期间存在的

危险源和当前所面临的危险等级，在这期间所采取的方

法为 LS法，通过计算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与事故造成危

害的严重程度的乘积来表示风险值的大小，如公式（6）

所示。

R=L*S                                                                      （6）

其次，将风险值按照一般危险源风险等级划分标

准来进行危险等级的判断，标准如表 1所示。

最后，分析风险等级比较高的提防风险因素，把

分析结论当成创建层次结构模型的理论依据，保障模

型构建的合理性。

3 层次模型建立及综合风险分析

3.1 层次模型的建立

AHP分析法是定性定量相结合的一种综合性分析

方式，在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需要结合问题和制定的总

目标，不断分解问题，把问题细分成多个构成因素，

创建多个层次共存的分析结构模型。然后再结合数理

化的形式来对多个因素进行分析评价来得到综合性的

决策 [2]。这种分析方法的计算非常简单而且理解难度

比较低，可以为工程安全管理工作提供帮助 [3]。利用

AHP分析法分析堤防安全风险的前提条件是需要拥有

相对完善的层次结构模型，本文采用的模型建立方式

是通过专家组根据《堤防工程安全评价导则》来实现。

并结合分析工作所挑选的典型风险因素制定对应的策

略，优化当前设计的模型。利用这种方式创建目标层、

评价层以及因素层三个层次的结构模型。

3.2 综合风险分析

首先是进行判断矩阵的构造，在进行判断矩阵的

创建时，之所以创建判断矩阵，主要是为了展现上层

因素和下层因素之间的关联，把上层因素当成对比对

象，双方之间存在着隶属关系，利用这种方式可以更

加直观地展现同一层次不同因素之间的重要程度，同

时这个相对重要性联系会根据选择的比较对象不一样

而发生一些改变 [4]。结合层次结构模型，目标层的 Ek

是评价层 F1,F2,F3...Fn的评价准则，根据这样的关系就

可以知道 Fn的对应因素是因素层 Gnn的比较准则。这

样就可以用 ρij来对同一层次第 i j个因素的权重进行
表示。如果当 ρij=1时，则会存在 ρij=

1
ρij
。对同一层两

个因素的重要程度的判断是通过 1-9标度法来进行赋

值比较。通过 1-9标度法就能够通过量化的方式来实

现对各个因素之间的重要程度进行表示，从而就能够

进行判断矩阵的构造，如式（7）所示。然后通过判断

矩阵来对被比较元素的权重 ρij进行计算，如式（8）、

（9）所示。在公式中 Li表示的是判断矩阵中相同一行

数的乘积。

                                           

（7）

表 1 一般危险源等级划分标准——LS法

R值区间 风险程度 风险等级 表示颜色

R＞ 320 极度危险 重大风险 红

160＜ R≤ 320 高度危险 较大风险 橙

70＜ R≤ 160 中度危险 一般风险 黄

R≤ 70 轻度危险 低危险 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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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其次是需要对层次单排序及其的一致性进行检验 [5]。

检验的方式是通过对层次结构的检验系数 CR进行计

算，具体的方式是将一次性指标 CI和 RI引入到层次

结构中。

通过计算，如果 CR＜ 0.1，就代表以上判断矩阵

达到了一致性检验的条件。假如 CR≥ 0.1，就说明当

前的判断矩阵没有通过一致性检验，需要调整一些内

容，直到判断矩阵的检验系数 CR＜ 0.1为止。验证公

式如式（10）、（11）、（12）所示。其中公式 11中

的 λmax表示的是判断矩阵中最大特征根，(Lρ)i代表了

向量 Lρ的第 i个元素，RI代表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n

i i

iL
n 1

max
)(1                                                  （10）

                                                          
（11）

                                                                  
（12）

最后就是进行综合风险的评估。成分分析存在的

问题就是在分析的时候取值方式非常单一，容易受到

研究者主观因素的影响，研究范围和思路受限，从而

会对之后得出的分析结果的精准性造成影响 [6]。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采用了对成分分析进行

赋权的方式来进行解决。通过专家组采用 1-9标度法针

对层次模型中的评价层、因素层设计相应的判断矩阵，

并对所设计的矩阵开展一次性检验，结合 MATLAB软

件确定不同层次各个因素的对应权重 ωmn，由此便可以

确定专家 m的对应权重。如果专家 m=(m=i=1,2,3,...n)

则可以将专家的权重值表示为 [ωm1,ωm2,ωm3,...ωmn]这样

就能够对权重进行计算，如公式（13）所示。由于在

权重赋值的过程中各评价层的项目赋分制不同，具需

要将各个项目的得分值转化为百分数的方式来实现对

各个项目赋分值进行统一，然后再结合因素层权重，

明确综合风险值的具体数值，计算公式如式（14）所示。

计算公式当中，R代表着水利工程堤防工程综合风险值，

μ代表着评价项目的得分情况，除此以外，把上一年的
隐患失效项目当成一项扣分标准，就能够得到相应的

综合风险的划分。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将水利工程堤防

安全的风险等级设计为五个不同的级别，分别是优秀、

良好、一般、较差和差。

                                                                                （13）

                                              （14）

4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建立层次分析模型的方式来对水

利工程堤防安全风险进行分析。同时通过专家赋权的

方式实现了对成分分析中存在的主观性强、容忍度考

虑不充分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从而实现了层次分

析模型能够更加精准地实现对水利工程堤防安全风险

的预防分析，希望对水利工程堤防安全管理提供一定

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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