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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的主要管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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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会犯错误，犯错误是人的本能，再伟大的人也会犯错误

潜在的隐形错误是能够被推测出来的

工作中的不安全因素是可以被避免的

我们对待员工失败（犯错误）的态度非常关键

惩罚解决不了问题，学习是关键

安全不是没有事故，安全是防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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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错误是人的天性，
哪怕是天才
作为人，没有不犯错误的。

我们在管理安全事故时，应该时刻提醒自己⸺
是人没有不犯错误的，犯错误是人的天性，哪怕
是天才也会犯错误，我们都是在不断地错误中学
习和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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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HOP 
和它的起源

人与组织安全绩效 （HOP）最初起源于美国核
工业。根据数据统计，在美国核工业所涉及的安
全事故中，几乎80%以上的事故是由于人的不安
全行为绩效造成的。因此，控制因人的错误造成
的安全事故，是HOP运用在安全管理上的一种新
的思维方式与管理哲学。它是在思想领袖托德•
康克林博士和西德尼•德克尔博士基于“人性本
能会犯错误”的前提下，开发出的一套帮助我们
去理解员工作业过程、帮助我们建立管理层与员
工互信机制，以及帮助我们建立安全防御措施的
安全管理理念。

许多年来，我们一直试图强调让工人们“更关心”，
或者说是“更加关注于”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以为这
样员工就不会犯错误了（如发生工伤意外），但事实
上这并未奏效。在HOP这种新的思维方式或“新观
点”中，我们正开始改变我们对失败（犯错误）的反
应，我们并不对员工的错误和失败（犯错误）感到惊
讶或是选择惩罚员工，而是去深入了解当时作业情
境，去了解组织系统缺陷对于员工行为的影响，并
通过HOP工具“团队学习”（Learning Team）的形
式，从而相互聆听和学习，寻找可以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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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只对工人的错误和失败感到意外和震惊，
而不是把更多精力放在从错误中学习上，那结果会
怎样？如果我们意识到导致失败发生的许多因素都
被我们认定的标准危险分析工具所识别，我们又将
怎么办？会不会并不存在“根本原因”或“事件链”导
致某种线性方式的失败？让我们讨论一下，看看是
否有可能找到一个新的思考和回应失败的方法。让
我们看看导致失败的复杂性，并慎重思考失败发生
的可能性比正常的变异更为正常。让我们在行动之
前花一些时间去学习！

当我们看到管理者改变他们对失败的反应时，我
们发现员工更加愿意参与到安全工作中去了。我
们通过让工人和管理者一起讨论实际情况中工
作是如何被完成的，而不是管理者想当然地认为
它该如何被完成，这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操作智
慧”都高。HOP关乎我们的对话内容，关乎我们对
待彼此的方式，关乎向那些从事一线工作倾听和
学习，关乎欣赏那些有着专业技能的工人，这是
一项关于如何更好地合作、驱动企业文化变革的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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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无时不刻都在
只是等着“被”发生
我们在工厂发生工伤事故时，往往第一时间就是急着找
出那个犯错误的人，并进行根本原因分析，如用“5 个
为什么”⸺“为什么发生工伤”：是新员工；“为什么新
员工发生工伤”：是因为没有培训；“为什么没有培训”：
是因为漏了��这些事故根本原因的分析方法是我们
一心想找到事故根据并把那个犯错误的员工找出来，这
样我们就可以写事故整改报告，向上级汇报工作了。

事实上，工伤事故不是由员工造成的，员工只是启动了
工厂里存在的潜在“危害”[ 缺陷 ]，导致了伤害的发生，
事故一直存在在工厂里，只是等着员工去“启动”它。

另外，我们常常习惯于对发生的事故做统一的整改，如
再培训、员工再次学习标准操作指南等。这当中忽略了
人的绩效模式，对于新员工、有经验的员工和技术熟练
的员工我们不能用同一个方法对待。新员工缺乏经验和
技术，再次培训是比较适合的，而对于一个技术熟练的
人，如果让他再培训，你觉得他会学得进去吗？这值得
我们思考��

再来看看我们为员工制定的标准作业流程 [SOP], 你们
有没有了解过有多少员工是真正看着 SOP 来完成工作
任务的？事实上，如果按照我们制定的 SOP，根本就很
难完成任务。员工无法改变我们制定的流程，但是实则
他们摸索出了一套实用的方法来完成工作，而我们设定
的 SOP 与实际工作之间的差距就是我们所说的工作偏
差。这里我们会谈到什么是安全绩效的概念，安全绩效
是对于人 / 机器 / 设备达到所期望结果的程度，如果与
期望的结果相背离，则就是偏差，包括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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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就需要建立完善
的防御体系，在事故发生前就找出可能的事
故隐患，我们称之为“事故前调查”，如 

识别并找出工厂中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活动或
流程，我们称之为工厂“危害热图”Hazards 
Heat Map [HHM]

找出一些小的征象，这些征象与整个系统的缺
失或弱项有关联

寻找一些容易让人犯错误的“陷阱”，如设计
上的缺陷等

事故前调查这一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问题的
所在，并针对所识别的问题 / 危害，建立我们
的“防御系统”Strength of Defenses [S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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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不是没有事故
安全是防御强度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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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工厂
推行HOP项目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其工厂推广HOP项目，并逐步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这些公司包括： 康菲石油公司、纽柯钢铁公司、雪铁龙公司、利安德巴塞尔（化学公司）等国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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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理念在企业的应用

与工具介绍

HOP推行的理念是“安全不是没有事故，安全是防御”。

基于此，企业需要做的是识别并找到工厂中容易造成严
重 后 果 的 危 害，我 们 把 它 称 为 工 厂 的“ 危 害 热 图 ”
[Hazars Heat Map/HHM]，有了危害热图，就可以根据
所识别的每一个危害热图建立防御，我们称之为“防御
强度”[Strength of Defenses/SODs]。

防御强度[SODs]针对的是某一个具体的危害，它将工
厂针对这一危害的防御措施全部列出来。

工厂可以组织小组成员对所列出的防御措施进行现场
验证，确保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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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在事故调查中的应用

在事故调查中，我们也可以应用 HOP。

组织 [ 公司 ] 因素中造成事故的几个因素是我们在事故调查时寻找
根本原因的参考，我们称之为“系统缺失”。

正如之前我们提到，事故的发生并不是某个员工造成的，事故的背
后是组织 [ 公司 ] 系统的缺失、存在弱项，缺陷长期积累达到一定
的“点”被员工所触发。

在事故的整改报告中，我们也可以运用防御表来罗列所采用的各项
整改措施，以清楚知晓整改的总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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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学习团队工具
作为人与组织安全绩效（HOP）的核心应用
工具，学习团队 （Learning Team）工具是通
过团队小组成员共同反思目标、挑战、事故和
事后回顾的方式，提出相应的改进与调整的方
法。这一工具包括四个基本步骤：

回顾与自我解释：分析自己的行为，并找出造成成功与
失败的系统缺陷、组织因素以及当时的情境（Context）

获得证据：团队在讨论改进方案之前，相互验证各自所
持有的信息

同伴反馈：共同分享与讨论

规划：考虑到以前的成功和失败，讨论并就未来任务和
行动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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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传统安全管理与安全管理新理念的区别

附录二：环一HOP企业文化与辅导系列服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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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传统安全管理，如行为安全管理（BBS） 安全管理新理念，人与组织安全绩效（HOP）

相同点 驱动安全文化变革和递进 驱动安全文化变革和递进

车间主管培
训与工具

BBS观察员培训 HOP基础培训

员工培训与工具 BBS观察工具 HOP 团队学习工具

管理层培训 BBS项目概览 HOP领导力培训

不同点 • 注重观察员工的不良行为，并给予纠正
• 注重行为本身，不查找不良行为背后的原因
• 未能解决或解释过失行为
• 强调管理层从上而下的参与，树立管理层可
  视化的承诺
• BBS是一个独立的工具
• BBS是传统安全管理的延伸

• 注重行为背后的根本原因
• 强调行为受当时的情境因素影响
• 解释犯错误是人的天性，并与违规区别
• 强调激发员工自下而上的参与，建立管理层 
  与员工的互信机制
• HOP可以融合到其他安全管理项目中
• HOP是安全管理新观念

编号 内容 介绍 HOP的宗旨与目标

1 环一HOP培训课程系列

2

3

环一HOP工厂辅导系列
• 人与组织安全绩效  (HOP)
培训学习
• 工厂辅导与重大事故预防
• 安全成熟度提升与文化变革

环一HOP书籍与技术手册

• 基础培训
• 领导力培训
• 班组培训
• Train the Trainers（TTT）培训

• 《HOP简介》
• 《重大事故预防-事故前调查》
• 《工厂HOP实践指南读本》
• 《HOP错误预防实用手册》

管理层：
• HOP领导力培训
车间主管：
• HOP基础培训
• 工厂HOP实践指南读本
• HOP团队学习工具-Learning Team
一线员工：
• HOP团队学习工具-Learning Team
• HOP错误预防工具-ErrorPrevention 
Tools

提升组织安全绩效：

• 预防和控制重大事故的发生
• 驱动企业安全文化变革，提
升安全成熟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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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一的HOP辅导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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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58320013

info@efcorps.com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耀路 211 号鲁能国际中心 C 座 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