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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故障树方法的机动车燃油大气环境风险评价：以杭州市为例
黄卫清 1，2，徐平如 1，钱宇 2
（1 东莞理工学院生态环境与建筑工程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2 华南理工大学广东省绿色化学产品技术重点实验室，
广东 广州 510640）

摘要： 由于城市化、工业化和机动车数量的快速增长，灰霾天气已成为中国许多大城市亟待解决的严重环境污
染问题。大量石油燃料消耗产生的机动车尾气排放可能是引起城市灰霾污染的一个关键因素。以长江三角洲的
代表性城市杭州市为具体案例，探索将安全工程领域的故障树方法应用在机动车燃油尾气排放大气环境风险评
价和与灰霾天气的致因机理分析上。通过辨识导致城市机动车尾气过量排放的关键风险因子，构建了杭州市
“灰霾天气–机动车尾气过量排放”的故障树。另外采用结构、概率以及临界重要度分析，对关键风险因子对顶
上事件“灰霾天气–机动车尾气过量排放”的贡献和影响程度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过量机
动车使用，严重的交通堵塞、高污染机动车的不当使用以及监管不严是对杭州市机动车尾气过量排放影响较大
的关键风险因子。可为城市机动车燃油环境风险因子评价以及管理提供一种简洁有效的方法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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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ospheric environment risk analysis of oil consuming by vehicles based on
FTA method: taking Hangzhou as a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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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urba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rapid growth of vehicles, haze weather has become a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controlled urgently in many Chinese megacities. Vehicle exhaust

emissions from large amounts of petroleum fuel consumption may be a key factor in causing urban ash pollution. In
this work, the fault tree analysis (FTA) method is investigated and employed for the risk assessment and causation

mechanism of urban haze related to vehicle emissions in Hangzhou. After identifying all important risk factors, a
haze fault tree system of "haze weather–excess emission of vehicle exhausts" is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deductive

FTA method. Based on the structure, probability and critical importance degree analysis, the contribution and effect
of basic risk factors to the top event "haze weather-excess emission of vehicle exhausts" in Hangzhou is also carried

out.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excess vehicles", "severe traffic jam", "high pollution vehicle's using" and
"supervision defect"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risk factors for causing excess emission of vehicle exhaus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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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zhou. This study may provide a concise and effective method for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oil consuming by vehicles related to urban haze in China.
Key words: vehicle; haze pollution; systems engineering; sustainability; environment

引

和实践意义 [19-20]。

言

目前国内外针对环境风险的研究己经向生态
由于城市化、工业化、机动车数量的快速增长

以及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等，以 PM2.5 为主要特征的

灰霾天气已成为中国许多大城市亟待解决的严重
环境污染问题。自 2013 年 1 月份中国出现大面积

风险和定量化评价转移[21-23]，而且通常采用故障树

(FTA)与事件树等方法来对风险源进行概率分析。
故障树分析(FTA)在安全工程领域比如化工、航天、
核工业等已有较成熟的应用，另外也被逐渐尝试应

灰霾污染以来，由于其对城市大气质量、可见度、气

用在资源/能源领域[24-30]。目前故障树方法在灰霾污

候生态系统以及公众身心健康具有显而易见的负

染致因机理及风险因子评价上的应用尚属少见，还

面影响[1-4]，
“ 雾霾”和“PM2.5”受到公众和政府空前的
[5]

非常有必要得到进一步开发和应用[31]。相比其他方

关注 。由于中国的能源结构、经济和社会发展现

法，故障树方法由于其简单易读的逻辑结构背景，

状，中国城市灰霾污染防治将是一项长期、艰难且

会较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石油是除了煤炭以外在

复杂的挑战[6]。城市灰霾大气污染的防治问题已经
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7-9]。要进行城市灰

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最重要的能源消耗品，在中国
的一些特大城市，由于机动车燃油导致的过量尾气

霾污染防治，为相关政策和控制策略制定提供理论

排放可能是导致灰霾天气的重要原因或者关键因

依据，首先要对相关风险因子、来源以及因果机理

素。本研究拟以长江三角洲的代表性城市杭州市

进行研究。2013 年 8 月环境保护部为指导各地开展
大气颗粒物来源解析工作，特发布《大气颗粒物来

源解析技术指南》，主要涉及数值模型法、受体模型

法和排放源清单法等 3 种大气颗粒物解析法。这 3
类方法各有优势和特点，但分析结果存在一定不确
定性，而不确定性对系统分析的安全和可靠性具有
重要影响[10-12]。另外普遍的研究认为工业排放、石
化能源和生物质消耗导致的一次排放源；不利的气
象条件；扬尘和二次气溶胶的形成等对灰霾天气的
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13-15]

[16]

。Tie 等 结合化工动力学区

域模型和盒子模型研究北京灰霾的形成机理。

为具体案例，探索将安全工程领域的故障树方法应
用在机动车燃油尾气排放大气环境风险评价和与
灰霾天气的致因机理分析上。从而为中国相关城
市机动车燃油尾气排放大气环境风险因子评价、管
理和防控提供科学有效的方法和思路。

1

故障树分析方法
故障树方法(FTA)也叫事故树方法，是通过采用

一种称为故障树的树形图，把系统确定的某种事故
与导致事故发生的各种风险事件用逻辑关系进行

Huang 等 以二次气溶胶形成机理为重点，结合统

表示。FTA 可以通过演绎推理识别和推断事故发生

[17]

计技术和一个先进的离线分析方法，研究了 2013

的主要原因，并对相关的风险因子和事件进行定性

年 中 国 几 个 典 型 特 大 城 市(北 京 、上 海 、广 州 和 西

与定量分析。采用故障树方法对机动车燃油尾气

安)的城市灰霾形成机理，其分析结果表明化石燃

排放与灰霾天气的致因机理以及风险因子进行分

料 燃 烧 是 控 制 PM2.5 水 平 的 关 键 因 素 。 Zhang 等

[18]

通过研究北京灰霾污染爆发期间二次无机气溶胶

析评价的具体步骤如图 1 所示。首先需要理解系统
和进行技术资料调研，去识别相关风险因子和确定

的形成机理，表明机动车尾气排放控制对北京灰

顶上事件，以建立合适的机动车燃油尾气排放与城

霾污染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前关于大气颗

市灰霾天气的致因机理故障树。其次可通过结构

粒物来源解析和灰霾形成机理的研究专业性和技

重要度分析来对所识别的风险事件进行定性评价，

术性强，相关原理不易为政府部门和公众所理解。

定性分析无需获取相关风险因子的精确概率。同

因此，综合或开发更多简明实用的理论和方法，来

时，如果可以获取基本风险事件的概率数据，可以

解析灰霾天气的致因机理和对相关的风险因子进

相应计算顶上事件的发生概率，并且可以通过概率

行识别和管理，在现阶段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

或临界重要度系数来对基本风险事件进行定量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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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树方法在城市机动车燃油尾气排放风险评价的分析步骤

Procedure of fault tree analysis for risk assessment related to oil consuming by vehicles

价。尽管如此，获取基本风险事件的精确概率是非

煤炭之外中国最重要的能源消耗品，约占总能源消

常困难的，本文采用常用的专家打分法结合相关的

耗的 17%~18%，且占比近几年处于上升趋势。石油

能源将近一半消耗量与交通运输相关。根据 2016

技术资料对基本风险事件发生概率进行合理赋值。
最后针对系统的定性和定量分析结果，提出对应的

杭州统计年鉴[33]，杭州市油品消费概况可归纳为如

表 2 所示，其中可见汽油和柴油消费在杭州市近几

防控措施，以预防或阻止顶上事件的发生。

2

年的油品消费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汽柴油的大量

案例研究

消费会给杭州市大气环境带来不利影响。另外根
据相关年鉴数据，杭州市 2006—2015 年机动车拥有

为建立准确恰当的故障树体系对杭州市的燃

量概况总结如图 2 所示。可见杭州市近 10 年机动

油机动车尾气排放的相关风险因子进行定性或者

车数量增长迅速，大量机动车对石油能源的消耗可

定量评价，以及研究其与城市灰霾污染的因果机
理，首先需要对杭州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概况和相关

能对杭州市大气质量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需要对

能源消费情况进行技术资料调研。

其燃油环境风险进行评价和防控。
(2) 根据 2016 杭州统计年鉴[33]，杭州市 2013—

(1) 根 据 2016 中 国 统 计 年 鉴[32]，2011—2015 年

中国能源消费概况可归纳为表 1 所示。石油是除了
表1

Table 1
Item

2015 年相关大气污染概况如表 3 所示。杭州市大气

2011—2015 年中国能源消费概况

Energy consumed situation in China during 2011—2015
2011

Energy consumed×10−4/ (t standard coal)

2012

total energy

387043.00

402138.00

oil

65023.22

68363.46

coal

natural gas

water, nuclear and wind energy
transportation related energy

271704.19
17803.98
32511.61
28535.50

2013

416913

2014

425806

2015

429905.1

275464.53

280999.36

279328.74

273849.49

19302.62

22096.39

24270.94

25364.40

39007.39
31524.71

71292.12
42525.13
34819.02

74090.24
48116.08
36336.43

78672.62
52018.51
383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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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5 年杭州市油品消费概况

Oil consumed situation in Hangzhou during 2011—2015

Item

2011

Oil consumed/t

2012

2013

2014

2015

diesel oil

186630

171080

162127

157836

148219

fuel oil

67662

51759

44097

32541

26072

gasoline

51827

other petroleum products

55293

224673

49705

244203

134188

42974
71599

45907
24964

分析和评价，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故障树分析
和评价体系。普遍的研究认为除了工业源，化石能
源的消耗(燃煤、机动车燃油等)对灰霾大气污染具

有重要影响。机动车燃油尾气排放是杭州市 PM2.5
的重要来源，当机动车燃油尾气排放量足够大并且

Fig. 2
表3
Table 3

其他相应条件满足，很有可能会导致灰霾天气发

图2

杭州市机动车拥有量概况

生。鉴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将“灰霾天气–机动车

Vehicles possession situation in Hangzhou

尾气过量排放”作为杭州市机动车燃油与灰霾污染
的致因机理分析故障树的顶上事件。另外对相关

2013—2015 年杭州市大气污染概况

文献、技术资料[34-35] 进行调查、归纳和分析，通过逻

Atmospheric pollution in Hangzhou during
2013—2015
Item

annual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NO2/(μg·m–3)
annual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SO2/(μg·m )
–3

annual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PM 2.5/(μg·m–3)
days of good air quality /d

rate of good air quality /%

辑演绎和推理，从而对“灰霾天气–机动车尾气过
2013 2014 2015

量排放”故障树评价体系的相关风险事件进行了分

53

50

49

析和识别。相关风险因子的选取和识别主要参考

70

64.4

57

染防治年报”[34] 和 2013 年中国国务院发布的“大气

60

62.5 66.3

28
217

21

228

16

了中国环保部 2015 年发布的“2014 年中国机动车污

242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35] 等技术资料。相关文献报告
显示，其中交通状况和机动车数量是导致大量机动

环境污染物排放主要集中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

车尾气排放的关键因素，并且油品质量需要得到保

扬尘上，相关大气污染物与机动车燃油尾气排放紧

证以减少机动车的尾气排放。对比其他车辆，高污

密相关。杭州市 2013—2015 年 PM2.5 年平均排放最

染机动车比如重型货车、高污染柴油车和“黄标车”

高值高达 70 μg·m–3，超出中国《空气质量准则》标

贡献了更严重的大气污染排放。一些人为因素比

准值(35 μg·m–3)很多，优良空气质量天数偏低。

如油品质量和高污染机动车使用的监管也是重要

另外根据 2014 年杭州市环保局公布的 PM2.5 来

的减排措施。基于上述的相应分析，采用故障树的

源 解 析 ，其 中 区 域 传 输 约 占 28%，本 地 排 放 占 约

72%。在 PM2.5 的本地排放贡献中，机动车占 28%、工
业生产占 22.8%、扬尘占 20.4%、燃煤占 18.8%、其他

演绎和推论规则所建立的整个故障树分析和评价
体系如图 3 所示，其中圆形框代表基本事件，四方形
框代表中间事件或顶上事件。

代表逻辑门或门，

来源占 10%。所以机动车燃油尾气排放可能是导

而

致杭州市灰霾天气污染的关键要素。本文将探索

(E1)，含设计缺陷机动车的使用(E2)，糟糕的交通状况

应用安全工程领域的故障树方法对杭州市机动车

(E3)以及质量不合格油品的使用(E4)，被认定和推论

为故障树顶上事件(机动车尾气过量排放)的下属

燃油尾气排放进行大气环境风险评价。

事件。

2.1

杭州市机动车燃油尾气过量排放大气环境风
险评价体系
为了采用故障树分析方法对杭州市机动车燃

油与灰霾污染的致因机理以及环境风险因子进行

2.2

代表逻辑门与门。其中高污染机动车的使用

定性分析
建立了杭州市“灰霾天气-机动车尾气过量排

放”故障树后，可采用结构重要度分析直接对故障

树的基本风险事件进行定性评价。首先用 Boole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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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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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灰霾天气-机动车尾气过量排放”故障树

Fault tree system of“haze weather-excess emission of vehicle exhausts”in Hangzhou

数法进行逻辑运算，对图 3 的故障树体系进行最小

机动车使用的监管缺陷(X2)是对顶上事件影响较大

T = E1+E2+E3+E4 = X1X2 + X3X4X5 + X6X7 + X8X9X10

的风险因子防控可重点优先考虑具有较大影响作

割集求解化简可得

最终简化得到 4 个最小割集

K1= {X1，X2}; K2 = {X3，X4，X5}; K3 = {X6，X7}; K4 =

{X8，X9，X10}

采用如下近似判别式可对基本事件结构重要

度进行计算
I(i) =

∑

Xi ∈ Kr

2

1

nj - 1

(1)

式中，I(i)表示基本事件 Xi 的结构重要度系数；Kr
表示包含基本事件 Xi 的最小割集个数；nj 表示第 j 个

的基本事件。对杭州市机动车燃油尾气过量排放
用的风险事件。
2.3

定量分析
根据图 1 故障树方法的分析步骤，针对杭州市

机动车燃油尾气过量排放故障树体系进行定量分
析，主要是计算顶上事件的发生概率以及对基本事
件进行概率重要度和临界重要度分析。进行定量
分析和评价的前提是首先需要获知所有基本事件
发生概率。传统故障树定量分析的难点就在于如

包含基本事件 Xi 的最小割集容量[31]。采用式(1)所计

何精确确定基本事件的概率，本文主要根据对杭州

第 3 列所示。

的数据作为参考，结合专家打分法来确定各个基本

算求出的各基本事件的结构重要度系数归纳如表 5
因 此 杭 州 市“ 灰 霾 天 气 – 机 动 车 尾 气 过 量 排

放”故障树相关基本事件的结构重要度排序为：I
(7) = I(6) = I(1) = I(2) > I(3) = I(4) = I(5) = I(8) = I(9) =
I(10)。

由杭州市机动车尾气过量排放故障树结构重

要度分析可知，过量机动车的使用(X7)，严重的交通

堵塞(X6)，高污染机动车的不当使用(X1)以及高污染

市机动车燃油尾气排放的相关资料调研，以 2014 年
事件的概率数值，相关赋值情况如表 4 所示。
2.3.1

图 3 所示杭州市机动车

顶上事件概率计算

燃油尾气过量排放故障树中各基本事件相互独立
且不重复，经过求解最小割集化简后的故障树顶上
事件发生概率可由式（2）、式（3）进行计算
P ( T ) = 1 - ∏( 1 - qK i )
m

i=1

(2)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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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树风险因子及相应的概率赋值

Risk factors and probability values in fault tree

Risk factors
excess emission of vehicle exhausts (T)

Expert 1

Expert 2

—
0.45

—

high pollution vehicle’s using (E1)
improper using (X1)

supervising defect (X2)

0.2

non-strict supervision (X5)

0.25

severe traffic jam (X6)

0.45

lack of purification device (X4)

0.25

absence of supervision on oil quality (X10)

0.35

interests driving (X9)

n

0.3

0.25

0.25

0.2

0.3

0.25

—

—

0.3

0.25

—

—

0.4

0.45

0.6

0.55

0.4

0.3

0.3

0.25

0.3

qi

i

—

0.25

ΔP ( T ) P ( T )

i

式中，P(T)为顶上事件的发生概率，q K 表示最小

0.6

—

I gc ( i ) = Δqlim
→0
P(T )

i

0.5

0.25

0.3

割集 Ki 发生的概率，q X 表示第 i 个基本事件发生的

—

0.35

0.25

(3)

i=1

0.55

—

0.4

P ( K i ) = ∏qX i

0.5

—

—

production of inferior oil (X8)

—

0.5

0.65

unqualified oil using (E4)

—

—

0.25

—

excess vehicles (X7)

—

—

0.2

bad traffic (E3)

Average

0.2

—

ignition device defect (X3)

Expert 3

—

0.2

vehicle using with design defect (E2)

Probability

Δqi qi

0.3

=

qi
ΔP ( T )
lim
=
P ( T ) Δq i → 0 Δq i

Ig ( i )

(5)

式 中 ，Ig(i)是 基 本 事 件 Xi 的 概 率 重 要 度 系 数 ；

概率[31]。基本事件的发生概率采用如表 4 所示的平

I ( i ) 表示第 i 个基本事件的临界重要度系数；P(T)表

排放故障树顶上事件的发生概率为

示顶上事件的发生概率函数；qi 表示第 i 个基本事件

均值进行计算，则所建立的杭州市机动车尾气过量

c
g

Xi 的发生概率自变量[31]。

4

P ( T ) = 1 - ∏( 1 - P K i ) =

分别采用式(4)和式(5)可求得各基本事件的概

i=1

1 - ( 1 - P K 1 )( 1 - P K 2 )( 1 - P K 3 )( 1 - P K 4 ) =

率重要度系数和临界重要度系数，相关计算结果分

0.3888

市机动车燃油尾气过量排放故障树中各基本事件

1 - ( 1 - q 1 q 2 )( 1 - q 3 q 4 q 5 )( 1 - q 6 q 7 )( 1 - q 8 q 9 q 10 ) =

2.3.2

概率重要度和临界重要度分析

当获知基

本事件发生概率数据后，可采用概率重要度和临界
重要度对各个基本事件在故障树体系中的重要性
进行定量分析。故障树的概率重要度分析是用来
揭示第 i 个基本事件发生概率的变化引起顶上事件
发生概率变化的程度。临界重要度是用顶上事件
发生概率的相对变化率与基本事件发生概率的相
对变化率之比来表示基本事件的重要程度。对比
概率重要度，临界重要度分析从敏感度和自身发生
概率的双重角度来衡量各基本事件的重要度会更
加准确。基本事件 Xi 的概率重要度系数和临界重要
度系数可分别由式(4)和式(5)进行计算
Ig ( i ) =

∂P ( T )
∂qi

(4)

别如表 5 第 4 列和第 5 列所示。因此所建立的杭州

概率重要度系数排序为：Ig(6) > Ig(7) > Ig(2) > Ig(1) > Ig
(8) = Ig(9) = Ig(10) > Ig(3) = Ig(4) = Ig(5)。临界重要度

系 数 排 序 为 ：I gc ( 6 ) = I gc ( 7 ) > I gc ( 1 ) = I gc ( 2 ) > I gc ( 8 ) =
I gc ( 9 ) =I gc ( 10 ) > I gc ( 3 ) = I gc ( 4 ) = I gc ( 5 ) 。

根据概率重要度和临界重要度分析结果可知，

其中过量机动车的使用(X7)，严重的交通堵塞(X6)，高
污染机动车的不当使用(X1)以及高污染机动车使用

的监管缺陷(X2)是对顶上事件“机动车燃油尾气过量
排放”影响较大的基本事件。

3

结

论

本研究以长江三角洲的代表性城市杭州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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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Table 5
Risk factors

excess emission of vehicle exhausts (T)
high pollution vehicle’s using (E1)
improper using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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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子以及相应的定性与定量分析结果

Risk factors and the qualitative/quantitative analysis results
Probability

Structure importance

Probability importance

Critical importance

0.3888

—

—

—

average values

degree coefficients

degree coefficients

degree coefficients

—

—

—

—

0.5

0.5

0.175

0.225

—

—

—

—

supervising defect (X2)

0.25

ignition device defect (X3)

0.25

0.25

0.155

0.0997

non-strict supervision (X5)

0.25

0.25

0.155

0.0997

vehicle using with design defect (E2)
lack of purification device (X4)
bad traffic (E3)

severe traffic jam (X6)
excess vehicles (X7)

unqualified oil using (E4)

0.5

0.25

0.25

—

—

0.350

0.155
—

0.225

0.0997
—

0.45

0.5

0.502

0.581

—

—

—

—

0.6

0.5

0.377

0.581

production of inferior oil (X8)

0.3

0.25

0.157

0.121

absence of supervision on oil quality (X10)

0.3

0.25

0.157

0.121

interests driving (X9)

0.3

0.25

0.157

0.121

具体案例，从系统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将故障树方

尽管本工作是以杭州市为具体案例进行机动

法应用在杭州市机动车燃油尾气排放与灰霾天气

车燃油大气环境风险方面的研究，但由于中国的特

的致因机理以及风险因子评价上。另外基于结构

大城市在机动车燃油尾气排放方面具有一定的共

重要度、概率重要度以及临界重要度分析，对所构

性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和风险因子的选取也可以尝

建杭州市“灰霾天气-机动车尾气过量排放”故障树

试进一步改进推广到中国其他的特大城市中。另

的关键风险因子的重要性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

外不同城市也会具备本身不同的特点，还非常有必

分析结果表明，过量机动车使用，严重的交通堵塞、

要进一步对不同城市加以研究和对比以促进相关

高污染机动车的不当使用以及监管不严是对杭州

方法的应用和改进。比如有的城市可能燃煤对灰

市机动车尾气过量排放影响较大的关键风险因子。

霾天气的贡献会更大[31]。根据不同城市的具体分析

环境风险防治应该优先重点考虑影响较大的风险

结果，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防治措施。

因子。另外除了关键的风险因子，协同考虑其他相

化石能源的过度消耗普遍被认为是导致城市

对次要的风险因子，也能对杭州市机动车燃油的大

灰霾污染的重要原因。主要针对杭州市的机动车

气环境风险的防治起到一定的作用。为了加强大

燃油环境风险进行研究。随着国家对燃煤环境风

气污染防治，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杭州市人民政府

险管控的加强，其他能源种类消费比重有所提升的

印发了杭州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4—2017

同时也要重视其相应的环境风险。要有效预防和

[36]

年) 。在机动车尾气治理措施方面主要提出要控

控制城市灰霾天气的发生，必须重视所有的关键风

制机动车数量增长、完善交通系统建设、加强高污

险因子。若能对具体城市的燃煤、机动车燃油、生

染车辆管理和机动车环保标准监督，另外也涉及要

物质燃烧、工业废气排放和气象条件等因素加以综

加快提升燃油品质以及鼓励尾气净化装置安装和

合考虑，并完善相关风险因子概率数据的精准定量

更新。这些杭州市政府针对机动车尾气所提出的

化 技 术 ，将 进 一 步 提 高 分 析 结 果 的 可 靠 性 和 实

相关重点防治措施与本工作所得出的结论和关键

用性。

风险因子具有很强的一致性。本研究可为城市机
动车燃油大气环境风险评价提供一种简洁有效的
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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