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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 

摘要 介绍了安全文化的概念、起源及发展过程，根据目前世界上安全文化的研究及应用情况，总结概括了安全文化的主要 

研究方向，并通过大量文献回顾的方式列举了研究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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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ion，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safety culture．The main research orientations are suln‘ 

marized based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safety culture at home and abroad，and the major research methods are enu— 

merated by literatur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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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文化(safety cuhure)是一个年轻的概念，用来描述工作 

人员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工作地点对于安全管理措施执行情 

况的感知程度⋯。安全文化不但是组织文化(organizational cul— 

ture)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且相对独立地反映出人群的心理状 

况 ：目前世界各国的高危险性行业协会以及许多著名的研究机 

构都非常重视对安全文化的评估和研究 ，这些高危行业主要包 

括海洋渔业 J、远洋运输业 、核电工业 J、建筑工业 J、海上 

石油开发业 、矿业 、化学工业 、纺织工业 等。针对不同 

职业的人群开展安全文化研究，既有利于组织文化的改善和安 

全水平的提高，又有助于培养人群的安全意识，减少安全事故的 

发生。 

1 安全文化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1．1 安全文化的产生 20世纪中后期 ，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 

工业流程的技术性和组织工作的难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学 

者意识到组织安全中人为因素的重要性 川 。1979年 3月 28 

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三里岛(Three Mile Island，TMI)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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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美核工业史上最严重的事故，核事故等级为 5级，机器故障 

和人为失误的双重因素造成核反应堆核心区的部分熔毁，大量 

放射性物质随之释出，60％的铀棒受到损坏，反应堆最终瘫痪 ， 

核工业安全问题第一次进入了大众的视线 12。1980年，Zohar 

首次提出了安全气候(safety climate)的概念 ，并将其引入了一个 

新的研究领域一工业组织⋯。1986年4月25日发生在苏联乌 

克兰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 (the Chemobyl Accident)震 

惊了世界，引起国际社会对放射性危害的强烈抗议。当时几个 

技术人员试图进行一项设计极不合理的实验，导致反应堆芯的 

链式反应失去控制，反应堆的顶盖被炸毁 ，向大气层释放出大量 

的放射性物质，堆芯也发生部分熔毁。苏联当局试图掩蔬事实 

真相，但在瑞典监测站报告发现随风飘至的放射性物质含量异 

常之后，苏联政府才承认了这一事实。事故除当场造成 32人死 

亡外，并有数千人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因受辐射而患病甚至 

死于癌症。国际核安全咨询组织(the International Nuclear Safety 

Advisory Group，INSAG)为此迅速展开了调查，并在调查报告 中 

首次引入了安全文化的概念 ，以此来表明管理和组织因素对安 

全问题的重要性 。当时有些学者认为安全气候是安全文化 

的子集 ，是安全文化 的组成部分 ，也有学者认为安全气候 

是对真实的安全文化的一种客观反映 ”]。虽然直至今 日，不 

同的学者对安全文化与安全气候的认识不同，对二者的关系有 

很多的争论 ，但是安全文化研究已开始作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2922 职业与健康 2011年 12月第 27卷第 24期 Oeeup and Health Vo1．27，No，24，Dee 2011 

持续到今 日。 

1．2 安全文化的概念 由于“文化”的概念是 INSAG从人类学 

家那里借用的，而且很明显安全文化是组织文化的一部分，因此 

在介绍安全文化的概念之前 ，首先应明确什么是组织文化。0s— 

tram等人指出，20世纪30年代流行的亨利多米诺理论(Hein． 

riehg Domino Theory)，其前提其实就是“在导致事故的一系列过 

程中，社会因素便是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l1 。1983年， 

Uttal在总结了大量文献之后，给出了组织文化 的定义：组织文 

化是一个由共同价值观和信念组成的系统，与组织成员和组织 

结构不断地相互影响，从而产生特定的行为准则 。 

1991年，INSAG首次对安全文化进行了详细的定义：安全 

文化是组织和个人的特定态度和性质的一个集合，反映出了安 

全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由于其重要性而受到的强烈关注。IN— 

SAG指出，安全文化不仅体现在态度上，而且与实际的组织结 

构也密切相关，他与组织和个人同在，关心的是在为了保证安全 

而保持足够感知能力并采取适当措施的过程中存在哪些需 

求 。一方面，INSAG为安全文化列出了详细的内容 ，但遗憾 

的是并未给出有效的纳入标准，也就说，告诉了人们安全文化应 

该包括什么，却没有说明怎样认定一种态度或行为是否安全；另 
一 方面，INSAG想当然地认为良好的安全文化一定能够减少人 

为失误和安全事故的发生 ，却没有给出任何有力的证据。虽然 

有学者认为，在组织文化和安全文化的定义中，从人类学领域借 

来的“文化”的含义被局限了 ，但是安全文化 的概念越来越 

得到人们的认同。 

1．3 安全文化与安全气候的区分 在术语的选择上，对安全文 

化与安全气候的讨论一直存在，虽然研究初期学者们争论不休 ， 

但是目前已经达成一种潜在的共识。这种共识源于2000年《安 

全科学》((Safe~Science)))杂志的一篇社论，文章指出，学者们 

应当顺应一个趋势；由于 Organizational Culture目前正在逐渐取 

代 Organizational Climate成为为管理学研究领域的主干概念，因 

此 Safety Culture应该成为安全文化研究领域 的主流概念 ，而 

Safety Climate可作为其 中的关键词条之一l22]。学者们普遍认 

为，culture一词应该体现出深度、稳度及组织的特性，而 climate 

则更倾向于体现组织的表面特性、变化程度及其目前的状态。 

相对来说，culture是更难以测量和表达 ，在实际应用 中，安全 

文化与安全管理总是密不可分，尽管安全文化更加难以掌握，但 

这二者都是一个组织所必须的。如果只有安全管理系统(Safety 

Management System，SMS)而没有对安全责任的重视，那么这个 

系统就不会产生效果，因为系统决策不会提高人们对安全的认 

识，会使得一切都变成了纸上谈兵 ；相反的，如果只有一个良好 

的安全文化而没有 SMS，那么一个复杂组织中存在的危险性就 

永远得不到控制，再高的安全意识也无济于事 J。 

2 安全文化研究的方向及研究方法 

2．1 安全文化研究的方向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水平 

的提高，社会组织变得日趋复杂，而对于复杂的工作系统来说， 

其实现工作目标的可靠性已不再仅仅依赖于技术水平 ，而是越 

来越多地向社会结构上倾斜 。许多引人注 目的工业灾难都 

表明，社会和组织本身存在的问题才是事故发生的根源所在。 

这就需要管理者理解事故所隐含的社会 一技术过程(socio—tech— 

nieal processes)，不但要注重个人水平上的操作环境 ，而且要关 

注组织整体水平上的潜在问题。总的来说 ，安全文化主要包含 

以下4个研究方向：①设计心理测量学工具，探知安全文化内在 

因素的结构 ；②建立安全文化的理论模型，探索安全行为及安全 

事故的决定因素；③调查安全文化感知和实际安全表现之间的 

关系；④探索安全文化和组织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学者定 

义的安全文化的概念有所区别 ，因此安全文化所包含的维度就 

不同 。不同的研究方向适用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其中前两 

个方向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可以帮助企业有效的提高 

安全性 ，而后两个方向的研究侧重于理论，指导着现实中的应用 

研究。对安全文化的研究，可以采用许多方法来进行，包括访谈 

法、专家咨询等各种常用的管理学和心理学方法，但是最有说服 

力的是调查问卷测量方法。本文限于篇幅，主要介绍前两个方 

向的研究方法。 

2．2 安全文化内在因素结构的研究 安全文化作为组织文化 

的子文化，可以反映出员工对于安全的认识水平 ，因此 ，管理者 

就可以通过对安全文化的测量来对员工在安全方面的表现进行 

预测。因此 ，建立安全文化模型 ，分析其内在的因素结构 ，就成 

了安全文化研究的关键步骤。1980年，Zohar制定了第一份调 

查量表，基于一份以色列工人的调查数据，将高事故率的公司与 

低事故率的公司区别开来 。经过因子分析之后，他将员工对 

安全文化的感知分为以下 8个因素：安全训练的重要性、管理层 

对待安全问题的态度、安全行为对于提拔晋升的影响、工作地点 

的危险水平、工作节奏对于安全的影响、安全工作者的地位、安 

全工作对社会地位的影响、履行安全义务的重要性。后来学者 

们发现，不同的群体适用的调查量表不同，所得到的安全文化内 

在因素就有所区别，因此，各种各样的调查量表与模型层 出不 

穷。另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 ，提炼出了更精练的 3因 

素模型(员工的健康、与员工健康相关的管理活动、员工本身具 

有的危险性)和2因素模型(管理层对安全问题的执行情况和 

员工对安全工作的参 与程度)，每种模型都各有优势，但其适用 

性都局限于某一个工种的员工群体，在其他群体的可重复性上 

存在问题。为此，Williamson等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制定 了一 

份调查量表 ，对一个由不同工作的员工组成的群体进行调查，提 

出了新的8因素模型 ，见表 1。一般情况下，模型中的 1个因 

素就代表着调查量表中的 1个维度，量表中的每个维度下都设 

有一定数 目的问题条 目。在安全文化的调查量表中，除个人信 

息采集部分以外 ，不同维度下的问题多采用 5、6或 7点的里克 

特量表形式。在实际的量表中，维度是不显示出来的，不同维度 

下的问题可以交义排序 ，但在进行因子分析时 ，必须明确每个问 

题所属的维度。统计分析是对安全文化调查量表数据的主要方 

法。在安全文化研究中，对于里克特式调查量表的分析 ，除了对 

量表的效度和信度进行常规的检验外，往往采用常用 的多元统 

计方法，如探究安全文化的内在因素时，常用到因子分析、主成 

分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 

2．3 安全行为及安全事故决定因素的研究 尽管关于安全文 

化的维度结构始终有很多的争论，但学者们已经证明，安全文化 

调查是对危险工作行为最好的预测方式。2005年，Seo通过结 

构方程建模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SEM)的方法证 明了 

这一点 。通过越来越多的模型，学者们发现 ，积极的安全文 

化会影响组织中员工的安全行为，从而减少事故的发生 。而 

究竟有哪些因素决定了安全行为及安全事故的发生，还需要进 
一 步的研究。这一类型的研究 ，除了通过调查问卷获取数据之 

外，其数据分析方法包括了探索性因素分析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确定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等，其中，EFA方法常用来探索内在的结构，然后使用C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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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紧跟其后来进行验证。H~vold认为研究应侧重于安全文 

化本身而不是 与真正意义上的组织文化的子集，因此提出了安 

全倾向(Safety Orientation)的概念 ，制定了并建立了第 1个描述 

安全的决定因素及其结果的模型 ，如图 1所示。 

表 1 Williamson的安全文化 8因素模型 

安全文化内在因素 对相关因素的描述 

图 1 H~tvold的安全行为及安全事故相关因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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