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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术语

1）伤害 harm
由于对财产或环境的破坏而导致的直接或间接地对人体健康的

损害或对人身的损伤。

2）危险 hazard
伤害的潜在根源。

注：该术语包括短时内发生的对人员的威协（如，着火或爆炸）以及对

人体健康长时间有影响的那些威胁（如有毒物质的释放）。

3）危险情况 hazardous situation
人暴露于危险的环境。

4）危险事件 hazardous event 
导致伤害的危险情况。



5）风险 risk 

出现伤害的概率及该伤害严重性的组合。

6）允许风险 tolerable risk

根据当今社会的水准,在给定的范围内能够接受的风险。

7）残余风险 residual risk

采取防护措施以后仍存在的风险。

8）安全 safety 

不存在不可接受的风险。

安全术语



安全术语 风险降低：通用概念

残余风险 允许风险 过程风险

风险增加
必要的风险降低

实际风险降低

被其它技术安全
相关系统覆盖的
部分风险

被安全仪表系统
覆盖的部分风险

被外部风险降低
设施覆盖的部分
风险

所有安全系统和外部风险降低设施所获得的风险降低



9）功能安全 functional safety 
与过程和BPCS有关的整体安全的组成部分，它取决于SIS和其

他保护层的正确功能执行。

注：本术语的定义同GB/T 20438.4－2006中的定义有差别，从而反映出

过程领域术语中的差异。

GB/T 20438.4－2006中的定义为：

功能安全 functional safety 

与EUC和EUC控制系统有关的整体安全的组成部分，它取决于

E/E/PE安全相关系统，其它技术安全相关系统和外部风险降低设

施功能的正确行使。

安全术语



安全术语

10）安全状态 safe state 
达到安全时的过程状态。

注1：从潜在的危险条件到 终的安全状态，过程可能不得不经过几个中间

的安全状态。有时，仅当过程处于连续控制下才存在一个安全状态。

这样的连续控制可能是短时间的或是不确定的一段时间。

注2：本术语的定义同GB/T 20438.4－2006中的定义有差别，从而反映出过

程领域术语中的差异， GB/T 20438.4－2006中的定义为：

安全状态 safe state
达到安全时EUC的状态。

注：从潜在的危险条件到 终的安全状态，EUC可能不得不经过几个中间的

安全状态。有时，仅当EUC处于连续控制下才存在一个安全状态。这样

的连续控制可能是短时间的或是不确定的一段时间。



11）合理的可预见的误用 reasonable foreseeable misuse
由于产品、过程或服务加上人的行为习惯而导致的，或者作为人的

行为习惯的一个结果有可能发生的，未按照供方要求的条件和用途对产

品、过程和服务的使用。

12）PFS（安全故障概率）

正常激励的SIS系统在它的输出非激励时，就会处于故障状态，这有

一个概率。称为安全故障概率（PFS），或称误动率。

13）PFD（要求时失效概率）

这是一个衡量安全性的指标，称为要求时失效概率。它意味着系统

是危险的。它不会再要求（潜在的紧急条件）发生时产生响应。 (俗称

拒动率) 

安全术语



二、设备和装置

1）装置 device

能实现某个规定目的的硬件或软件或者二者结合的功能单元

（如现场装置；同SIS I/O端的现场侧面连接的设备；这些设备包括

现场接线、传感器、 终元件、逻辑解算器和硬接线到SIS I/O端的

操作员接口装置）。

2）功能单元 functional unit

能够完成规定目的的软件、硬件或两者相结合的实体。

注：在IEV 191-01-01中，常用“项目（item）”一词代替功能单元，一个

项目有时可能包括人员在内。



3）传感器 sensor
测量过程条件的装置或装置组合（如：变送器、传感器、过程

开关和定位开关）。

4）软件 software

包括程序、规程、数据、规则以及相关的数据处理系统操作文

档在内的智能创作。

注1：软件与其记录媒体无关。

注2：该定义不带有注1与ISO2382-1不同，而且完整的定义与ISO9000-3

不同之处在于增加了一个词“数据”。

设备和装置



设备和装置

软件程序类型：

1. 应用软件 application software
用户应用专用软件。通常，它包含控制正确输入、输出、计算和决策的

逻辑时序、允许值、极值和表达式，用以满足仪表安全功能所必须的要求。

参见固定程序语言和有限可变语言。

2. 嵌入式软件 embedded software
作为系统组成部分由制造商提供的软件， 终用户不能对其进行修改。

嵌入式软件又叫固件或系统软件。见3.2.81.1.3全可变语言(FVL) 。
3. 工具软件 utility software

用来创建、修改和编写应用程序的软件工具。操作SIS并不需要这些软件

工具。



5）操作员接口 operator interface
在操作人员和SIS之间进行信息交换的手段（如阴极射线管CRT、指

示灯、按钮、操纵杆、报警器）；操作员接口有时又叫人机接口(HMI)。
6）部件 component

执行某一特定功能的系统、子系统或装置的一个组成部分。

7）受控设备 equipment under control (EUC)
用于制造、加工、运输、制药或其它活动的设备、机器、器械或成套

装置。

注：EUC控制系统与EUC是不同的并且是分开的。

设备和装置



8）仪表 instrument

在执行某个动作中使用的仪器（典型的可见仪表系统）。

注：过程领域中，仪表系统典型地由传感器（如压力、流量、温度变送器）、逻

辑解算器或控制系统（如可编程控制器、分散型控制系统）和 终元件（如

控制阀）组成。在特殊情况下，仪表系统可能是安全仪表系统（见3.2.72）。

9）过程风险 process risk
因异常事件（包括BPCS功能失常）引起过程条件产生的风险。

注1：本文中的风险与使用SIS提供必要的风险降低的特定危险事件有关（即与功

能安全相关的风险）。

注2：GB/T XXXX.3中描述了过程风险分析。确定过程风险的主要目的是给未考

虑保护层的风险确立一个参考点。

注3：过程风险的评估应包括相关人为因素问题。

注4：本术语相当于GB/T 20438.4－2006中的“受控设备（EUC）风险”，其定义为：

设备和装置



设备和装置

EUC风险 EUC risk

由EUC或由EUC与EUC控制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风险。

注1：本文所说的风险是指与特定的危险事件相伴的风险。在这种危险事件

中E/E/PE安全相关系统、其它技术安全相关系统和外部风险降低设施

被用来提供必要的风险降低（即与功能安全相关的风险）。

注2：GB/T××××××.5的图A.1简要说明了EUC风险。确定EUC风险的主

要目的是在未使用E/E/PE安全相关系统、其它技术安全相关系统和外

部风险降低设施之前建立一个风险参考点。

注3：风险评估应包括相关的人的因素。



危险事件
的后果

危险事件
的频率

过程风险
外 部 风 险
降低设施

安 全 仪 表
系统

其 它 技 术
安 全 相 关
系统

允许风险
目标

必要的风险降低

外部风险降低设施安全完整性和与必要的风险降低
匹配的安全相关系统

过程和过程控制系统

风险和安全完整性概念



设备和装置

10）可编程电子(PE) programmable electronic (PE)
基于计算机技术构成PES一部分的电子部件或装置。本术语包括硬件和

软件及输入和输出单元。

注1：本术语覆盖基于一个或几个中央处理单元（CPU）及相关的存储器的微电子

设备。过程领域可编程电子的例子包括：

— 智能传感器和 终元件；

— 可编程电子逻辑解算器，包括：

·可编程控制器；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回路控制器。

注2：本术语的定义同GB/T 20438.4－2006中的定义有差别，从而反映出过程领域术

语中的差异。GB/T 20438.4－2006中的定义为：



设备和装置

可编程电子 （PE） programmable electronic（PE）

可编程电子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可以由硬件、软件及其输入和(或)输出

单元构成。

注：这个术语包括以一个或多个中央处理器（CPU）及相关的存储器等为基础的微

电子装置。

举例：下列均是可编程电子装置：

—微处理器；

—微控制器；

—可编程控制器；

—专用集成电路（ASIC）；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

—其它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装置（智能传感器、变送器、执行器）。



设备和装置

11）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E/E/PES）electrical/electronic/programmable

electronic (E/E/PE)

基于电气（E）和/或电子（E）和/或可编程电子（PE）的技术。

注：本术语试图覆盖所有的在电原理下运行的装置或系统。

举例：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装置包括：

—电－机装置（电气）；

—使用电晶体的非可编程电子装置（电子）；

—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电子装置（可编程电子）见3.2.5（ GB/T 20438
－2006）。



设备和装置

12）逻辑解算器 logic solver
既可以是一个BPCS的一部分，也可以是SIS的一部分，它执行一个或几

个逻辑功能。
注1：在GB/T XXXX中，逻辑系统使用了以下术语：

— 机电技术的电气逻辑系统；

— 电子技术的电子逻辑系统；

— 可编程电子系统的可编程逻辑系统。

注2：例如：电气系统、电子系统、可编程电子系统、气动系统、液压系统。传感器

和 终元件不是逻辑解算器的组成部分。

13）安全配置的逻辑解算器 safety configured logic solver
根据11.5为在安全应用中使用专门配置的工业级通用型PE逻辑解算器。



设备和装置

14）逻辑功能 logic function
在输入信息（由一个或几个输入功能提供）和输出信息（由一个或几

个输出功能使用）之间执行变换的功能；逻辑功能提供从一个或几个输入

功能到一个或几个输出功能的转换。

注：另见GB/T 15969.3和IEC 60617-12。
15）输入功能 input function

为了给逻辑解算器提供输入信息，监视过程及其相关设备的功能。

注：输入功能可以是手动功能。

16）输出功能 output function
根据来自逻辑功能的终端执行机构的信息，控制过程及其相关设备的

功能。



设备和装置

17）维护/工程接口 maintenance/engineering interface

为能正确维护或修改SIS所提供的硬件和软件。包括：在软件中可能含

有的指令和诊断程序、具有适当通信协议的编程终端、诊断工具、指示器、

旁路装置、试验装置和校正装置。

18）安全手册 safety manual

定义如何安全使用装置、子系统或系统的手册。

注：安全手册可以是一份独立文档、一份说明书、一份编程手册、一份标准文档，

或包含在定义应用限制的用户文档中。



三、系统：一般概念

1）系统 system

根据设计相互联系的一组元素；系统的一个元素可以是称

为子系统的另一系统，该子系统可以是一个主控系统，也可

以是一个受控系统，它可能包含硬件、软件和人的交互作用。

注1：人可以是系统的一部分。

注2：本定义不同于IEV 351-01-01。

注3：系统包括传感器、逻辑解算器、 终元件、通信和附属于SIS的辅助

设备（如：电缆、管道系统和电源）。



系统：一般概念

GB/T 20438.4－2006中系统的定义为：

系统（system）

根据设计相互作用的一组元素，可能包括相互作用的硬件、

软件和人等。系统中的某一元素也可自成一个另外的系统，称

为子系统，子系统可以是控制系统也可以是被控系统。

注：人可以是系统的一部分



系统：一般概念

2）可编程电子系统(PES) programmable electronic system (PES)

基于一个或多个可编程电子装置的控制、防护或监视系统，包括

系统中所有的元素，诸如电源、传感器和其它输入装置，数据高速

公路和其它通信路径，以及执行器和其它输出装置。（见图6）

3）非可编程（NP）系统 non-programmable (NP) system

基于非计算机技术的系统（即不基于可编程电子[PE]或软件的系

统）。

例如，硬接线电气或电子系统，机械、液压或气动系统。



图6  可编程电子系统（PES）：结构和术语

PES的范围
输入接口
（如A-D转换器）

可编程电子（PE）
（见注）

通信 输出接口
（如D-A转换器）

输入设备
（如传感器）

输出设备 /
终 元 件

（如执行器）

PES基本结构

注：可编程电子位于图中心位置，但在PES中可位于几个不同的位置。



系统：一般概念

4 ） 电 气 / 电 子 / 可 编 程 电 子 系 统 (E/E/PES) 
electrical/electronic/programmable electronic system (E/E/PES)
基于一个或多个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E/E/PE)装置的用于控制、

防护或监视的系统，包括系统中所有的元素,诸如电源、传感器和其它

输入装置，数据高速公路和其它通信途径，以及执行器和其它输出装

置。

5） 终元件 final element
执行实现某种安全状态所必需的实际动作的安全仪表系统的组成部

分。

例如阀门、开关装置、电机及其附属元件，如仪表安全功能中的电

磁阀和执行机构。



系统：一般概念

6）基本过程控制系统（BPCS）basic process control system
（BPCS）
对来自过程的、系统相关设备的、其他可编程系统的和/或

某个操作员的输入信号进行响应，并产生使过程和系统相关设

备按要求方式运行的系统，但它并不执行任何具有被声明的

SIL≥1的仪表安全功能。

注：对于过程领域而言，基本过程控制系统是一个全局性的术语。



系统：一般概念

7）控制系统 control system

对来自过程和/或操作员的输入信号进行响应，并产生使过

程按要求方式运行的输出信号的系统。

注1：控制系统包括输入装置和 终元件，它可以是一个BPCS也可以是一

个SIS或者二者的组合。

注2：该定义即GB/T 20438.4－2006中的“EUC控制系统”



系统：一般概念

8）结构 (architecture)

系统中硬件和/或软件元素的安排，如：

（1）安全仪表系统（SIS）子系统的安排；

（2）SIS子系统的内部结构；

（3）软件程序的安排。

注：本术语的定义同GB/T 20438.4－2006中的定义有差别，从而反映出过

程领域术语中的差异，GB/T 20438.4－2006中的定义为：

结构 (architecture)

在一个系统中硬件和软件元素的特定配置。



系统：一般概念

9）模块 module
执行某个特定硬件功能的硬件部件的自含式组件（即数字输入模

块、模拟输出模块），或支持某一特定功能的可重用应用程序（可

能是一个或一组内固程序）。如执行特定功能的计算机程序的一部

分。

注1：在GB/T 15969.3中，软件模块是一个功能或功能块。

注2：本术语的定义同GB/T 20438.4－2006中的定义有差别，从而反映出过

程领域术语中的差异， GB/T 20438.4－2006中的定义为：

模块 (module)
程序、分立部件、封装程序的一个功能集、或一组归并在一起的分立部件。



系统：一般概念

10）软件模块（software module）

由规程和（或）数据说明组成的构造，并能与其它这样的

构造相互作用。

11）资产保护 asset protection

为防止资产损失分配给系统设计的功能。



系统：一般概念

12）模板 template
软件模板 software template
保持原有结构的同时，易于改变以支持特定功能的结构化非专用应用软

件段；例如：交互界面模板控制应用界面的过程流，但并非专用于正呈现

的数据。程序员可以采用通用模板，并做特定功能修改，从而为用户生成

一个新界面。

注：有时也使用相关术语“软件模板”。典型地，它指编程用于执行要求的一个或一

组功能的一种算法或者算法集，并且它被构建成可在多个不同的事例中使用。

在GB/T 15969.3中，它是可被选择用于多个应用的一个程序。



系统：一般概念

13）通道 （channel）

独立执行一个功能的一个或一组元素

注1：一个通道中的元素可能包括输入/输出（I/O）模块、逻辑系统（见3.2.40）、

传感器、 终元件。

注2：一个双通道配置是指一个具有两个能独立执行相同功能的通道配置。

注3：本术语可用来描述整个系统或者系统的一部分（如传感器或者 终元件）。

14）从N中取M  MooN

“N”个独立通道构成的安全仪表系统或其部分，它被连接成其中“M”个

通道足以执行仪表安全功能。



系统：一般概念

15）多样性（diversity）

执行一个要求功能的不同方法。

举例：可用不同的物理方法或不同的设计途径来达到多样性。

16）冗余（redundancy）
使用多个元素或系统来执行同一种功能；冗余可以使用同种元素实现

（同型冗余），或使用不同元素实现（异型冗余）。

注1：例如，使用重复功能部件和附加奇偶校验位。

注2：冗余主要用来提高可靠性或可用性。

注3：IEV 191-15-01中的定义不太完全[ISO/IEC 2382-14-01-11]。
注4：本术语的定义同GB/T 20438.4－2006中的定义有差别，从而反映出过程领域

术语中的差异。



系统：一般概念

GB/T 20438.4－2006中的定义为：

冗余（redundancy）

对于执行一个要求功能的功能单元或对于表示信息的数据而

言，除了够用之外还有多余。

举例：功能部件加倍和奇偶校验位的附加都是冗余的例子。

注：冗余主要用于提高可靠性或可用性。



四、系统：安全方面

IEC 61508中安全相关系统的定义：
安全相关系统 （safety-related system）
所指的系统：
— 必需要能实现要求的安全功能以达到或保持EUC的安全状

态；并且
— 自身或与其它E/E/PE安全相关系统、其它技术安全相关系

统或外部风险降低设施一道,能够达到要求的安全功能所需
的安全完整性。

注1：这条术语是指这样的系统，即所谓安全相关系统是它们,
及与外部风险降低设施一道达到必要的风险降低量，以
满足所要求的允许风险.



系统：安全方面

注2：安全相关系统是在接受命令时采取适当的动作以防止EUC

进入危险状态。安全相关系统的失效被包括在导致危险

或危害的事件中。尽管存在可能具备安全功能的其他系

统，但已指定的安全相关系统仅是指靠其自身能力达到

要求的允许风险的安全相关系统。安全相关系统一般分

为安全控制系统和安全防护系统并且具有两种操作模 式。



系统：安全方面

注3：安全相关系统可以是EUC控制系统的组成部分，也可
用传感器和/或执行器与EUC接口，即可通过实现EUC控
制系统中的安全功能（也可能通过分开的和独立的附加
系统）达到要求的安全完整性等级，或者利用分离的、
独立、专门的安全相关系统实现安全功能。

注4：安全相关系统可能包括：
a)被用于防止危险事件发生（即安全相关系统一旦执行
其安全功能则没有危险事件发生）；

b)被用来减轻危险事件的影响，即通过减轻后果的办法
来降低风险。

c)同时具有a)和b)的组合功能。



系统：安全方面

注5：人也可作为安全相关系统的一部分（3.3.1），例如，人

可以接收来自可编程电子装置的信息，并通过可编程电

子装置按接收信息要求执行安全动作。

注6：该术语包括执行安全功能所需的全部硬件、软件以及支

持服务（如电源）（传感器，其它输入装置， 终元件

（执行器）和其它输出装置也包括在安全相关系统中）。

注7：安全相关系统的技术基础范围可以十分广泛，包括电气、

电子、可编程电子、液压和气动等。



系统：安全方面

1）仪表安全控制系统 safety instrumented control system
用来实现一个或几个仪表安全控制功能的仪表系统。

注：在过程工业中，仪表安全控制系统是少见的。在对待这种系统时，应把它们当

成一种特殊情况处理，进行个案设计。应使用GB/T XXXX中的要求，但需要

更详细的分析以证明系统能够达到安全要求。

2）安全仪表系统(SIS)  safety instrumented system (SIS)
用来实现一个或几个仪表安全功能的仪表系统。SIS可以由传感器、逻

辑解算器和 终元件的任何组合组成（示例见下页）。
注1：它可包含仪表安全控制功能，也可包含仪表安全保护功能，或包含这两者。

注3：SIS可以包括或不包括软件。

注4：GB/T 20438－2006称为E/E/PE安全相关系统，而GB/T XXXX则称为安全仪表系
统。

注5：当人的动作是SIS的一部分时，操作员动作的可用性和可靠性在SRS中规定，

并且包含在SIS性能计算中。在SIL计算中如何包含操作员动作的可用性和可

靠性的指南见GB/T XXXX.2。



安全仪表系统-在保护层中的位置

操作员干预

安全仪表系统
(自动地)

基本的自动控制

过压阀,破裂片

收集池

主动保护

被动保护

灾难保护灾难保护

安全仪表系统 (SIS) 

过程值

过程报警

正常活动

过程控制系统

紧急停车

预防

减轻

纳入安全管理



不同设备的SIS结构和仪表安全功能示例

传感器

H/W S/W

PE

NP

逻辑解算器

H/W S/W

PE

PE

NP

终元件

H/W S/W

PE

NP



DCS与SIS的主要区别是

系统的组成：DCS一般是由人机界面操作站、通信总线及现场控制站组成；
而SIS系统是由传感器、逻辑解算器和 终元件三部分组成。及DCS不含检
测执行部分。

实现功能：DCS用于过程连续测量、常规控制（连续、顺序、间歇等）操作
控制管理使生产过程在正常情况下运行至 佳工况；而SIS是超越极限安全
即将工艺、设备转至安全状态。

工作状态：DCS是主动的、动态的，它始终对过程变量连续进行检测、运算
和控制，对生产过程动态控制确保产品质量和产量。而SIS系统是被动的、
休眠的。

安全级别：DCS安全级别低，不需要安全认证；而SIS系统级别高，需要安
全认证。

应对失效方式：DCS系统大部分失效都是显而易见的，其失效会在生产的动
态过程中自行显现，很少存在隐性失效；SIS失效就没那么明显了，因此确
定这种休眠系统是否还能正常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对该系统进行周期性的
诊断或测试。因此安全仪表系统需要人为的进行周期性的离线或在线检验测
试，而有些安全系统则带有内部自诊断。



系统：安全方面

3）其它技术安全相关系统 （other technology safety-related system）

基于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技术之外的安全相关系统。

举例：安全阀就是一种其它技术安全相关系统。

注：“其他技术安全相关系统”可以包括液压和气动系统。

4）外部风险降低设施（external risk reduction facility）
与SIS分离且性质不同的降低或减少风险的措施。

注1：如排放系统、防火墙、堤（坝）。

注2：本术语的定义同GB/T 20438.4－2006中的定义有差别，从而反映出过程领域术

语中的差异。



系统：安全方面

GB/T 20438.4－2006中的定义为：

外部风险降低设施（external risk reduction facility）
不使用E/E/PE安全相关系统或其它技术安全相关系统，且

与上述系统分开并不同的降低或减轻风险的手段。

举例：排放系统、防火墙和堤都是外部风险降低设施。



系统：安全方面

5）简单E/E/PE安全相关系统 （low complexity E/E/PE safety-related system）

一种E/E/PE安全相关系统，其中：

— 已很好确定了每个单独部件的失效模式；

— 能完全确定在故障状况下系统的行为。

注：在故障状况下系统行为可用试验和/或分析的方法确定。

举例：包括一个或几个限位开关，可能还要通过一些承插式机电继电器控制一个或多个接触

器来切断电机电源的系统。就是一个简单E/E/PE安全相关系统。

6）逻辑系统 (logic system)
系统的一部分，用于执行功能逻辑，但不包括传感器和 终元件。

注：本标准中使用下列逻辑系统：

— 用于机电技术的电气逻辑系统；

— 用于电子技术的电子逻辑系统；

— 用于可编程电子系统的可编程电子逻辑系统。



SIS子系统中的软件语言

1. 固定程序语言（FPL） fixed program language (FPL)
限定用户只能调整几个参数（如压力变送器的量程、报警

等级和网络地址）的语言类型。

注：使用FPL的装置的典型例子是：智能传感器（如压力变送

器）、智能阀、事件时序控制器、专用智能报警盒和小型

数据录入系统。



SIS子系统中的软件语言

2. 有限可变语言（LVL） limited variability language (LVL)
被设计成过程领域用户容易理解并可为实现安全要求规范

提供组合预定的、应用专用的库功能能力的一种语言类型。

LVL可提供一种与达到应用所要求的功能几乎一致的功能。

注1：GB/T 15969.3中给出了LVL的典型示例。它们包括梯形

图、功能块图和顺序功能图（下页）。

注2：使用LVL系统的典型示例：标准PLC（如熔炉管理用的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GB/T 20438.4－2006中的定义为：能力范围局限于应用的，用

于工商业可编程电子控制器的，文本的或图形的软件编程语言。



有限可变语言（limited variability language）

举例：

下列引自IEC61131-3和其它地方的有限可变语言，用来表示PLC系统的应用程序。

— 梯形图：一种图形语言，由一系列输入符号（代表相似装置的行为，如常开接

点和常闭接点）与输出符号（代表相似继电器的行为）由线条（指出电流流动

方向）相它连接构成；

— 布尔代数：带有增加某些记忆指令能力的，基于布尔运算符（如AND、OR和NOT）

的低级语言；

— 功能块图：除布尔运算符外，可使用更复杂的功能，如数据传输文件、块传输

读/写，移位寄存器和序列发生器指令等。

— 顺序功能图：有顺序之程序的图形表示,由相互联系的步骤、动作和带转换条

件的定向连接线构成。



SIS子系统中的软件语言

3. 全可变语言(FVL)  full variability language (FVL)

设计成计算机编程者易于理解，并可提供实现各种各样功能和应用的能

力的一种语言。

注1：使用FVL的系统的典型例子是通用型计算机。

注2：在过程领域中，嵌入式软件常用FVL，而应用软件则很少使用 FVL。

注3：FVL的例子包括：Ada、C、Pascal、指令表、汇编程序语言、C＋＋、

Java和SQL。



五、安全功能和安全完整性

1）安全功能（Safety function）
针对特定的危险事件，为达到或保持过程的安全状态，由

SIS、其它技术安全相关系统或外部风险降低设施实现的功能.
注：本术语的定义同GB/T 20438.4－2006中的定义有差别，

从而反映出过程领域术语中的差异。

GB/T 20438.4－2006中的定义为：

安全功能（Safety function）
针对特定的危险事件，为达到或保持EUC的安全状态，由

E/E/PE安全相关系统、其它技术安全相关系统或外部风险

降低设施实现的功能。



安全功能

safety Function 
由系统或系统完成的、用于消除或降低风险的功能

安全功能的描述包括两部分：

安全功能（功能用来做什么）

安全完整性要求（安全功能按要求执行的可靠性）

安全功能安全是由风险分析确定的，安全完整性要求

由风险评估中得出。安全完整性的等级越高，危险失

效发生的概率越低。



安全仪表功能



安全仪表功能 SIF

安全仪表功能SIF

逻辑解算器
(Safety PLC)

温度变送器

温度变送器

液位开关

流量变送器

切断阀电磁阀

球阀电磁阀

MCC

安全仪表系统SIS



复杂的安全仪表功能

2oo2
投票

1oo2D
逻辑解算器

1oo2
冗余切断阀

1oo1
闸阀

1oo2
冗余压力变送器

1oo2
投票

1oo2
投票

1oo1
温度变送器

2oo2
流量变送器



安全功能和安全完整性

2）安全完整性 （safety integrity）

安全仪表系统在规定时段内、在所有规定条件下满意执行

要求的仪表安全功能的平均概率。

注1：安全完整性等级越高，应执行所要求的仪表安全功能的

概率也越高。

注2：仪表安全功能的安全完整性等级分成4个等级。



安全功能和安全完整性

注3：在确定安全完整性时，应包括导致非安全状态的所有失

效因素（硬件随机失效和系统失效）；如：硬件失效、

软件导致的失效和电气干扰引起的失效。这些类型中的

某些失效，特别是硬件随机失效，可以使用危险失效模

式中的失效率或者要求时的仪表安全功能失效概率这样

的量来量化。但SIF的安全完整性还取决于许多因素，它

们不能精确量化，只能定性考虑。

注4：安全完整性由硬件安全完整性和系统安全完整性构成。



安全功能和安全完整性

3）软件安全完整性（software safety integrity）

在所有规定条件下和规定时间内表示软件在可编程电子系

统中执行其安全功能的可能性的量值。

4）系统安全完整性（systematic safety integrity）

在失效的危险模式中与系统失效（见“安全完整性”的注

3）

有关的仪表安全功能的安全完整性部分。

注：系统安全完整性通常不能被量化（不同于硬件安全完整性）。



安全功能和安全完整性

5）硬件安全完整性 （hardware safety integrity）

在危险失效模式中与随机硬件失效有关的仪表安全功能的

安全完整性的一部分。
注1：此术语与危险模式中的失效有关，即有损于安全完整性的仪表安全功

能的那些失效。与本术语中有关的两个参数是总危险失效率和要求时

操作失效率。

注2：本术语的定义同GB/T 20438.4－2006中的定义有差别，从而反映出

过程领域术语中的差异。



安全功能和安全完整性

GB/T 20438.4－2006中的定义为：

硬件安全完整性 （hardware safety integrity）

在危险失效模式中与随机硬件失效有关的安全相关系统安

全完整性的一部分。

注：本术语涉及危险模式中的失效，即安全相关系统的这类失

效将削弱其安全完整性，与本术语有关的两个参数是整体

危险失效率和在要求时操作失效的概率，当为保持安全而

必须保持连续控制时，使用前一可靠性参数，在安全防护

系统范围中使用后一可靠性参数。



安全功能和安全完整性

6）安全完整性等级 （SIL）(safety integrity level (SIL))
用来规定分配给安全仪表系统的仪表安全功能的安全完整

性要求的离散等级（4个等级中的一个）。SIL 4是安全完整性
的 高等级，SIL 1为 低等级。
注1：安全完整性等级的目标失效量见下页。
注2：有可能使用几个安全完整性等级较低的系统来满足一个较高安全完整

性等级功能的需要（例如：使用—个SIL 2和一个SIL 1的系统共同来
满足一个SIL 3功能的需要）。

注3：本术语的定义同GB/T 20438.4－2006中的定义有差别，从而反映出过

程领域术语中的差异。



安全功能和安全完整性

GB/T 20438.4－2006中的定义为：

安全完整性等级 （SIL）(safety integrity level（SIL）)

一种离散的等级（四种可能等级之一），用于规定分配给

E/E/PE安全相关系统的安全功能的安全完整性要求，在这里，

安全完整性等级4是 高的，安全完整性等级1是 低的。



安全完整性等级：要求时的失效概率

要求操作模式

安全完整性等级（SIL）要求时的目标平均失效
概率

目标风险降低

4 ≥10-5～<10-4 >10000～≤100000 
3 ≥10-4～<10-3 >1000～≤10000 
2 ≥10-3～<10-2 >100～≤1000 
1 ≥10-2～<10-1 >10～≤100 



安全完整性等级：SIF的危险失效频率

连续操作模式

安全完整性等级
（SIL） 执行仪表安全功能的目标危险失效频率（每小时）

4 ≥10-9～<10-8 
3 ≥10-8～<10-7 
2 ≥10-7～<10-6 
1 ≥10-6～<10-5 



Hazard 1
Hazard 2

Hazard 3

Required Risk Reduction

Applied Risk Reduction

0.0E+00

1.0E+02

2.0E+02

3.0E+02

4.0E+02

5.0E+02

不安全的生产过程（欠防护）

过防护风险

SIL- Safety integrity Level

功能安全方法--安全分级控制



安全完整性等级(Safety integrity Level(SIL))

• 量化风险

• 在IEC61508中第一次提出，被多个标准使用，已经成为

安全控制领域的共同语言

• 作为确定SIS安全执行目标的量化方法

• 分为4个等级



安全功能和安全完整性

7）软件安全完整性等级（software safety integrity level）

一种离散的等级（四种可能等级之一）用于规定在安全相

关系统中软件的安全完整性。



安全功能和安全完整性

8）安全要求规范（safety requirement specification）

包含安全仪表系统应执行的仪表安全功能的所有要求的规范。

IEC 61508如下定义：

安全要求规范（safety requirement specification）
一种技术规定，包括安全相关系统必须要执行安全功能的所

有要求。

注：该规范分为下列两种：

——安全功能要求规范（见3.5.9）

——安全完整性要求规范（见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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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安全功能要求规范（safety function requirement specification）

一种技术规定，包括安全相关系统必须要执行的安全功能

要求。

注1：这个规范是安全要求规范的一部分（安全功能部分），包含由安全相

关系统必须要执行的安全功能的精确细节。

注2：只要能清楚地表达安全功能，规范可用文本、流程图、矩阵、逻辑图

等形式文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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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安全完整性要求规范(safety integrity requirement specification
包含了安全仪表系统应执行的仪表安全功能的安全完整性要

求的规范。
注1：本规范是安全要求规范的一部分（安全完整性部分）。

注2：本术语的定义同GB/T 20438.4－2006中的定义有差别，从而反映出过程领

域术语的差异。

GB/T 20438.4－2006中的定义为：

安全完整性要求规范（safety integrity requirement specification）

一种技术规定，包括安全相关系统必须要执行的安全功能的安全完整性要求。

注：这个规范是安全要求规范的一部分（安全完整性部分）（见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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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操作模式 mode of operation

仪表安全功能运行方式。

IEC 61508：
操作模式 (mode of operation)
安全相关系统使用的方式，根据其要求产生的频率而言，可

为下列两种之一：

— 低要求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对一个安全相关系统提出操作

要求的频率不大于每年一次和不大于二倍的检验测试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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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要求或连续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对一个安全相关系统

提出操作要求的频率大于每年一次或大于二倍的检验测试

频率。
注1：高要求或连续模式包括为保持功能安全实现连续控制的安全相关系统。

注2：运行于低要求模式和高要求或连续模式下的安全相关系统的目标失效

量在中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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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要求模式下的仪表安全功能 demand mode safety instrumented 
function

响应过程条件或其他要求而采取一个规定动作（如关闭一

个阀门）的场合。在仪表安全功能的危险失效事件中，仅当

发生过程或BPCS的失效事件时，才发生潜在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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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连续模式下的仪表安全功能 continuous mode safety instrumented 

function

在仪表安全功能的危险失效事件中，如果不采取预防动作，即使没有

进一步的失效，潜在危险也会发生。

注1：连续模式涵盖了实现连续控制以保持功能安全的那些仪表安全功能。

注2：要求模式应用中，在要求率的频率大于每年1次的情况下，危险率不高于仪表

安全功能的危险失效率。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适宜使用连续模式准则。

注3：表3和表4定义了运行在要求模式和连续模式下的仪表安全功能的目标失效量。

注4：本术语的定义同GB/T 20438.4－2006中的定义有差别，从而反映出过程领域术

语中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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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仪表安全功能(SIF)  safety instrumented function (SIF)
具有某个特定SIL的，用以达到功能安全的安全功能，它既可以是一个

仪表安全保护功能，也可以是一个仪表安全控制功能。

15）仪表安全控制功能 safety instrumented control function
具有某个规定的SIL并运行在连续模式下，以防止发生危险工况和/或

减轻其后果所必需的仪表安全功能。

16）故障安全原则

组成SIS的各环节自身出现故障的概率不可能为零，且供电、供气中断

亦可能发生。当内部或外部原因使SIS失效时，被保护的对象（装置）应按

预定的顺序达到安全状态（Fail to Safety），这就是故障安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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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现场开关仪表选用常闭接点，工艺正常时，触电闭合，达到安全极限时
触电断开，触发联锁动作，必要时采用“二选一”、“二选二”或“三选二”
配置。

电磁阀采用正常励磁，联锁未动作时，电磁阀线圈带电，联锁动作时断
电。

送往电器配电室用于开/停点击的接点，用中间继电器隔离，其励磁电路

应为故障安全型。

作为控制装置（如PLC），“故障安全”意味着当其自身出现故障而不是

工艺或设备超过极限工作范围时，至少应该联锁动作，以便按预定的顺
序达到安全状态（这对工艺和设备而言是安全的），进而应该通过硬件
和软件的冗余和容错技术，自动执行纠错程序排除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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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目标失效量（target failure measure）
就安全完整性要求而言，应达到的预计危险模式失效概

率，既可规定为要求时执行设计功能的平均失效概率（要求操

作模式时），也可规定为每小时执行SIF的危险失效频率（连

续操作模式时）。
注：GB/T XXXX的表3和表4给出了目标失效量的数值。(见“安
全完整性等级(SIL)”) 



安全功能和安全完整性

18）必要的风险降低（necessary risk reduction）
为保证把风险降低到允许水平所需的风险降低。

IEC61508：为保证不超过允许风险，由E/E/PE安全相关系统、

其它技术安全相关系统和外部风险降低设施达到的风险降低。

19）安全软件 safety software
在安全仪表系统中具有应用软件功能性、嵌入式软件功能

性或工具软件功能性的软件。

IEC61508：安全相关软件（safety-related software）

在安全相关系统中用于实现安全功能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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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减轻 mitigation
减小危险事件后果的动作。

注：例如，根据已证实的着火或气体泄漏的检测所采取的紧急减压。

21）预防 prevention
降低危险事件发生频率的动作。

22）保护层 protection layer
借助控制、预防或减轻以降低风险的任何独立机制。

注：它可能是装危险化学物品的压力容器的容量这样的一个过程工程机制、也可能

是一个安全阀这样的机械工程机制、或者一个安全仪表系统、或者是应对紧急

危险的一个应急计划这样的管理规程。可以自动启动或手动启动这些响应机制。



六、故障、失效和错误

1）故障（fault）

使功能单元执行要求之功能的能力降低或失去其能力的异

常状况。

注：IEV191-05-01定义“故障”是一种无能力执行要求功能的

特征状态，不包括预防性维护或其它计划的行动期间的无

能力或外部资源的缺少产生的无能力。

2）故障避免 (fault avoidance)

在安全仪表系统安全生命周期的任何阶段中为避免发生故

障而使用的技术和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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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故障裕度 (fault tolerance)

在出现故障或错误的情况下，功能单元继续执行一个要求功能的能力。

注：IEV 191-15-05中的定义仅指子项目故障。见3.2.21的注[ISO/IEC 2382-14-04-06]。

4）失效 (failure)

功能单元执行一个要求功能之能力的终止。

注1：为了排除特定的行为需要执行必要的功能，并根据要避免的行为来规定某些

功能。这些行为的出现就是失效。

注2：失效或是随机的(在硬件中)或是系统的(在硬件或软件中)，见3.2.62和3.2.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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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随机硬件失效(random hardware failure)

在硬件中，由一种或几种机能退化可能产生的，按随机时间出现的失效。

注1：在各种部件中，存在以不同速率发生的许多机器退化，在这些部件工作不同

的时间之后，这些机能可使制造公差引起部件发生故障，从而使包含许多部

件的设备将以可预见的速率，但在不可预见的时间(即随机时间)发生失效。

注2：随机失效和系统的失效主要区别是由随机硬件失效导致的系统失效率（或其

它合适的量度）可用合理的精确度来预计，但系统失效生来就不能精确预

计，因此系统失效引起的系统失效率则不能精确地用统计法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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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系统失效(Systematic failure)
与某种起因以确定性方式有关的失效，只有对设计或制造过程、操作规

程、文档或其他相关因素进行修改才能消除这种失效。

注1：仅凭借正确维护而不作修改通常不能消除失效起因。

注2：通过模拟失效起因能引发系统失效。

注3：本定义（注2以上）与IEV 191-04-19一致。

注4：系统失效起因的例子包括以下各项中的人为误差：

— 安全要求规范；

— 硬件的设计、制造、安装和操作；

— 软件的设计和/或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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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危险失效（dangerous failure）

可能使安全仪表系统潜在地处于某种危险或功能丧失状态的失效。

注：这种可能性是否变为现实可能取决于系统的通道结构，在用来提高安全性的多

通道系统中，一个危险硬件失效很少能导致整体危险或功能丧失状态。

8）安全失效（safe failure）

不会使安全仪表系统处于潜在的危险或丧失功能状态的失效。

注1：潜在是否变为现实取决于系统的通道结构；在为提高安全性的多通道系统

中，一个安全硬件失效很少会导致错误地关机。

注2：安全失效又称为扰乱性失效（nuisance failure）、假错误失效（spurious trip

failure）、伪错误失效（false trip failure）或者故障安全失效（fail-to-safe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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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相关失效（dependent failure）
其概率不能表示为引起它的独立事件的无条件概率的简单乘积的失效。

注1：P（Z）是事件Z的概率，仅当：P（A and B）＞P（A）×P（B）时两个事件

A和B才是相关的。

注2：相关失效包括共同原因失效。

10）共同原因失效 （common cause failure）
由一个或多个事件引起一个多通道系统中的两个或多个分离通道失

效，从而导致系统失效的一种失效。

11）共同模式失效 common mode failure
两个或多个通道以同样的方式引起相同的误差结果的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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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错误（error）

计算、观测和测量到的值或条件与真值、规定的或理论上的正确值或

条件的差异。

注：采用IEV191-05-24的定义但不包括注。

13）人为错误 (human error)  

失误（mistake）

引发非期望结果的人的动作或不动作。[ISO/IEC2382-14 -01-09]

注：在IEV191-05-25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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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故障性能递减

故障性能递减指的是在SIS系统CPU发生故障时，安全等级降低的一种

控制方式。故障性能递减可以根据使用的要求通过程序来设定。

如假设一1oo2D系统，即带自诊断的二取一方式，系统故障时性能递

减方式为2-1-0.表示当第一个CPU被诊断出故障时，该CPU被切除，另一个

CPU继续工作，当第二个CPU再被诊断出故障时，系统停车。

又如采取三取二表决方式时，即三个CPU中若有一个逻辑结果与其他两

个不同，即表示该CPU故障，然后切除，其他两个CPU则继续工作，当其

他两个CPU运算结果不同时，则无法表决出那一个正确，系统停车。
总之，在出现CPU故障时，安全等级大降，但仍能保持一段时间的正常

工作逻辑，此时必须在允许的故障修复时间内修复，否则系统必须停车。
如3-2-0方式允许的 大修复时间一般为1500h。对于不同的系统，不同的
安全等级故障修复时间不同。



七、生命周期活动

1）安全生命周期（safety lifecycle）

从项目概念阶段开始到所有的仪表安全功能不再适用时为止所发生的、

包含在仪表安全功能实现中的必要活动。

注1：严格地讲，用“功能的安全生命周期”这个术语更准确，但在本标准中

没必要用“功能的”这个形容词。

IEC 61508 ：安全相关系统实现过程中所必需的生命活动，这些活动发生在

从一项工程的概念阶段开始，直至所有的E/E/PE安全相关系统，其它技

术安全相关系统，以及外部风险降低设施停止使用为止的一段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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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活动

2）阶段 phase

发生GB/T XXXX中描述活动的安全生命周期中的某个时段。

3）软件生命周期 （software lifecycle）

从软件开始构思到软件永久停用期间的活动。

注1：一个典型的软件生命周期包括要求、开发、测试、集成、

安装和修改等阶段。

注2：软件不能被维护，但可以被修改。



生命周期活动

4）配置管理（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为了在生命周期全过程中控制组件的变化（硬件和软件）

和保持连续性和可追溯性，对进化系统（硬件和软件）中组件

的识别规则。

5）影响分析 （impact analysis）

确定一个系统中的一个功能或部件的改变将对该系统中其

它功能或部件以及其它系统产生影响的活动。



八、安全量的证实

1）验证（verification）
在相关安全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通过分析和/或测试，证明对于特定

的输入，输出应在各方面都能满足为该特定阶段所设置的目标和要求的活

动。

举例：验证活动包括：

— 为保证符合阶段的要求和目的，考虑该阶段的特定输入，对其输出（来自

所有安全生命周期阶段的文档）进行复审；

— 设计复审；

— 对设计的产品进行测试以保证按它们的规范工作；

— 对系统不同部分分步组装在一起后的整体进行集成测试并进行环境测试以

保证所有部分按规定方式在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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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认（validation）
用以证明被考虑的仪表安全功能和安全仪表系统

在安装之
后，在各方面都能满足安全要求规范的活动。
IEC 61508：
通过检查和提供客观证据来证明某一特定预期用途的
特殊要求

已经满足。



安全量的证实

注3：确认是一个证明所考虑的安全相关系统在安装前后全面

满足该系统的安全要求规范的活动，比如软件确认意味

着用提供客观证据和检查的方法来证明软件满足软件安

全要求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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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表决（voting）
是指冗余系统中用多数的原则，将每个支路的数据进行比

较和修正的一种机理。具体的说，一套SIS系统或者其中的某

一部分，有M个独立的通道，以这样的方式连接：至少需要其

中的N个通道完好，才能执行正确的安全功能。换句话说1oo2
投票意味着：2个独立的设备，只需要其中一个装置正常就能

正确的执行安全功能。因此，只有当这2个设备都出现危险性

故障时，安全功能才会失效。由于采用1oo2表决方式，系统被

设计成运行已安全的特性，这个特性是指当系统发生一个故障

时，这一故障将会导致系统停车并进入失效—安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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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功能安全评估（functional safety assessment）
基于证据的调查，以判定由一个或多个保护层所实现的功

能安全。
注：本术语的定义同GB/T 20438.4－2006中的定义有差别，从而反映出过

程领域术语中的差异。 GB/T 20438.4－2006中的定义为：

功能安全评估（functional safety assessment）

通过调查，依据证据来判断一个或多个E/E/PE安全相关系统、

其它技术安全相关系统或外部风险降低设施达到的功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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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功能安全审核（functional safety audit）

对于按计划安排的功能安全要求专用的规范是否有效地执

行并满意地达到规定目的进行系统地、独立的检查。

注：功能安全审核可以作为功能安全评估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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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检验测试（proof test）
为揭露安全仪表系统中未检测到的故障而执行的测试，以

便在必要时把系统修复到所设计的功能。

检测SIS系统故障的三种方式：

通过正常的过程操作，人为使SIS系统某一局部发生S/D，来

检测系统；

通过定期测试（Test），例如 Stuck on/Stuck off功能；

通过SIS系统内部自诊断（Diagnostics），通过内置诊断软
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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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1508：

检验测试（proof test）

用以检测安全相关系统失效的周期性测试，在必要时可把系统复原到正常

状态或实际上接近正常的状态。

注：检验测试的有效性取决于系统恢复到正常状态的近似程度，为使检验

测试充分有效，有必要对所有危险失效进行100%的检测。实际上尽管

除简单E/E/PE安全相关系统外，进行100%的检测并不容易，但仍要将

其作为一个目标。至少应按照E/E/PES安全要求规范对要执行的全部安

全功能进行检验。如果使用分离通道，则应对每个通道分别进行检验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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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经使用验证的 proven-in-use
当文档化的评估显示有适当证据表明：基于部件以往使用

的情况，该部件适用于安全仪表系统时（见11.5中的“以往使

用”）。

注：本术语的定义同GB/T 20438有差别，从而反映出过程领域

技术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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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诊断覆盖率（diagnostic coverage）

进行自动诊断测试而导致的硬件危险失效概率的降低部分。

注1：该定义也可由下面的公式来表示：

DC= ΣλDD /Σλtotal

式中：

DC     —— 诊断覆盖率：

λDD —— 检测到的危险失效的概率；

Λtotal —— 总的危险失效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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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对一个安全相关系统的整体或部分而言都存在诊断覆盖

率，例如传感器和/或逻辑系统和/或 终元件都存在诊断

覆盖率。

注3：安全诊断覆盖率或包括安全失效的诊断覆盖率。这两个

术语分别用于描述进行自动诊断测试而导致的安全硬件

失效或安全和危险硬件失效概率的降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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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诊断测试间隔（diagnostic test interval）

在一个已经规定了诊断覆盖的安全相关系统中，为检测故

障而进行的在线测试的间隔。

10）检测到的（detected）

揭露出的 revealed 

明显的 overt 

在与硬件失效和软件故障有关时，通过诊断测试或正常操

作发现的。

举例：这些形容词用于检测到的故障和检测到的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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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未检测到的（undetected）
未揭露的 (unrevealed)
不明显的 (covert)
与硬件和软件有关，未被诊断测试发现的或者在正常操作

中未被发现的。

注：本术语的定义同GB/T 20438.4－2006中的定义有差别，从

而反映出过程领域术语中的差异。 GB/T 20438.4－2006中
的定义为：

与硬件有关，用诊断测试、检验测试、操作员干预（如设

备检测和人工测试）或通过正常操作未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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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独立人员 (independent person)
在进行安全评估或确认的安全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中，同

所发生活动分开且不同的人员，这些人员并不直接负责那些活

动。

IEC 61508：
无关人员 (independent person)

与整体的、E/E/PES的或软件的安全生命周期特定阶段中的活

动无关，并且不对其直接负责，但又从事功能安全评估或确认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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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独立部门 (independent department)
在进行安全评估或确认的安全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中，同

负责所发生活动的部门分开且不同的部门。

IEC 61508：
无关部门 (independent department)

与整体的、E/E/PES的或软件的安全生命周期特定阶段中的活

动无关，并且不对其直接负责，但又从事功能安全评估或确认

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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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独立组织 (independent organisation)

在进行安全评估或确认的安全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中，通

过管理和其他资源同负责所发生活动的组织分开且不同的组织。

IEC 61508：

无关组织 (independent organisation)

与整体的、E/E/PES的或软件的安全生命周期特定阶段中的活

动无关，并且不对其直接负责，但又从事功能安全评估或确认

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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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动画（animation）

软件系统（或系统的某一重要部分）的动画，以显示系统

行的主要面貌，例如适用于适当格式的要求规范或系统设计的

高级表述。

注：由于动画可以增进人们对规定行为的认识，因此可以提高人们

对系统满足要求的置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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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动态测试 （dynamic testing）

用系统的和受控的方式执行软件和（或）操作硬件以证明所要求的行

为的存在以及非要求行为的不存在。

注：动态测试与静态分析相比，后者不要求执行软件。

17）测试装置 (test harness)

在开发阶段能够仿真软件或硬件操作环境的装置。通过把测试实例应

用于软件，能够模拟(达到某个可用的程度)开发中的软件或硬件的操作环

境并记录响应的设施。

注：测试装置也可能包括测试实例发生器和验证测试结果(校正时接受到的自动对

比值或人工分析得到的结果)的设备。



安全量的证实

18）安全失效分数 safe failure fraction
导致安全失效或者可检测出的危险失效的装置总硬件随机失效率分数。

19）看门狗 watchdog
用来监视可编程电子（PE）装置正确运行，并能在检测到不正确运行

时采取动作的诊断装置和输出装置（典型如开关）的组合。

注1：通过由软件控制的输出装置对外部装置（如硬件电子看门狗定时器）定期复

位，看门狗可证实软件系统正确运行。

注2：当检测到危险失效时，为使过程进入某个安全状态，看门狗可用于断掉一组

安全输出的电源。看门狗用于提高PE逻辑解算器的在线诊断覆盖率（见3.2.15
和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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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分析） Hazard and Operability Study 
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是指目前有些装置在设计SIS系统时，采用HAZOP

方法，来确定装置所需的SIL等级。下面简介一下采用HAZOP的确定SIL等
级的步骤。

SIL评级前应先进行HAZOP分析，对工艺流程进行全面的评估并提出需
要报警和仪表安全连锁的部分，作为SIL评级的设计输入。所有的报警和联
锁都要进行相应的SIL评级。经过SIL评级后，某些报警可能需要提高等级

到安全联锁，某些安全联锁也有可能降级到报警，某些报警也有可能取消。
不同工程公司的SIL评级方法不尽相同，对于安全的要求也有所不同。

评定SIL等级时，一般而言都是先假设没有SIS功能，在只考虑DCS、预报警

、机械设备等对危险减低的情况下，根据危险发生的概率和危险发生时带
来危害程度，对应于一定SIL等级评定矩阵， 后得出相应的SIL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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