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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随着陆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和陆地资源匮乏，在全球对石油天然气的大量需求下，扩大对

海洋石油资源的开发是必须迈出的关键一步。中国的海洋石油开发也从浅海逐步走向深海，

在海上油气田的开发和生产过程中，除了设计、建造、安装、生产操作、维修、检验等流程

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作业。潜水作业是海洋石油蓬勃发展不可替代的专业。由于潜水作业的

特点，作业环境、潜水员技术能力、潜水装具等因素，决定了潜水作业的风险高于其他专业。

只有通过有效的管理、完善的控制、可靠的计划才能真正保障潜水作业的安全。 

本文主要对潜水作业的危险源的分析和有效控制，从而保障潜水作业整体操作的安全，

有效的控制风险，处理隐患，保质保量的完成好潜水作业。 

1.1 风险和危险源 

 风险是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及后果严重程度的综合度量，是由于一些非自然或相关事件

而导致出现某些有害的、消极的结果的可能性。风险率（R）等于事故发生概率（P）与事故

损失严重程度（S）的乘积，即：R=P×S 。危险源是可能导致人身伤害和（或）健康损伤的

根源状态或行为。 

1.2 潜水作业的风险和危险源辨识 

 潜水作业是一种多风险来源的不确定性活动，危险源辨识是识别、确定系统中危险源

对象及其特性的工作。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它是危险控制的基础，潜水作业因为各种

因素的存在，只有辨识了危险源之后才能有放矢地考虑如何采取措施控制危险源，避免在潜

水作业实施中存在风险。潜水作业风险主要需要考虑的以下几个方面： 

① 潜水员技术方面；

② 作业环境方面；

③ 潜水装具方面；

④ 区域潜水和特殊潜水方面；

⑤ 医疗急救保障方面；

2 危险源的辨识与评估 

2.1 概述 

基于事故致因因素的分析来阐述危险源的概念，结果表明，危险源涉及可能发生的意外

释放能量的能量物质或载体、直接可能诱发能量物质或载体意外释放能量的物的不安全状态

和人的不安全行为两方面因素、导致伤亡事故发生深层次的管理因素。实际在潜水作业安全

管理过程中，可对危险源涉及的不同方面的因素进行重要的评估。对可能意外释放能量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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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物质或载体的危险源做出重要的评估，可针对评估结果，采取对潜水作业危险源实施分级

监控管理和针对性的应急准备和相应及控制措施。风险评估主要的目的在于评估风险和影响

安全水准存在的因素。首先对潜水作业的危险源进行辨识后，就应对其进行评估。一般来说，

潜水作业危险源的事故风险评估包括： 

辨识各类危险因素及其原因和机制；依次评估已辨识危险事件发生的概率；评估危险事

件的结果；进行风险评估，即评估危险事件发生概率和发生后果的联合作用。 

2.2 危险源辨识 

危险源、环境因素的辨识，应涉及潜水公司的所有活动和服务中能够控制及可望对其施

加影响的各个方面，应考虑如下要求： 

➢ 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种时态：

 过去：由于过去的活动遗留下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环境影响；

 现在：当前的生产活动所面临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环境影响；

 将来：规划中的业务活动将会带来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环境影响。

➢ 正常、异常和紧急三种状态：

 正常：活动处于正常情况时；

 异常：活动处于非正常时，如非常规施工项目开工时、紧急增产或减产时、停机检

修或 设备故障、特殊环境/作业条件时；

 紧急：出现人员伤亡、火灾、事故、重大自然灾害及可预见的其它紧急情况。

➢ 应考虑各种可能的职业健康安全环境风险，包括：物理性危险、化学性危险、生物

性危险、心理和生理危险、行为性危险、职业病危害及自然灾害。

➢ 应考虑间接的职业健康安全环境风险，主要考虑产品（或材料）在供方阶段、运输

过程及在顾客使用等阶段涉及的职业健康安全及环境风险：

 材料、产品或外加工件在供方生产阶段涉及的职业健康安全及环境风险；

 产品（或材料）在运输阶段及装卸阶段涉及的职业健康安全及环境风险；

 产品在使用中对人体产生的影响；

 承包单位在潜水公司活动潜在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及环境影响。

➢ 应考虑相关方的意见：顾客、主管机关、业主单位以及社区的要求和期望。

2.3 危险源评估方法 

——主要采用是非判断法、打分评价法 

 是非判断法，满足下列要求的作为重大危险源、重要环境因素；

 超出或违背国际公约、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的；

 如果控制不善容易造成职业病、人员伤害、财产损失或环境污染的；

 生产、施工及管理活动中能源、资源消耗大的；

 污染物排放超标、危险废弃物的处置；

 化学危险品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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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爆炸及噪声过大导致的人员伤害及环境污染的；

——打分评价法 

 评价因素和分值见附表

 评价准则：计算公式：X = A×B×C。当影响程度 C≥3且 X≥27时应考虑列为重大

危险源、重要环境因素。

1) 危险源评估打分

A. 发生概率（A）

完全可能发生 5分 

容易发生 4分 

可能，但不经常 3分 

可能性小 2分 

可能性极小 1分 

B. 接触频次（B）

每天 24 小时 5分 

每天工作时间（8小时） 4分 

经常 3分 

较少 2分 

极少 1分 

C. 影响程度（C）

人员死亡、停工停产 5分 

人员重伤、设备设施报废、严重影响职业健康安全 4分 

人员轻伤、设备设施受损、造成职业病 3分 

设备设施受损、对健康影响一般 2分 

损失较小、对健康影响较小 1分 

2) 环境因素评价打分

A. 环境影响发生可能性（A）

每天至少 1次 5分 

每月至少 1次 4分 

每年至少 1次 3分 

每十年至少 1次 2分 

每十年不超过 1次 1分 

B. 影响范围 （B）

国家及全球 5分 

地区或流域性 4分 

现场及附近社区 3分 



现场区域 2分 

本岗位 1分 

C. 影响程度（C）

严重污染作业现场并大范围扩散，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不易治理 5 分 

污染作业现场及附近地区，造成一定生态环境破坏，不易治理 4 分 

污染作业现场，不易治理 3 分 

污染作业现场，较易治理 2 分 

污染较轻 1 分 

3 潜水作业危险源的分析与评估 

3.1 潜水员技术方面： 

1) 潜水员的选拔：要想成为一名初级潜水员是需要严格的体检和生理、心理测试。通

过体检，确定是否适合潜水工作，由于潜水员担负的工作需要重体力，所以必须体质健壮；

作业环境在水下和复杂条件下，潜水员的生理和心理都是需要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和耐力。基

本潜水装具训练。在训练中要求体检合格的潜水员能够完成指定的简单任务，同时要进行水

下应急情况下的自救和逃生培训。潜水员选拔的主要危险源体现在潜水员本身条件和潜水装

具的使用方法上。通过正规医院潜合的体检和初步潜水测试。潜水测试要配备高级潜水员 2

名进行配合测试，特别是救生方面的潜水程序要完善，保障初级潜水员失去控制和发生惊慌

的可能性。 

2）理论知识培训：通过初级选拔后，对初级潜水员进行潜水作业规则的培训，了解潜

水环境，了解各种各样与潜水作业有关的情况。作业潜水员理论学习的科目包括：潜水物理、

潜水生理和潜水医学、潜水装具、潜水作业平台、作业计划、空气潜水原理、潜水程序、事

故的处理和急救、潜水环境和危险的海生物等。 

3）自携式潜水训练：屏气潜水或裸潜是自携式水下呼吸器潜水训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

部分。因为在应急或受限空间可能会需要进行自携式装具潜水。所以自携式潜水是潜水员培

训的基础和必备科目。使用自携式水下呼吸器装具的操作技术包括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成对

呼吸；卸装和着装练习；面罩清洗；紧急上升；信号绳的使用；潜水站的呼吸；浮力控制；

使用自携式水下呼吸器的救生等。自携式潜水训练中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训练，主要的危

险源是潜水员的呼吸频率和潜水员发生耳和副鼻窦的气压伤；潜水员溺水等危险。 

4）脐带式潜水（管供式潜水）基础训练：脐带潜水采用普通的压缩空气，受同样的气

体定律和生理问题的制约。脐带潜水比自携式潜水的作业时间更长，但是也同样的对潜水员

的耐热程度，产热能力和耐热极限作出评价。脐带式潜水训练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掌握水

面供气式（脐带式）潜水的基本原理和相关限制；熟悉所用潜水面罩或头盔的使用；进行空

气系统的组装和拆卸训练；多种方法的水下通讯联络的方法和训练；潜水装具的维修和保养；

掌握出入水，下潜和上升程序以及工程中有关问题的注意事项和控制的培训等。脐带式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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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险源是压缩空气气源的保障；头盔和面罩的维保；通讯系统的运行；水下脐带交缠等危

险。

3.2 作业环境方面： 

潜水作业环境方面主要体现在天气环境，海况环境和水温条件环境等； 

1）天气环境：天气是许多现象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太阳能的输入、温度、风和

湿度。然而最关键的的因素是热空气上升。大气得到的热量随着纬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

国属于多种气候国家，云南西双版纳、广东雷州半岛、海南省、台湾南部属于热带季风气候；

秦岭—淮河以南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秦岭—淮河以北的华北、东北地区等属于温带季风气

候；西北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青藏高原地区属于高原（高山）气候；气候因素也是影

响海上作业的主要原因，中海油在国内主要分布海域为热带季风气候和温带季风气候。 

2）风：是由两地之间的温差引起的，这种温差又会引起压差，一个单位距离的压差叫

做气压梯度，梯度越陡，风越强。主要体现在三种类型的风，信风，季节风，天气系统有关

的风。海上作业受风的影响很大。也是造成海上事故的主要根源。 

3）波浪和涌：风与海面之间的表面摩擦使风速减慢，所产生的能就变成浪。对于海上

和潜水作业的人员来讲，天气的最重要作用可能是它对海面的影响。除了潮汐和海流外，所

有海洋活动都是风的作用结果。风通过三个不同的方式作用于海洋，即通过风速，风吹时间，

以及风吹过海面的距离。局部风产生的扰动叫做海浪，远距离的扰动产生涌。涌的产生是一

种极不规则的运动。使潜水作业变得复杂化。特别对潜水作业的出入水阶段，水下减压阶段

的影响和伤害。 

4）潮汐和潮流：潮汐是海洋的周期性的垂直运动，而潮流是由潮汐造成的海洋的水平

运动。二者都是由月亮和太阳的吸引力引起的。潮汐对于金海岸工程潜水的潜水员来说非常

重要。每次作业前一定要根据潮汐表和具体现场的校队及推算。在平潮阶段进行潜水作业。

潮流对于潜水员来说关系很大，因为它们影响潜水员的工作量和潜水安全，潮流流速超过 1

节时，潜水员下潜作业时作业变得非常困难，特别是在拖拽潜水脐带时。所以，潜水作业时

一定要控制作业时间和潮流速度。防止潜水员放漂和流速过大造成伤害。 

5）水温环境条件：水温是潜水作业中一个重要因素，它可能影响所用潜水装具的类型，

影响潜水时间和潜水的安全性。水温不同的各层之间的界限叫做温跃层。这存在于任何高度，

接近水面处或在深水里，层与层之间的温差可达 7℃。另一个影响潜水员的因素，是潜水员

穿过温跃层下潜时所受到的水温下降的作用。水温过低对水下作业影响很大。寒冷不但影响

潜水员的作业能力,而且相当一部分潜水事故也是由受寒所引起的,严重的失热还会使潜水员

发生器质性损伤和死亡。 

3.3 潜水装具方面： 

可靠的潜水装具对于潜水作业起着保障潜水员的安全和效率的作用，潜水装具随着时代

的发展和不断的更新换代，进步飞速。本部分主要针对国内空气潜水作业中的自携式和管供

式潜水装具维保和危险控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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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携式潜水装具：自携式潜水装具能够让潜水员水下活动自由，由于自身携带呼吸

气源，因此可以不依靠水面的支持独立进行潜水作业；但是作业时间短，作业深度受限，效

率低，通讯能力受限等因素导致自携式潜水装具的使用范围只能进行简单的潜水作业。自携

式潜水装具使用过程中要严格对装具进行检查和维保工作，保证潜水作业的安全。主要针对

以下几点：供气调节器使用要注意各部分部件的完好使用外，作业后一定要用淡水进行冲洗，

并将软管和减压器部分吹干以防止细菌的迅速生长。供气调节器要定期进行性能试验，一般

最好 6个月一次。高压气瓶使用中根据标定压力进行充气，充气压力不得高于标定压力。充

气速率应缓慢，防止气瓶过热，充气时信号阀的拉杆必须处于下位。每次潜水前对气瓶外部

进行检查，对表面有凹陷的、焊接的或有疤痕的气瓶严禁使用。要对气瓶储存气量进行测量，

并根据气量计算水下作业时间，打开气瓶阀时，有可能造成压力表爆裂对测试人员伤害的可

能，所以测试人员不得直接对着潜水压力表的表面。气瓶阀必须每年检查一次，因为有可能

失灵不能提供安全阀的余气。 

2）管供式潜水装具：采用管供式潜水装具进行潜水作业时，潜水员可以获得源源不断

的气体，延长了水下停留时间和水下作业的安全。潜水员通过脐带与水面相连，还可以提供

语言通讯。如果潜水员发生交缠或水下危险情况时，可以从水面不断的提供空气。通过通讯

联系通知水面预备潜水员进行水下援救等。国内用的管供潜水头盔分为有口鼻罩和没有口鼻

罩的两种，如果使用没有口鼻罩的潜水头盔（三螺栓和十二螺栓），会有二氧化碳集聚的危

险，所以潜水员要经常通风。供气脐带在潜水作业中容易受到水流影响和潜水员移动作业受

到拉扯和尖利海生物的剐蹭，所以对潜水软管需要保护和维修。通信电缆必须选择经久耐用

材质的电缆，不会因为脐带的受力而断开。每次作业前必须进行检查和对话测试。安全背带

要在各个方向至少要承受 1000 磅以上的拉力。提拉软管或潜水员应急提升时，防止拉力作

用于潜水员的面罩和潜水头盔上。潜水压铅使用前一定进行快脱装置的检查，确认该装置没

有生锈或破损，保持性能良好。使用后必须用淡水进行冲洗。一定不得将潜水员的脐带直接

系在潜水压铅带上。 

3）供气系统：根据 ADCI标准，空气潜水作业需要配备主供气源和应急供气源，主要构

成有空气压缩机，过滤器，储气罐等组成。同时配备应急气瓶组，防止因断电或压缩机发生

故障而造成供气中断。根据潜水员下潜深度设定压缩机的输出压力，同时考虑储气罐的容量

在应急情况下保证潜水员出水所用的气量和空气压力。 

4）减压舱系统：减压舱除了对规定安全阀、仪表进行检验意外，作业前对减压舱进行

检查并进行记录。重点部分对舱内卫生和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控制。氧分压必须控制在安

全范围内，防止潜水员减压过程中氧中毒。如果没有配备二氧化碳检测仪根据实际情况也可

以定时对舱内进行通风，减少舱内二氧化碳的含量。避免引起火灾，不得将油、精制糖、酒、

热水瓶杯、和除舱内使用以外的其他药品。如果潜水员需要含糖或热饮时，必须溶解之后送

入舱内。向舱内送药时，应先将药瓶盖打开。 

3.4 区域性潜水和特殊潜水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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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的区域，水下环境特点的差别，直接影响潜水员的在水下承担的工作量和作业

方法。 

1）区域性潜水：海上平台潜水作业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作业内容也比较固定。但是国

内很多区域需要潜水作业，譬如大坝码头、内陆江河湖泊、淡水湖、电厂水库等。大坝码头

潜水作业时，由于树木、水底沉积物等的遗留。容易对潜水员造成刮碰伤害和物体跌落砸伤

的伤害。内陆的江河湖泊潜水作业应注意水底的地形和能见度，可能有垂直的岩坡、岩石露

头、暗礁。防止潜水过程中的失足。较温暖的季节藻类大量繁殖对潜水作业影响较大。避免

水下交缠。江河作业时，由于水流急，出入水难，必须采用入水绳的方式出入水。水下的物

体如尖锐的岩石、大树枝、旧车或捕鱼网等对潜水员造成危险和伤害。电厂水库进水口和排

水口检查作业和清理作业时，经常会有废铁管、钢筋和废弃的钢结构物。潜水员必须缓慢进

行检查，防止在快速移动中被钩在尖锐的金属物体上，特别是在检查过程中将沉积物和泥沙

沉淀搅混能见度差时更要注意，防止受到伤害。 

2)潜水作业常常特别危险的地区开展，因此需要制订周密的潜水计划。譬如在岩洞潜水、

冷水潜水、沉船潜水、高地潜水、夜间潜水、在污染水中潜水等。岩洞潜水只有经验丰富和

受过特殊训练的潜水员才能承担此类潜水作业。除了配备标准潜水装具外，还需要配备水下

照明、罗盘、安全绳卷筒、浮力背心等。岩洞潜水最大的危险就是淤泥，应设法避开。如出

现潜水员被淤泥困住时，预备潜水员利用安全绳将被困潜水员拖离至安全区域。潜水员应牢

记岩洞中的潜游路线，为了保证潜水员的安全，行潜长度应采用三等分法进行控制，即 1/3

的呼吸气用于进入岩洞；1/3 的气体用于离开岩洞；1/3 的气体作为应急条件下使用。冷水

潜水作业对潜水装具带来很多较暖水中潜水时所没有的安全隐患。譬如呼吸器冻结、潜水面

罩也容易起雾或结冰、潜水员水下失温等造成的危险。为了防止出现以上的危险，在潜水前、

潜水过程中或各次潜水之间，都应该注意不要让水进入二级减压器气室，如果在作业中无法

排除危险应打开旁通保持呼吸尽快出水。面罩起雾或结冰应向面罩内注入少量的水，并利用

旁通将水慢慢吹出，达到暂时去雾和去冰的目的。潜水员的保暖很重要，作业时应穿戴干式

服或热水服。潜水员出水后，由于水温低造成潜水员疲劳和笨拙。水面人员应协助潜水员登

上潜水梯并到达卸装位置。准备温水冲洗潜水员的潜水衣并尽快将潜水衣脱掉对潜水员进行

保暖。沉船潜水作业时，刚进入沉船能见度一般都很好，但是返回时，由于潜水员将集聚在

舱内和钢板上的浮泥和铁锈泛起，能见度明显下降。会对潜水员造成急躁不安和碰撞伤害。

所以潜水员下潜一定要佩带单独的安全绳。在能见度低的情况下，潜水员可随着安全绳返回

水面。如果安全绳被割断时，潜水员可沿着脐带返回到水面。切记不能硬拉潜水脐带，以免

脐带受力后被船板破损位置割断，对潜水员造成供气中断的伤害。潜水员进入塌陷的舱内或

狭小的地方时，应注意防止绞缠，如发生绞缠潜水员不能自行解决时，应尽快安排待命潜水

员协助清理绞缠物。高地潜水需要严格编写减压方案，控制潜水作业时间。高海拔潜水作业

应按照以下方式进行计算深度：即高海拔潜水深度乘以海平面大气压除以高海拔大气压。高

海拔潜水时上升出水的速率应比海平面大气压潜水速率减慢。尽量不要采用水下减压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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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压。潜水员潜水结束回到水面后，由呼吸氧分压较高的呼吸气转为呼吸氧分压较低的大气，

潜水员会短时间可能出现缺氧症状和呼吸困难，潜水医生备好氧气并对潜水员做全面检查。

夜间潜水时，水面配备良好的照明设施。潜水前的设备检查很重要，因为入水后，能见度有

限，增加了入水后设备气密检查的难度。潜水员除佩带水下录像灯光之外，必须佩带应急水

下照明装置，并保证应急照明装置电力充足。夜间在岸边入水时，潜水员不容易看清礁石、

海藻及水中障碍物。应特别小心，避免滑到和碰撞对潜水员造成伤害。上升出水一定要速度

放慢，看清位置后再上升到水面。防止潜水员与船体发生碰撞造成伤害。夜间减压潜水时，

需要用反光条或灯标示出减压绳。减压潜水员不得游离减压绳。在污水中潜水作业时，应使

用能够使潜水员最大限度地避免与污染水直接接触的潜水服和潜水装具。最好使用三螺栓和

十二螺栓装具。潜水结束后，卸装前应对潜水装具和潜水服进行彻底的去污清洗和淡水冲洗。

潜水员出水后应进行 48 小时的监护，观察有无发病的症状。如发现症状，尽快采取应急救

护措施，并向治疗医生说明潜水员曾经接触过污水。 

3.5 医疗急救保障方面： 

急救是指在获得合格医生治疗前对对伤病员提供应急治疗。急救在于发生事故时，挽救

潜水员的生命和防止受伤潜水员进一步的受伤和病情恶化。在潜水中，出血的原因很多，在

某些情况下，出血可能是比较严重损伤的一个标志。出血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动脉出血和

静脉出血。在水下发生创伤时，潜水员可能对创伤并无感觉，在 30 英尺以深，静脉和动脉

血均呈黄褐色，在 3英尺以浅，血液呈绿色。如果潜水员在水下严重受伤出血，在大量失血

或发生休克之前将潜水员从水中救出，尽快设法止血和进一步治疗。潜水员易遭到各种创伤，

对于轻微创伤不必立即进行治疗，但是应立即出水，进行针对简单的医疗处理。发生严重创

伤时，潜水员在清醒状态下进行压迫扎法止血，并立即出水。如果潜水员发生休克时，预备

潜水员紧急下潜将休克潜水员救至水面并由专业潜医进行救护，根据救护情况通知陆地应急

救援医院做好救护准备。濒死性溺水是潜水死亡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通常因缺氧引起的，

继而由于供气中断造成窒息。濒死性溺水的症状和体征主要表现以下几方面：潜水员失去知

觉、皮肤发紫、呼吸停止、心搏停止或微弱。如果发生濒死性溺水时，不懂医学的人和某些

医生以为濒死性溺水的潜水员表面上看上去已经死亡。但还是要对溺水潜水员进行人工复

苏，以 10-12 次/分钟的标准进行人工呼吸。潜水作业很有可能在水下进行设备操作和大型

结构安装时，发生身体各部位的损伤，主要症状和体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局部疼痛、活动

时触痛、身体各部位有切伤或挫伤、身体某部位麻痹或感觉缺失等。发生以上的症状时，潜

水医生应进行全面检查、询问事由，查看损伤位置，并根据检查情况进行医疗处理和治疗后

的观察。如症状减轻需要进一步治疗观察，如症状加重尽快联系陆地医院进行救治。水下进

行焊接、切割以及使用电动器材时，有可能发生水下触电事故和危险。发生触电时，应尽快

切断电源，并将触电潜水员救至水面进行下一步救护和治疗。肺挤压伤也是初学潜水员易犯

的错误，当环境压力升高时，潜水员肺内不能吸入相应的空气对抗外压的升高，就会引起肺

挤压伤。如果发生严重的肺挤压伤，将潜水员救援至水面，让潜水员俯卧面朝下，清除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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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保证呼吸顺畅并进行吸氧。如果潜水员有休克症状时，可进行抗休克治疗。并尽快送

往陆地医院进行治疗。海底生物的伤害也是潜水员作业中经常发生的，只要伤害有以下几种：

刺伤、蛰伤、咬伤、珊瑚划伤等。发生轻微的海生物伤害时，应进行消毒和盐水冲洗伤口，

并根据伤口程度进行包扎。发生严重的海生物伤害时，譬如海蛇咬伤、鲨鱼袭击等。将潜水

员救援出水面，进行检查和治疗，并根据情况尽快联系陆地医院做好救护准备。保证最短的

时间到达陆地医院进行救护。潜水作业最常见的就是潜水减压病的出现，轻微症状的情况下

可采取现场加压治疗或水下减压治疗。症状严重时，潜水医生尽快根据治疗表设定加压方案

进仓治疗，并派一名经验丰富的潜水员陪同进仓。经过治疗潜水员症状减轻，潜水医生需要

24 小时进行监控；如果症状加重，应采取延长治疗方案进行治疗，并尽快联系陆地高压氧

医院，对潜水员进行高压氧舱治疗。

潜水作业属于高危行业，很多因素影响着潜水作业的安全，只有我们根据理论知识的学

习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才能更好的保障水下作业安全。虽然我们的潜水装具和技术能力在不

断的提升，但是我们避免不了的在潜水作业中发生潜水安全隐患和潜水事故。只有通过不断

的学习和对潜水隐患的分析，才能更好的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或消除潜水作业的安全隐患，

控制潜水作业安全风险，保障潜水作业安全，才能让我们的潜水员们为我国的海洋石油的发

展和壮大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