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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提 出基于环境风险评价理论的

危险品集装箱风险评价,对危险

品集装箱风险的各个源项进行

定性分析,介绍危险品集装箱风

险评价与检查电子系统,为 实现

对危险品集装箱的安全管理提

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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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品的装载形式通常有包装和散装 2种 ,许

多包装危险品由集装箱装运。与散装运输相比,危

险品采用集装箱运输更为安全便利 ,但如果处置不

当,也可能造成船毁人亡的恶性事故。随着危险品

集装箱海上运输量的逐年增加 ,其安全性问题已引

起国际社会、国家主管部门与储运从业人员越来越

多的关注。

1 基 于环境 风险评价理论 的船 载 危险 品

集装箱风险评价

风险是可能发生的危险 ,如果用模糊数学的语

言加以描述 ,风险是对安全的隶属度。船载危险品

集装箱风险就是在船上载运的危险品集装箱发生

危险的可能性。正确认识危险品集装箱风险,有助

于采取相关预防措施 ,保证运输与管理的安全。应

用环境风险评价手段对危险品集装箱进行风险评

价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

所谓环境风险,是指由自然原因或人类行为引

起的或通过自然环境传递的对人类及环境带来有

害影响的事故的潜在性 ,包括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及

其 产 生 的 危 害 2个 方 面。环 境 风 险 评 价

(Environment时 Risk Assessment,ERA)是环境影响

评价(Env△onmentalImpact Assessment,EIA)的 重要

内容之一。环境风险评价就是通过环境风险识别 ,

评价突发性灾难事故的发生概率和事故发生后的

环境影响,并据此制定适宜的事故防范措施及应急

处理方案。危险品集装箱风险评价 ,是基于对危险

品集装箱风险的定性分析 ,评价危险品集装箱突发

性事故的发生概率和事故对人命、财产与海洋环境

带来的影响,并据此制定相应的应急计划。危险品

集装箱风险评价具有面广、量大、难度高等特点 ,其

具体操作程序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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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危险品集装箱环境风险评价操作程序

由于风险本身的不确定性 ,对危险品集装箱风

险进行定量分析存在一定难度 ,迄今为止 ,这方面

的研究不多 ,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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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船载 危险 品集装箱风险评价中的风险

源项

船载危险品集装箱风险评价需要对危险品集

装箱本身及区域环境进行研究 ,收集有关资料 ,再

对区域内风险因素进行鉴别和分析 ,对各风险因素

的危害后果进行判别和评价 ,得到各风险因素的风

险度。船载危险品集装箱风险定性分析可从以下几

方面着手进行。

2.1 危险品性质

危险品具有爆炸、易燃、毒害、腐蚀、放射性等

特性 ,本身就是风险源。按《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运输

规则X以下简称《国际危规》)的规定,危险货物按其

特性共分 9个大类。认识危险货物的潜在危险性 ,

可从危险货物的性质(包括闪点、熔点、沸点、燃点、

自燃点、爆炸极限、运输指数、毒性含量和危险分类

等 )人手。危险货物分为不同类别 ,《 国际危规》给出

危险性顺序表 ,我国《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X以下

简称《水路危规》)则根据危险程度将危险货物分为

1级和 2级 ,可由《危险货物品名表》(GB1z冗8—

2005)中 的危险货物国标编号判断其危险级别。许

多危险货物不但有主要危险性 ,还有次要危险性。

货物对海洋环境的潜在威胁程度、运输危险货物的

限量等都是认识危险货物风险程度的重要依据。

2.2 危险品包装

危险品包装分为通用包装和专用包装 2种 ,某

些特殊危险货物必须采用专用包装。通用包装与某

些专用包装按适装货物的危险程度分为 3个等级。

如果某一等级的包装被降级使用 ,能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危险品的运输风险;反之,如果包装被越级使

用 ,将使风险上升 ,成为事故隐患。值得注意的是 ,

曾盛装过危险货物的的空容器 ,除经清洗或充分处

理外 ,均应被视作危险货物。

2.3 箱内危险品的积载

集装箱内危险品的积载包括堆装、隔离、衬垫

和固定等工作。在实践中,由 于装箱人的疏忽或过

失 ,箱内危险品的积载可能存在如下问题 :货物在

笳贞的毋婆古甘禾市楠。偕物zlK爿 旧守禾空: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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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加以有效衬垫;货物之间的隔离不符合要求 ;

上层货物过重 ,导致底部货物受压破损 ;货物重量

超过集装箱的最大积载重量 ;等等。在船舶航行过

程中,上述问题可能导致箱内货物发生倒塌、碰撞、

摩擦、滚动、挤压 ,甚至造成包装和集装箱的破损 ,

危险品风险将骤然提高。

⒉4 集装箱

装运包装危险品的集装箱应满足以下基本要

求 :(1)符合ISO标准;(2)四柱、六面、八角完好无损 ;

(3)焊接部位牢固;(4)内部清洁、干燥、无味、无尘 ;

(5)不漏水、不漏光 ;(ω具有检验合格证书。此外 ,装

载危险货物的集装箱外部应无变形或破损,所装货

物无撒漏或渗漏现象 ,至少有 4幅规格不小于

2SO咖 ×乃0I11m的符粼 国际危规溯 定的标牌 ,贴

在其外部两侧和两端显眼处。如果危险品集装箱的

材质、结构和标牌不符合上述要求,风险程度将提高。

2.5 集装箱在船上的积载与隔离

《国际危规》对危险货物在船上的积载有严格

规定。第 l类爆炸晶在甲板下积载时应有不同程度

的防护 ,其程度取决于这些货物的危险性。非爆炸

品的积载分为 A,B,C,D,E5种类型。危险货物在

船上积载时应遵循一般原则与具体要求。船舶的

《船载危险货物符合证明》或《船舶载运危险货物适

装证书》应标明船舱或甲板允许装载的危险货物种

类 ,并对某些货物的特殊要求予以备注。

在危险品集装箱的隔离方面,在第 1类爆炸品

的 13个配装类之中,除允许混合积载的类别外 ,封

闭式集装箱之间至少隔离 1个箱位(长不小于 6m,

宽不小于 ⒉4狃 的空间 )。 在不同类别危险货物的

隔离要求中,爆炸品与其他危险品的隔离要求最

高。无论在舱面还是在舱内,危险品集装箱与冷藏

集装箱都应符合一定的隔离要求。开敞式危险品集

装箱上面不宜堆放重箱。对于次要危险性比主要危

险性的隔离要求更严的危险品集装箱 ,应按次要危

险性的隔离要求进行隔离。带爆炸性副标志的危险

品集装箱应按爆炸品 ⒈4项的隔离要求进行隔离。

2.6 其他影响因素

倩睑货物的状杰与环培因素密切相关 ~积载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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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品集装箱时应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包括载运船

舶的船体构造、设备性能以及气温、湿度等天气条

件和通风情况等因素。

此外 ,意外事故也是危险品集装箱发生危险的

原因之一 ,如船舶遭遇恶劣天气 ,受大风浪袭击导

致集装箱坠落人海 ,或船舶发生碰撞导致集装箱破

损等。

3 船载 危险品集装箱风险综合评价

环境风险评价中的风险综合评价是考虑多个

风险因素对人命、财产与海洋环境等多方面影响程

度的差异而再次评价的过程。

目前的环境风险评价方法一般处于定性和半定

量的层面,完全定量化的研究很少。比较典型的评

价方法有 :(1)逻辑分析法 ,即将层次分析法(Anal”c

Hierarchy Process,AHP)和 故障树、事故树等逻辑分

析方法用于区域环境风险评价中,分析事故源项 ,

求取各风险因素的
“
相对大小

”
;(2)统计分析法 ,即

通过收集历史数据 ,利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求取类似

事故发生的概率;(3)其他评价方法,如公式评价

法、模糊数学法等。这些评价方法都可用于对危险

品集装箱风险的评价。

在传统的生产实践中,危险品管理主要停留在

按《国际危规》等相关法规要求进行的单项的、较浅

层的应用上。港口、船舶对危险品集装箱的管理主

要以《国际危规》和各国相关管理规则为依据 ,采取

定性评价的方法。操作人员基于自身的经验和判断

能力 ,对货物、储存设备、环境、人员、管理等方面的

状况进行定性评价。其优点是便于操作、评价过程

及结果直观 ,缺点是通过这种方法获得的对危险品

风险的认识缺乏系统性 ,如果基于这样的认识对集

装箱采取管理措施 ,工作效率往往也较低。基于环

境风险评价并利用计算机建立危险品集装箱装载

与隔离电子检查系统的做法在突破传统方法方面

迈出重要一步。

这
一

系统覆盖 《国际危规》对危险品管理的要

求 ,在对危险品集装箱的装载与隔离要求进行研究

及风险评价的基础上 ,着眼于危险品集装箱的智能

化管理。整个系统包括危险品集装箱导位子系统、

佑赊品隼奘箱奘蚩柿詈耠杏平系结莉fnL赊 品堡奘

箱隔离检查子系统等。系统对危险品集装箱的装载

和隔离具有导向与检查功能 ,能提高危险品集装箱

储存和运输的安全性 ,同时大大提高危险品集装箱

全面管理的自动化水平 ,减轻港口和船舶管理危险

品集装箱的工作压力。

4 船载 危险品集装箱环境风险管理

环境风险管理是依据评价结果作出环境决策

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但要确定风险控制重点 ,

提出降低风险的方法 ,还要提出事故发生的应急措

施。降低船载危险品集装箱风险的措施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1)包装、装运容器和集装箱 选用符合标准的

危险品集装箱储运工艺、设备及设施等 ,并定期进

行检修和检测。

(2)法律法规及标准 在危险品集装箱的经营、

运输和储存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国际危规》和各

国危险品管理规则。

(3)管理 制定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及岗位责

任制 ,将责任落实到部门和个人。公司管理人员、技

术人员、运输人员必须接受有关危险品的法规、安

全知识、专业技术、职业防护和应急知识的培训 ,经

考核合格方可上岗作业。在危险品集装箱的积载、

系固、隔离等方面应严格把关 ,实施安全监控 ,按规

定进行定期检查。

(4)应急措施 制定完善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

成立应急指挥小组 ,落实责任 ,具体分工。配备必要

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以及各类防护用具 ,建立应

急通信网络、应急安全保卫、应急医疗救援、应急撤

离等系统 ,并定期组织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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