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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studying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the authors sort out the definition of safety awareness and its
manifestation. Case studies show that the lack of safety awareness is considered to be an important cause of the accident in most major accident investigation report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finition of safety awareness,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improve safety awareness, which
include strengthen the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f safe production, establish strict prod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cultivate people’s sense of safety ahead of production, reinforce the
training of safety awareness education, strengthen the function of leadership’s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enhance the enterprise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strengthen the visual management of
working site. Then the authors analyze its feasibility and implementation effect. Some of the best
measures were finally chosen, that is,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 safety culture
and create a strong atmosphere of safet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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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研究了以往文献，对安全意识的定义及其表现形式进行了梳理，并用案例统计证实，安全意识是大
文章引用: 陈春宏, 徐百萍, 艾霞霞, 张梦雅, 刘宗阳, 傅贵. 安全意识的定义、重要性及改善措施研究[J]. 安防技术,
2019, 7(1): 7-14. DOI: 10.12677/jsst.2019.71002

陈春宏 等

部分重大事故的重要原因。为改善安全意识、预防事故，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提高安全意识的措施，它们
包括加强安全生产的宣传教育力度、建立严明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培养职工安全生产超前意识、加强
安全意识培训教育、强化领导监督管理职能、加强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强化现场目视化管理。经分析选
择出了最佳措施，即加强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营造浓厚的企业安全文化氛围，从根本上改善其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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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以往，安全意识有很多定义，例如，曹书平认为安全意识是安全的思想方法论，是人们对安全问题
认识的心理体验的总和[1]。徐向东从哲学的角度对安全意识的概念进行了定义，他认为安全意识是指对
人的身心免受不利因素影响的存在条件与状态所持有的心理活动的总和[2]。林泽炎从心理学角度认为安
全意识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对各种各样可能对自己及他人造成人身伤亡和损害的外在环境条件的一种戒
备和警觉的心理状态[3]。正田亘在事故预防心理学一书中对安全意识概念的界定侧重于安全的态度和行
为倾向，他认为拥有安全意识的人，总是把责任归于自己，不以自我为中心，不把自己的自信心估计过
高，采取谨慎的态度，能控制自己的行为[4]。张宇婧在研究出租车驾驶员安全意识的问题中提到安全意
识是人们安全心理活动的总和，主要是由知识观念、意向观念和决策观念所组成的心理过程的反映[5]。
国内外专家、学者从各自不同的领域对安全意识概念进行了界定，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安全意识
的权威定义。
人在思想上认为安全意识很重要，大量的事故原因分析也能证实其重要性，但人们的认识还是模糊
的。提高安全意识的措施也有一些，但其有效分析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将在对安全意识的定义进行
梳理的前提下对其重要性和改进措施进行研究。

2. 安全意识的理论定义
到底什么是安全意识呢，安全意识是人们在进行有目的的生产活动中对危险的识别和判断能力，是
人脑对客观存在的不安全因素——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及环境的额不安全条件的反应[6]。
是一种内隐的心理活动方式，直接影响和支配者人们的操作活动。安全意识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7]：

2.1. “安全第一”意识
在组织生产中，企业所有员工都必须树立“安全高于一切”的思想，企业管理人员要将员工的安全
置于首位，当生产和安全产生冲突时，生产要绝对服从安全。只有做到安全生产，消除事故隐患，企业
才能长久的生存下去。

2.2. “预防为主”的意识
“预防为主”是实现安全第一的前提条件，也是重要手段和方法。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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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因素和差错，应该提前系统的采取技术、组织和管理上的措施，有效控制和消除事故隐患，真正做到
防患于未然，才能实现安全生产。

2.3. “安全效益”意识
安全问题归根到底也是经济问题，事故的损失有三类，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环境破坏。事故的发
生必然带来经济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等于减少了生产产值，产生负效益。

2.4. “全员参与”意识
安全生产是与广大职工的行为和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无法靠少数人来实现，必须依靠企业全体员
工的参与，只有全体员工都树立较高的安全意识，拥有安全责任，自觉参与到企业的安全文化建设当中，
安全管理的效果就会越显著。

2.5. “安全道德”意识
安全道德意识是指人们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具有自觉维护国家和他人的安全利益的良好品德。无论
在外界压力还是诱惑力的影响下，职工都能自愿表现出符合安全生产要求的行为意识和习惯，是安全意
识的最高境界，也是安全文化建设的最高目标。

3. 安全意识在理论上的重要性
笔者随机选择了 12 起近几年发生的重特大事故案例进行分析，找出事故原因中与安全意识相关的部
分，具体见表 1。
Table 1. Accident cause analysis table
表 1. 事故原因分析表
序号

事件

事故原因

是否提到安全意识

1

2014 年浙江台州温岭市台州大东鞋业有限公
司火灾

温岭市委、市政府对消防安全重视不够，履职
不到位。
东鞋业有限公司违章搭建行为及企业内部严重
消防安全隐患长期没有得到重视和整治。

是

2

2014 年山东寿光市龙源食品有限公司火灾

消防安全意识淡薄，未对员工进行消防安全培
训，未组织开展逃生疏散演练。

是

3

2015 年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
火灾爆炸事故

4

2017 年山东临沂金誉石化有限公司“6·5”爆
炸着火事故

5

河北省冀中能源张矿集团怀来艾家沟矿业有
限公司“2·28”重大火灾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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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事故企业安全意识十分淡薄、风险管理严重缺
失、安全管理极其混乱、隐患排查治理流于形
式、应急前期处置不当、人员素质低下、违规
违章严重等突出问题。
地方人民政府安全发展理念不牢固、红线意识
不强，招商引资重项目轻安全，有关部门项目
审批不严格。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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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鹤岗分公
司振兴煤矿“3·11”重大水害事故

7

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司马冲煤矿“6·2”重大
瓦斯爆炸事故

强化事故警示教育，切实提高防范事故意识。

是

8

吉林省延边州和龙市庆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庆兴煤矿“4·20”重大瓦斯爆炸事故

庆兴煤矿依法办矿意识淡薄，不编制作业规程
和安全技术措施，随意布置采掘作业地点。
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省政府
指令不力，对庆兴煤业公司安全检查处人员不
足问题重视不够，未及时配齐安全检查人员。

是

9

吉林省吉煤集团通化矿业集团公司八宝煤业
公司“3·29”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

吉林省人民政府对煤矿安全生产工作重视不
够，对省政府相关部门履行监督职责督促检查
不到位。

是

10

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正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肖家湾煤矿“8·29”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

没有足够重视被控制对象的安全问题对安全生
产工作和安监队伍建设重视不够。

是

11

吉林省蛟河市丰兴煤矿“4·6”重大透水事故

对内部监管机构设置和监管人员职责不清、责
任落实不到位问题重视不够，对丰兴煤矿监督
检查工作不细、不实、不到位。

是

12

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私庄煤矿“11·10”特别
重大煤与瓦斯突出事故

县政府不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对内部监管机构
设置和监管人员职不清、责任落实不到位问题
重视不够。

是

否

在上述十二起事故案例中，足有九起案例事故原因中提到安全意识，其中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私庄
煤矿“11∙10”特别重大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的发生是由于七级管理人员缺乏安全意识而导致。据有关统计，
80%以上的事故是由于人的失误引起的，而人的失误正是安全意识低下，安全知识不足的外在表现[8]。
因此，安全意识在安全生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3.1. 提高安全负责人员以及领导管理人员安全意识的重要性
安全技术交底是指生产负责人在生产作业前对直接生产作业人员进行的该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和
注意事项的培训，并通过书面文件方式予以确认。它使作业人员能更加清楚明白操作过程中的生产安
全隐患，操作规程，相应的规定，使安全生产工作更加安全、高效、稳定的进行。员工上岗前负责人
应安排专业人员对其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如果负责人员没有足够强的安全意识，便不会重视像安全技
术交底之类的工作流程，员工在不熟悉相应操作规程规定，安全知识的情况下便无法保证安全生产的
顺利进行。
企业中生产管理人员的决策对员工的生产作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各级管理人员在生产方面有着
重大的指挥监督理职责，如负责监督做好生产部各车间设备、工器具、物料、清洁工具等物品的状态管
理工作，确保现场的整洁有序；出现问题应及时上报生产部经理，并主持召开生产部技术质量分析会，
从人、机、料、法、环五方面进行系统分析，查清原因，制定切实可行的纠正措施，杜绝类似事件的发
生等。如果管理人员对于作业中安全问题不够重视，便会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敷衍了事，不会认真
对待，便会存在安全隐患，影响作业的安全进行。因此，提高管理层人员安全意识十分重要。
DOI: 10.12677/jsst.2019.71002

10

安防技术

陈春宏 等

3.2. 提高员工安全意识的重要性
员工是指企业(单位)中各种用工形式的人员，包括固定工、合同工、临时工，以及代训工和实习生[9]。
任何一起事故的发生，归纳其原因无外乎内外两个因素，外因是指外部环境及本质安全条件，而内因即
操作者的行为是否符合安全标准、规程及制度。企业员工即操作者的行为是否符合标准与员工的安全意
识有直接的关系，安全意识较高的人，面对各种不安全因素会积极主动的进行改善，有较强的安全自觉
性；反之，安全意识较低的人，对身边的不安全因素置之不理或察觉不到，就会容易造成安全事故的发
生。我们目前的安全管理规范和操作规程已经相对成熟，但仍然不能实现安全生产，在施工过程中还存
在较多的违章、安全隐患甚至安全事故发生，其主要原因是作业人员现场操作安全意识不强。只有操作
人员有了安全意识，才会产生安全行为从而保证安全。所以对施工单位来说，最根本的就是应当抓好提
高安全意识主要环节，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让每一名员工真正把“安全为天”的思想牢记在心，把“安
全第一，以人为本”的安全理念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意识到“安全就是政治，安全就
是民生”，让每一名员工从执行制度开始，理解安全的培训教育，构成行为规范，逐步从感性上升到理
性，再由理性上升到透过意识的能动性来指导施工安全工作，做到能够在现场施工中及时预见隐患，消
除隐患，到达安全生产的目的。
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犹如履薄冰，来不得半点疏忽和麻痹。作为安全管理者首先要消除员工在在思想
认识上存在的误区。通过近几年所发生的事故中可以看到，事故人为的因素中，安全意识占到 90%多，
而安全技术水平所占比例不到 10%，而企业的安全培训，90%的精力用在占 10%比重的安全技术水平上，
只有不到 10%的精力用在占 90%比重的安全意识上。
从以上不难看出安全意识对于员工的重要性。没有安全知识，员工就会稀里糊涂受伤害；没有安全意识，
事故就会不请自来。安全知识重要，安全意识更重要。当员工有了安全意识，才会主动学习安全知识，才能
转变观念；才能警钟长鸣，紧绷安全弦；才能让安全成为一种习惯；只要明白“安全为了谁”，就可以保证
“第一次就做对”。心中有了安全意愿，“第二次”就不会重复出现同样的问题，安全操作就会形成习惯。

4. 提高安全意识的措施
由于安全意识的缺乏导致事故频发，为了消除或减少事故的发生，我们在此提出一些提高安全意识
的措施：

4.1. 加强安全生产的宣传教育力度
1) 制作有趣且意义深刻的海报，张贴在于员工宿舍、食堂、休息场所和工地比较显眼但不妨碍工人
工作的地方，有趣的海报可以吸引工人的注意，激发其兴趣，使人印象深刻；海报里面隐含的意义能够
发人深省，潜移默化的提高工人的安全意识。
2) 定期举办有关安全教育的活动，组织工人进行知识竞赛、集体研讨或演讲比赛，给表现优秀者一
定的物质奖励。
3) 定期举办安全相关讲座，充分利用多种多媒体形式，活跃气氛，激发职工继续受教育的兴趣，比
如，播放一些有趣的动画，或者是重大安全事故的视频，以事故的惨痛后果给职工一定的警示，试着引
导职工进行换位思考，想象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自己，想象的越丰富，对事故的体验就越深刻，记忆越持
久，安全意识就会存在的更久。

4.2. 建立严明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运用好“奖”“罚”“教”的管理方式
DOI: 10.12677/jsst.2019.7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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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事故发生后依法追究事故责任，不管职位大小都要受制度的约束[10]，
对事故负有责任的人给予开除、罚款、降职等惩罚，情节严重的要承担刑事责任，明确每个人的职责所
在，切实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保证生产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没有缺陷。
2) 杜绝企业职工可能出现的不安全行为自我强化现象[11]，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员工在多次违章之
后没有出现安全事故，从心理上会默许这种行为，认为这种行为并不是不安全的，甚至形成习惯性违章。
不安全行为的自我强化现象是安全生产的一个不利因素，往往是使克服违章行为的工作产生困难的重要
原因，为了消除这种现象，管理者应该制定合适的激励方案，奖励安全行为，惩罚不安全行为，把不安
全应为扼杀在萌芽之中。不安全行为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只要抑制了这个环节，根据多米诺骨牌现
象的原理，事故就不会发生。

4.3. 培养职工的安全生产超前意识
所谓超前意识，就是认识问题要站得高、看得远。对安全工作而言，就是能提前着眼、提前考虑、
提前安排，要有前瞻性、预见性。
1) 要在安全教育上有超前意识，营造超前防范的文化氛围。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坚持不懈地进行安
全教育，灌输“安全第一”的理念，是每一个企业确保安全生产的必要手段。要充分利用黑板报、牌板、
警示标语、报纸、内部闭路电视、公司网站等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帮助职工克服自身的惰
性和侥幸心理，使职工牢固树立超前防范意识，使超前防范在职工日常工作中形成常规。
2) 要在日常工作上有超前意识。我们常在一些事故通报中注意到，一些企业在发生重大事故后，才
加大力度查找或整改事故隐患。“亡羊补牢”虽无可厚非，但造成的损失却已是无可挽回，因此预防才
是治本之策。对于不同的工种和岗位，在不同的环节、时段、地点和环境下，安全工作应该有针对性和
指向性。要用超前的慧眼，及时察觉存在的隐患，尤其是细微隐患，充分预见工作可能出现的漏洞并及
时提出整改建议，采取果断措施，才能将所有事故隐患真正消灭在萌芽状态，为安全生产创造良好的环
境。
3) 要在提高自我保护技能上有超前意识。不仅要在安全教育和隐患整改上有超前意识，同时更应该
有超前的预防行动。在实际工作中，每个职工都应该本着“有备无患”的心理，居安思危，牢牢掌握安
全生产要领和科学的应变方法，预先发现、鉴别、判断可能导致事故的原因及相应的防范措施，才能在
事故发生时采取有效的处理措施，保证自身及他人免受伤害，从而掌握安全生产的主动权。

4.4. 加强安全意识培训教育
1) 安全意识的形成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一个自觉地理智化的过程。人们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
一段时期的实践，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接受了相当多的教训才能充分认识到事故的特性，建立正确的安
全意识。因此，安全意识需要通过教育、训练、激励、条件反射等方式授予，需要经常的反复的予以提
醒使之保持清醒状态。因为这种并非直观的最高形式的反映需要经常性的认知和判别，否则比较容易失
去警觉性而降低意识水平[12]。安全工作要想收到实效必须有针对性，要针对不同工种的特点，进行不同
的培训，以达到培训效果。加强安全培训教育，提高安全管理水平，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从源头上
预防事故的发生。
2) 性格与安全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良好的性格并不是天生的，教育和实践对性格的形成具有重要
的意义。例如：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如果不注意安全生产、失职或其他原因发生了事故，轻则受批评或
处以罚款，重则受处分甚至法律制裁，而安全生产收到表扬和奖励。这就在客观上激发了员工以不同方
式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控制、自我监督，从而形成工作认真负责和重视安全生产的性格特征。因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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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各种途径培养员工认真负责、重视安全的性格，对安全生产将带来巨大的好处，同时对于不同性格的
员工，要用不同的教育方式以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开展多种形式的安全教育活动，加深性格迥异、工
种不同的员工对安全的认识和理解，安全意识必然得到提高。

4.5. 强化领导监督管理职能
处于领导地位的管理者，要有较高的安全意识，以身作则，严格的遵守安全生产中的有关规定，给
企业职工树立良好的榜样。要加强企业安全管理。做好上传下达工作。对上级工作安排及时以开会或通
知形式向下传达，使员工第一时间贯彻落实，在执行过程中存遇到问题及时向上级反映。实行层级分权
管理，一级管一级。一个人一般仅能管好 5~8 人，人多了是管不好的。实行层级分权管理，从上到下逐
级布置,一级管一级，才能从组织上保证工作落实。对在较长时间内，经做思想工作后仍无心做好工作、
对安排的工作不落实、不执行的下一级干部，在上级尚未进行人事变动前，必要时要及时介入、越级管
理、掌控生产。
另外，应急管理部相关部门要掌控大局，做好对企业的安全监督工作。

4.6. 强化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营造浓厚安全文化氛围
傅贵等人在改善企业安全文化技术手段的应用研究一文中指出企业安全文化是企业员工关于企业安
全关键影响因素的、一致的、整体的看法[13]。而这种看法的前提是企业员工有对安全最基本的认识。正
确的安全意识来源于对事故本质特性的认识，认识不足或错误的认识都会导致安全意识的淡薄，通过文
化途径来培养安全意识是一种软管理方式[14]。各种岗位人员的安全意识最终形成群体安全意识，对企业
的安全生产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企业安全文化[15]。企业文化一旦存在，就意味着企业员工具备
相关的安全知识，在面对危险源时及时识别，消除隐患，从而减少事故的而发生。而安全知识的了解与
否，直接决定了安全意识的高低，拥有越多的安全知识，安全意识就越强，反之安全意识就越淡薄。所
以安全文化决定企业的安全意识，加强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能极大的提高企业员工的安全意识。

4.7. 强化现场目视化管理推进工作
危险场合悬挂醒目的安全警示牌、安全标语，既起到提醒的作用，又营造一种浓厚的安全气氛，从
而提高作业人员对安规的执行力度[16]。
在上述提到的 7 个提高安全意识的措施中，加强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是最根本的途径。事故频发归根
结底还是社会安全文化的大安全还没有形成，人们的安全理念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加强安全文化建设能
够真正将“要我安全”变成“我要安全”，从根本上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

5. 结论
通过对安全意识的定义进行梳理，并结合近几年各大事故案例原因分析，认识到安全意识对预防事
故的重要性，并提出提高全民安全意识的根本措施，即安全文化建设。只有形成全社会的安全文化氛围，
提高全民安全意识，建立正确的安全观念，才能从根本上减少事故的发生，真正做到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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