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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风险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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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项目风险评价方法一般可分为定性评价、定量评价、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类，而有效

的项目风险评价方法一般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系统方法。对项目进行风险评价的方法有很多，如主观

评分法及决策树法，其他如层次分析法(AHP)、模糊综合评价法、事故树分析法(n’A)、外推法和蒙特卡洛模

拟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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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建设项目风险评价方法一般可分为定性评价、

定量评价、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三类，而有效的

项目风险评价方法一般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

系统方法。定量分析方法一般有故障树分析与风险

评审技术等。定性分析方法如故障树分析、事件树

分析与德尔菲法等等。当前。存在很多风险分析的

理论，这些分析方法遵循了基本的风险评估流程，

但在具体实施手段和风险的计算方法方面各有不

同。本文从计算的角度；详述了主观评分法及决策

树法等方法。

2主观评分法

主观评分法也叫综合评分法．是最简单、常用

的风险评价方法之一。这种方法是在已列出的风险

清单的基础上，请有经验的专家为每一个风险因素

或风险事件赋予一个分值，然后对各个风险的分值

进行综合计算，与风险评价标准对比；所聘请的专

家应熟悉该行业和所评估的风险因素，并能做到客

观公正，为减少主观性，专家个数一般应有20位左

右．至少不低于10位。【1】

我们来看看下面两个例子。并对主观评分法做

出总结。

例1：某项目建设要经过5个过程，各过程风险

见表1。假定项目整体风险基准为0．6，试评价项目

风险。

首先，请有经验的专家对各建设过程的各个风

险打分，分值为0—9，0表示无风险，9表示风险最

大。然后计算各建设过程风险值、每·风险因素风

险值和项目总风险值。
裹1主观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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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中风险因素的最大值是9．那么显然表中

项目总风险最大值可能应为：9x5x5=225，而实际总

分值为114，所以该项目整体风险水平为：1 14／225=

0．5067<0．6．说明项目实际风险水平低于风险标

准，该工程项目的风险水平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

说该工程项目可以考虑实施。
‘

例2：某公司拟对某一国家(海外)的水电工程

进行投标。在投标前，项目经理组织有关人员对投

标风险进行评价．并采用了主观评分法。

第1步，识别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事件，见表2。

裹2投标风险综合评鱼塞 一一
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c

可能的

．风险事件艟W。慧嚣麓篙剖’w×c

·第2步．由专家们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或风

险事件的重要性进行评价．给出每一风险事件的权

重，用其反映某一风险因素对投标风险的影响程度。

第3步。确定每一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并

分5个等级表示。

第4步，将每一风险事件的权重与风险事件可

能性的分值相乘。求出该风险事件的得分，再将每

一风险事件的得分累加，得到投标风险总分，其即

为投标风险评价的结果。很显然，风险总分越高，说

明投标风险越大。

第5步，将投标风险评价结果和评价标准进行

比较。根据该公司的经验，采用这种方法评价投标

风险的风险标准为0．8左右。显然，本投标项目的评

价结果(0．56)／J＼于该标准(0．8)，是可以接受的。因

此，这个工程标是可以去参加投标的。

从以上两例可见，主观评分法简便易行，其评

价结果考虑了多因素对整体风险的影响，可信度比

只考虑单因素时要高。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比

如专家打分的客观性。

3决策树法

根据项目风险问题的基本特点，项目风险的评

价要既能反映项目风险背景环境．同时又要能描述

项目风险发生的概率、后果以及项目风险的发展动

态。决策树这种结构模型既简明又符合上述两项要

求。采用决策树法来评价项目风险，往往比其他评

价方法更直观、清晰，便于项目管理人员思考和集

体探讨，因而是一种形象化和有效的项目风险评价

方法。[21下面通过例子来说明决策树方法的应用。

例3：某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有3个备选方案，

使用期均为10年。市场预测表明前3年产品需要

量较高的概率为0．7，如果前3年需要量高，则后7

年需要量较高的概率为0．8，如果前3年需要量较

低．则后7年需要量较低的概率为0．9。

方案甲：更新设备，并扩大规模，需投资550万

元。若需要量较高，则年收益200万元；若需要量较

低。则年亏损30万元。

方案乙：仅更新设备，需投资200万元。若需要

量较高，则年收益60万元；若需要量较低，则年收

益40万元。

方案丙：先更新设备，需投资200万元，若前3

年需求量较高，再扩大规模，需再投资400万元。

问：应采用哪个方案?

分析：首先画出决策树图1所示，计算各点处

风险后果的期望值：

200万元

．30万元

·30万元

200万元

2∞万元

．30万元

60万元

40万元

40万元

60万元

图1 决策树

点4：200xO．8x7-30xO．2x7=1078(万元)

点5：一30xO．9x7+200xO．1 x7-"一49(万元)

点2：200xO．7x3+1078xO．7—30xO．3x3-49xO．3—

550=582．9(万元)

点8：200xO．8x7—30xO．2x7-400=-678(万元)

点9：60xO．8x7+40xO．2x7=392(万元)

点6：决策点6应选择期望值大的方案，故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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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678(万元) 性检验：

点7：60xO．1x7+40x0．9x7=294(万元)

点3：60xO．7x3+678x0．7+40xO．3x3+294x0．3—

200=524．8(万元)

结论：点2期望值大于点3，所以对该项目的风

险评价结果是：采用方案甲。

4层次分析法

4．1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方法及思路

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M是由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T．L．Saaty在20

世纪70年代提出的。它是一种定性分析和定量分

析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其在项目风险分析与评价中

运用灵活、易于理解。而又具有一定的精度。其分析

与评价的基本思路是：评价者将复杂的风险问题分

解为若干层次和若干要素．并在同一层次的各要素

之间简单地进行比较、判断和计算．得到不同方案

风险的水平，从而为方案的选择提供决策依据。该

方法的特点是可细化工程项目风险评价因素体系

和权重体系，使其更为合理；对项目评价采用两两

比较法，可提高评价的准确程度；对结果的分析处

理．可以对评价结果的逻辑性、合理性进行辨别和

筛选。

4．2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步骤

通常，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决策分析时，有如

下4个步骤：

1．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模型：

2．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3．计算各判断矩阵权重、层次单排序及其一致

4计算各层次上元素的组合权重(即层次总排

序)。

应用AHP方法进行风险评价的过程如图2所

示。

圈2 AHP法进行风险评价流程图
‘

除上面的3种方法外．一般还有概率树法、模糊

综合评价法、外推法、蒙特卡洛(Monte Carlo)模拟法、

PERT法等风险分析方法。在“建设工程决策阶段风

险研究”课题里对污水处理厂的风险研究一般采用

的是第一种方法(主观评分法)，这种方法较简单和

实用(资料收集及数据处理较其它方法更易)，而其

他几种方法对数据信息或者软件要求就较高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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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hods for Risk Evalua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Ding Xiaoying，Peng Zhiming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Abstract：The methods for risk evalua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call generally be divided into

qualitative evaluation，quantitative evaluation，qualitative and a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among which a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Specifically，there are many methods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risk evaluation．such as the SUbjective

grading law and the decision tree law，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fuzzy judgment method，accident

tree analytic method(VrA)，extrapolation method and Monte—Carlo analogue method and 80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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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预测，并提出了一整套较为适用的、对经济和风险指标定性定量分析的方法。      文章的主要工作和成果如下：      首先，分析了林区建设

工程项目经济评价与风险分析现状及未来发展需要，在此基础上，对重新构建现有经济评价体系进行需求分析，论述了林区建设工程项目进行经济评价

的重要意义和基本思路。      其次，对建设工程项目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现行不足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对林区建设工程项目进行风险分析的必要性

进行阐述；对林区建设工程项目综合评价作了详细说明。      再次，通过对现有林区建设工程项目经济评价方法的研究，运用建设工程项目经济评价

的理论和方法，结合林区建设工程项目的特点，建立了适合林区建设工程项目的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及计算方法。文中运用多种评价方法，选择适合林区

建设工程项目的财务评价指标、国民经济评价指标和社会效益指标；依据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提出了运用层次模糊评价法对社会效益进行评价的

思想。      再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物元可拓评价法引入建设工程项目的风险分析；将BP神经网络理论应用于林区建设工程项目经济及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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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价，并建立综合评价模型。      最后，结合迎春林业局火柴梗厂建设工程项目，应用上述构建的模型对其进行比较完整的经济及风险综合评价

。实践证明该评价模型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可靠性，对林区建设工程项目的投资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7.期刊论文 戴雯杰.沈辉.袁大祥 大型建设工程项目的风险分析 -科学与管理2007,27(4)
    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经济建设需要更为全面的风险管理.特别是大型工程项目具有实施周期长、不确定因素多、经济风险

和技术风险大、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严重、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等特征.风险因素数量多且种类繁杂致使其在全寿命周期内面临

的风险多种多样.

8.学位论文 薛劲 工程项目风险分析与评价 2006
    近几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政治、经济、社会与科技的发展，工程建设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不断增加。由于建设周期长，参与单位众多，技

术工艺复杂以及地理分布广等特点，在工程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着风险因素多、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      虽然现在国内外建设工程风险管

理的理论研究已经具备相当高的水平，工程风险分析和评价的方法也很多，但是由于对这些风险分析技术的实际应用情况没有系统的进行归纳整理，因

此在面对具体的工程风险时，往往选择不恰当的分析技术对风险实施分析和评价。最终的结果是对工程项目的风险的认识和分析不够，增加了风险管理

的难度，直接影响了工程建设的质量、进度和成本目标，损害了项目的效益。      本文对现代工程项目风险分析和评价理论的体系进行了系统归纳和

总结，详细的介绍现在广泛使用的各种风险分析评价技术和方法。同时，根据建设项目投资具有的特性，并结合许多具体的工程实例，针对建设项目投

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因素，运用现代工程项目风险分析和评价的方法和基本理论，对工程项目的风险进行了分析评价和研究，以期建立一套系统而全面

的风险模型，从而实现最优化的风险分析评价方法，减少工程风险，实现有效的建设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的目标，为工程项目的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的目的。论文阐述了模糊数学和综合评价方法的有关理论知识，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基于模糊综合评判的工程项目风险评价的模型，并以工程为例

，详细的介绍了该模型在实际中的运用。

9.期刊论文 崔玉宝 建设工程总价合同的风险分析与防范 -经济师2003(5)
    文章对建设工程固定总价合同进行了论述,并对其风险进行了分析,同时提出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10.学位论文 戴雯杰 大型建设工程项目的风险分析 2005
    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经济建设需要更为全面的风险管理。特别是大型工程项目具有实施周期长、不确定因素多、经济风

险和技术风险大、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严重、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等特征。      风险因素数量多且种类繁杂致使其在全寿命

周期内面临的风险多种多样。      本课题将以国内某大型工程现有的风险事件为依据，以业主方为分析主体，从外部环境、业主供应、技术、管理和

质量四方面，对工程项目风险进行分析；建立风险模型；对风险模型利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得到风险发生的严重程度；再利用列表排序法得到

每种风险级别；根据风险级别结合工程管理人员的意见运用层次分析法算出每种风险因素的权重；最后根据权重进行排序。权重大的风险因素表明该种

风险越大，越应引起业主方工程项目管理人员的重视，并针对不同的风险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减少对业主方造成的影响。主要是从业主的招标文件和

其他的合同文件以及工程实施阶段中的风险进行分析，提出对风险事件的防范措施，以避免大型工程因招标文件等合同文件的缺陷造成的风险以及在工

程实施阶段如何控制风险事件对业主造成的损失。为以后类似的大型工程建设中业主制定招标文件等合同文件及工程实施阶段避免或减轻风险损失提供

依据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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