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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神经系统法的研究,确定了“神经系统法”是将传统的安全检查法、事故树法等安
全隐患排查方法进行综合与扩充,并在当地的工程项目安全隐患排查中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可被同
类工程安全隐患排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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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nervous system law" for engineeringResearch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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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nervous system method, this article has determined that the "neural system
method" is the integra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traditional safety inspection method, the fault tree method and
other safety hazard investigation methods, and it is used in the local engineering project safety hazard
investigation When it has a positive and effective effect, i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potential safety hazards in simila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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