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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灰色關聯法分析勞工安全衛生投資與效益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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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灰色關聯分析法存在分辨係數的選取主觀性較大，比較序列曲線空間位置不同以
及因素權重歸一化而影響關聯度，取平均值求關聯度影響評價準確性等缺點。筆者採
用線性變換及合理判定分辨係數的方法，確定了改進的關聯繫數，提出了改進的灰色
關聯分析法。在明確安全投資的基本內涵及構成的基礎上，運用該法可計算出來影響
安全投資效益因素的灰色關聯度，以進行分析，找出企業安全投資合理的方向，從而
可以提高企業安全投資的效益。實例分析表明，該法簡便實用，可靠準確，對分析安
全投資效益影響因素有較好適用性。通過比較安全投資方向隨時間變化曲線與事故經
濟損失減少額隨時間變化曲線之間的相似程度，表明改進前的灰色關聯法分析結果與
事實存在一定的差距。
關鍵詞：灰色關聯、投資效益、最佳適用性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灰色系統理論中灰色關聯分析方法,
由於其方法直觀、簡單, 分析時對樣本量
的大小沒有過高的要求,也不需要典型的
分佈規律, 計算量小, 而且定量分析的結
果與定性分析的結果一般能夠吻合, 所以,

程中, 人們發現這一公式存在著一些理論
上的缺陷, 而且這些缺陷對其應用帶來了
一定的局限性和難點本文針對灰色關聯分
析在因素分析方面的應用, 構造了一種改
進的斜率關聯度公式, 本文稱之為相似性
關聯度公式。

它已成為一種實用的系統分析工具, 在社

灰色系統理論(Grey System Theory)為

會、經濟、農業、工業、氣象、軍事等眾

鄧聚龍教授於 1982 年所提出，該理論主要

多的領域中獲得了廣泛的應用鄧聚龍教授

針對在系統模型具備不明確性及資訊不完

提出的灰色關聯度公式是基於灰色關聯四

整性之下，對於該系統進行關聯分析及模

準則來構造的, 它在因素分析、評估決

型建構，並藉由預測及決策的方法進行探

策、關聯預測、模型精度的檢驗、優勢分

討及了解系統，灰色理論對於處理具「不

析等方面都具有成功的應用, 但在應用過

確定性」、「多變量輸入」、「離散數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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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據的不完整性」的問題有較佳的效果

初值化處理

(江金山等，1998)。
灰色關聯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據序列

分別用原始序列的第一個原始數據去
除後面各個數據，得到一新的序列。

曲線集合形狀的相似程度來判斷起聯繫是

2.2.1 關 聯 度

否緊密。曲線越接近，相應序列之間的關

利用平均法，關聯度計算為：

聯度就越大，反之就越小(1991)。由灰色

(1)

關聯度導出灰色關聯序，以進行優勢分
析，從而在眾多的影響因素中，得出哪些
是主要因素，哪些是次要因素

在實際的系統上，各個參數對系統的影響
重要性並不見得都會相同，因此在權重不
相等的情況下，計算關聯度為：

二、研究方法
(2)

2.1 灰 色 系 統 理 論
世界中存在著各類系統，是由許多變
量組成的。這些變量之間，相互關係非常
複雜。特別是表面現象變化的隨機性容易
混淆人們的直覺，掩蓋事物的本質，使人
們在認識、分析、預測和決策時得不到充
分全面的資訊，不容易形成明確的概念。
因此，不僅不同系統之間的關係是灰的，
同系統中不同變量之間的關係也是灰的。

2.2.2 關 聯 順 序
先設定灰色關聯度之門檻，作為標
準，去除掉相對於同一參考序列下之比較
序列指標中灰色關聯度低於門檻值者。再
將剩下高於門檻值的指標，依其灰色關聯
度的大小遞減排序。(e)
灰色關聯分析就是一種影響測度的模型，
其數學定義如下：
另 X 為關聯因子集

爲此，灰色系統理論提出了關聯度分析的
概念，其目的就是通過一定的方法理清系

(3)

統中各因素間的主要關係，找出影響最大
的因素對兩個系統或兩個因素之間關聯性
大小的量度，稱爲關聯度。灰色關聯度分

另 x0(k)為參考數列

xi(k)為一特定比較序列

析是對於一個系統發展變化態勢的定量描

x0(k)與 xi(k)分別為 x0 與 xi 在地 k 點的數

述和比較。

據

2.2 數 據 的 處 理

倘若有非負實數 r(x0(k),xi(k))為 x 在任
一環境下 x0(k)與 xi(k)的比較測度，且令
非負實數 r(x0,xi)為 r(x0(k),xi(k))的平
均值

系統中若有參數的物理意義不同，或
單位不同，在進行分析比較時混難得到中
確的結果。因此必須將原始數據進行特殊
處理。

(4)

均質化處理
分別求出個原始序列的平均值，再利
用平均值去除對應序列中每個數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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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到一組事故經濟損失額的序列。因而，可
用序列中最大值減去其他數值，從而得到
新的序列。該序列可視為事故經濟損。
三、結果與討論
失減少額，即安全投資效益。根據海

但在實際上，各個變數對系統影響的重要
性不盡然相同，因為個變數權重不相等的
情況下，關聯度算式為：

因里希關於事故的經濟損失的統計，由上

(7)

額按 5 倍的直接經濟損失計算分別為：

表知，該公司 1994-2004 年的事故總損失
435，1 010，965，780，560，1 660，505，

其中 表示權重，權重的大小由需求而
定，但必須滿足

若無特別需要

1 435，670，1 345，760。這一組數據中最
大值為 1 660，用 1660 依次減去各年事故

權重可以取相等來進行計算。

總損失額，可得安全投資效益序列‰，即

烏石化化公司如表一，(1994-2004 年)的安

0=(1 225，650，795，880，1 100，0，1 155，

全分項投資及事故直接經濟損失狀況的資

226，990，315，900)4．1 計算關聯繫數

料如下表所示。該公司沒有專門統計“日常

將原始序列無量綱化處理，線性變換，計

安全管理費”。採用改進的模糊灰色關聯分

算差值絕對值的最值後，可以確定分辨係

析法對其進行安全投資方向與安全投資效

數的取值範圍：0．593 0≤ ≤0．790 6。筆

益進行分析。

者= 0．60，得關聯繫數矩陣如表二。

表一 烏石化公司安全分項投資及事故

表二 模擬參數矩陣

ro3 > ro2 > ro1 > ro4
四、結論與建議
為驗證上述結果的可靠性和正確性，
用改進前的灰色關聯法對該石化安全投資
資料來源；1994~2004 年烏石化公司

安全投資效益的表現形式是事故經濟
損失的減少。在現實統計中，往往只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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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素 進 行 分 析 ， 結 果 為 ：
ro3>ro2>ro1>ro4。畫出事故經濟損失減少
額、工業衛生投資、安全技術投資、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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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投資、安全教育投資隨時間變化曲
線，通過比較安全投資方向隨時間變化曲
線與事故經濟損失減少額隨時間變化曲線
之間的相似程度，表明改進前的灰色關聯
法分析結果與事實存在一定的差距，這說
明改進的模糊灰色關聯分析法是可靠和正
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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