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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1951 － 2008 年 58 年的历史台风资料分析了台风致灾因子，提取了影响长三角地区的

187 场台风并根据台风路径频率，将影响长三角地区的台风划分为西行、穿越和北上 3 类优势路径和

一类特殊路径。然后，结合自然环境特征和 DEM 高程数据，将长三角地区台风孕灾环境划分为海岸

带、北部平原和南部丘陵 3 个区域，并分析了每个区域发生的主要台风灾害链类型。针对“云娜”、
“芸妮”和“爱娜斯”3 个台风案例，分析了台风路径与不同孕灾环境组合形成的不同台风灾害链。结

果表明: 海岸带易引发台风 － 大风 － 巨浪或风暴潮灾害链; 丘陵区域易引发台风 － 暴雨 － 山洪、泥石

流和滑坡灾害链; 平原地区易引发台风 － 暴雨 － 平原洪水和内涝灾害链。西行类台风影响海岸带和

南部丘陵地区，易形成海岸带和南部丘陵区的台风灾害链; 穿越类台风影响整个长三角地区，3 种类

型的台风灾害链都易发生; 北上类台风一般只影响海岸带，易形成海岸带的台风灾害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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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typhoon disaster chain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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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frequency of historical typhoons，the typhoon tracks that struck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
gion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types: westward，traverse and northward，and one special track in this paper．
Then with the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 DEM) data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was divided into three areas: coastal area in the east，hilly area in the south and plain area in the north． Final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yphoon disaster chains in the combinations of typhoon tracks and environment were analyzed
with the typical cases of“Ranan”，“Winnie”and“Agnes”． Results show that typhoon-strong wind-high wave /
storm surge disaster chain are easily to form in the coastal area，typhoon-rainstorm-flash flood，landslide and debris
flow disaster chain are easily to form in the hilly area and typhoon-rainstorm-plain flood and inundation disaster
chain are easily to form in the plain area． The westward type of typhoon mainly affects the coastal area and the hilly
area is prone to induce the relative typhoon disaster chain in these two areas; The traverse typhone mainly affect the
whol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would cause the above mentioned three chains; and the northward typhoon
mainly affect the coastal area and would easily induce high wave or storm surge disasters．
Key words: typhoon disaster chain; hazard; hazard-formative environment;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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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1 年，史培军［1］就提出了灾害链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因一种灾害发生而引起的一系列灾害发生现

象，又进一步将其划分为串发性和共发性灾害链。在此基础上，史培军［2］于 2002 年又提出了 4 种常见的灾

害链［2］，即台风 － 暴雨灾害链、寒潮灾害链、干旱灾害链和地震灾害链。巨灾的发生往往会伴随着灾害链现

象的发生，加大灾害的致灾力。近十年来对灾害链的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3 － 4］，例如，韩金亮等［5］探

讨了地质灾害链的特征和分布; 尹树斌［6］分析了洞庭湖泥沙灾害及其灾害链形式。
台风灾害链是我国发生最频繁，影响最大的灾害链之一。每年台风灾害都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据

1988 － 2004 年统计，我国大陆平均每年因台风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233． 5 亿元［7］。目前国内外不少学

者对台风灾害进行了分析与评估，例如 Kerry Emanuel 等［8 － 9］，Vickery 等［10］，Jonas Rumpf 等［11］、周俊华等［12］

从致灾因子出发，分析台风频率、强度和路径; 丁燕等［13］、孟菲等［14］综合考虑致灾因子和承灾体评估台风灾

害的损失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台风灾害不仅是由台风本身所造成的，其引发的灾害链可能形成更大的损

失［15］。因此，灾害链评估是台风灾害评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已有研究对台风灾害链进行了初步的分

析，陈香等［16］结合福建特有的自然环境，构建了福建台风 － 大风、台风 － 暴雨 － 洪涝和台风 － 风暴潮三个串

发、并发性灾害链模式; 吴瑾冰［17］研究了华南地区台风灾害链的特点和形成机制。这些研究对于台风灾害

链的分析还较宏观，没有系统分析台风孕灾环境与灾害链的关系。
由于不同灾害对环境的敏感性不同，在不同环境中原生灾害诱生的灾害链也不同。在台风灾害链中，台

风路径不同，其经过的地理环境也不同，对台风灾害链的形成及其类型也会造成不同的影响。
长江三角洲地区( 以下简称长三角地区) ［18］是受台风严重影响的地区之一，位于北纬 30°附近，地处我

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中部，长江的入海口，是我国人口最稠密、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每年 7，8 月份

台风影响到我国华东地区［19］，其本身及其造成的灾害链给长三角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与前人构建

的台风灾害链［2，16］类似，长三角地区台风灾害链也主要由台风 － 暴雨 － 平原洪水和内涝，台风 － 暴雨 － 山

洪、滑坡和泥石流和台风 － 大风 － 风暴潮和巨浪 3 种灾害链构成。
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区，结合当地自然地理情况，分析影响当地的台风路径以及台风灾害链的特征

和类型，以期为台风灾害链的风险评估提供参考。

1 资料和资料处理

1． 1 资料

本文采用资料包括长三角地区 DEM 高程数据、1951 － 2008 年日本气象局( JMA) 台风路径数据以及相

关报刊与年鉴上的损失数据。
1． 2 资料处理

达到 7 级风力的台风就可以造成灾害［20］，因此本文以此作为台风影响范围确定标准。日本气象局的台

风路径数据从 1976 年开始记录了 7 级台风风圈半径，依次利用 1976 － 2008 年的台风资料得到的 7 级风圈

的平均半径，作为 1951 － 1975 年台风的影响范围。据此统计出了 58 年来影响长三角地区的 187 场台风。

2 台风灾害链成灾机制

2． 1 台风致灾因子

台风中心气压大小、近中心最大风速、路径等都可作为台风致灾因子指标，本文仅讨论台风路径这个指标。
台风路径不同，其影响区域也不同。台风年鉴统计结果表明，影响长三角地区的台风主要发生在6，7，8 和 9 月。
参照以往西太平洋台风路径分类结果［19］，影响长三角地区的台风基本上属于第 4 类———登陆华东。

依据选取的 187 条台风路径，确定 110°E － 170°E，5°N － 47°N 作为影响长三角地区的西北太平洋热带

气旋研究区域，将研究区域分成 1° × 1°的 2580 个网格单元，统计每个网格单元内台风路径经过的频数: 其

中，最大值为 43，平均值为 2． 75，标准差为 5． 45。其等值线图如图 1 所示，影响长三角地区的台风路径多集

中在( 118°E，25°N) ，( 125°E，31°N) 和( 130°E，18°N) 三点组成的三角形内，其中台湾地区的频数最高。
根据 1951 － 2008 年台风路径以及登陆情况，将影响长三角地区的台风路径分为 4 类，前 3 类优势路径

如图 1 所示: 第 1 类，西行类( Ⅰ) ，共 59 次( 占 31． 6% ) ，其中有 4 次从内陆入境长三角地区，主要台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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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5° － 25°N 之间西移影响长三角地区，台湾岛、台湾海峡以及福建东部沿海、浙江省南部均为该类台风穿

行的高频数区; 第 2 类( Ⅱ) ，穿越类，共 33 次( 占 17． 6% ) ，这类台风主要路径在 27° － 32°N 之间登陆长三角

地区，穿越并影响整个长三角地区; 第 3 类，北上类( Ⅲ) ，共 84 次( 占 44． 9% ) ，主要路径在 15° － 25°N 之间

西移，随后转向偏北移动，其中大部分台风( 共 62 次) 大约在 126°E 北上，另一部分( 共 22 次) 在 121°E 左右

( 台湾地区) 北上，这类台风一般不登陆或入境，只在外围影响长三角地区。以上 3 类优势路径台风都是在

西北太平洋生成的，除了以上 3 类优势路径外，还有 1 类特殊路径，共 11 次( 占 5． 9% ) ，这类台风一般在南

海生成，并直接北上影响长三角地区。由于这类台风发生几率较小，这里就不讨论了。

图 1 影响长三角地区的 3 类优势台风路径图

Fig． 1 Three main categories of tracks of typhoon strik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图 2 长三角地区台风孕灾环境划分

Fig． 2 Demarcation of typhoon disaster-pregnant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2． 2 孕灾环境

地球表层之孕灾环境是灾害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灾害系统致灾因子的群聚与群发特征起着决定性的

作用［1］。对于巨灾，特别是由多灾种或灾害链发生的巨

灾中，更加需要关注孕灾环境对致灾因子和承灾体的作

用。在以往台风灾害链的特征分析中，虽然都考虑了当

地的孕灾环境，但都没有系统地分析它对灾害链的影响。
2． 2． 1 长三角地区台风孕灾环境特点

台风来袭时，总会带来大风和暴雨，引发的灾害链，

主要受地形、地貌影响。首先，沿海岸地区是个特殊的区

域，台风大风所引发的巨浪和风暴潮灾害常会影响这个

区域。杨桂山［21］的研究表明，海水内侵距离一般在海岸

线内 10 km 左右，因此，本文将距海岸线 10 km 的区域划

分为海岸带。除去海岸带区域，长三角地区以平原为主，

山区亦占相当比重［22］: 西部与南部为低山丘陵，东部与北

部为平原。由长三角地区的 DEM 高程数据( 图 2 ) 可以

看出，南部、西部低山丘陵地区主要在浙江省境内; 东部、
北部平原地区主要在上海市和江苏省境内。将 DEM ＞
200 m 或坡度 ＞ 5°的区域定为丘陵地带，其余为平原地

带，本文以常州—湖州—杭州一线为界，将海岸带以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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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地区的台风孕灾环境划分为北部平原和南部丘陵 2 个区域。
据此，长三角地区台风孕灾环境可划分为海岸带、北部平原和南部丘陵 3 个区域。

2． 2． 2 长三角地区台风灾害链分类

孕灾环境不同促使生成的台风灾害链也不同。如表 1 所示: 每个区域主要发生的台风灾害链是台风灾

害链总体的一部分。( 1) 海岸带: 当台风靠近海岸时，其带来的大风，易产生巨浪和风暴潮。( 2) 丘陵地区:

当台风登陆后，山地与丘陵的影响作用显著。山脉对台风爬坡、绕行时的诱生、强迫作用以及台风暴雨的反

馈作用［19］，都有利于低压的生成发展，可见，山脉对台风暴雨有加强的作用。研究表明［23 － 24］，暴雨与滑坡、
泥石流灾害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对应关系，因此，在长三角地区南部丘陵地区易引发台风 － 暴雨 － 山洪、滑
坡和泥石流灾害链。( 3) 平原地区: 无山脉阻挡台风大风减弱较慢，台风大风影响较显著; 若此时台风与大

尺度大气环流相配合产生暴雨，则易引发平原洪水和内涝灾害。

表 1 分区域台风灾害链

Table 1 Typhoon disaster chain in sub-region

区域类型 台风灾害链类型 区域类型 台风灾害链类型

全区域 平原

海岸带 丘陵

3 台风路径与孕灾环境的组合

不同路径的台风致灾因子遭遇的孕灾环境不同，两者组合可能形成的台风灾害链也不相同。
3． 1 西行类

西行类台风一般在长三角地区南部或以南登陆，其影响范围先遭遇到海岸带，再与南部丘陵地带组合。
因此，这类台风大风的影响范围相对较小，但海岸带仍会受到台风 － 大风灾害链的影响，对沿海港口、近海船

只和养殖业都会带来较大的损失; 长三角地区南部及以南的丘陵地带则易引发台风 － 暴雨 － 山洪、泥石流和

滑坡灾害链，影响范围大，给当地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受淹、财产损失、工业停工停产、水利设施损毁、交通

通讯等生命线工程受损。例如 2004 年 14 号台风“云娜”就属于这类台风( 图 3) ，“云娜”于 8 月 8 日 20 时在

吕宋岛以东洋面上生成，并于 8 月 10 日 5 时发展成强热带风暴。12 日晚上 20 点在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登

陆，登陆时中心气压 950 hPa，近中心最大风力大于 17 级，登陆后，“云娜”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穿过浙江中

部后进入江西境内。据统计［25 － 27］，“云娜”影响范围广，造成损失严重。其中，浙江省损失最严重，“云娜”造

成全省 164 人遇难，24 人失踪，受灾人口达 1 299 万人，全省共有 75 个县( 市、区) 、765 个乡( 镇) 受灾，倒塌

房屋6． 43万间，受灾农作物面积 391． 9 千 hm2，公路中断 579 条，损坏输电线路 3 342 km，直接经济损失 181．
28 亿元。“云娜”带来的高强度降雨造成了乐清县等地发生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台风、山洪以及

滑坡灾害共造成了 100 多人死亡。同时，“云娜”还给沿海造成了风暴潮，虽然当时正值农历下旬( 七月二十

二) 天文潮起潮期，潮位不高; 但是由于台风的移动路径和移动速度多变，并且台风登陆时的强度之大为历

史罕见，结果造成了巨浪和风暴潮。
3． 2 穿越类

穿越类台风正面袭击长三角地区，一般从南到北穿越该地区，经过海岸带、南部丘陵和北部平原 3 种台

风孕灾环境。这类台风经过海岸带时，其引发的台风 － 大风灾害链影响显著，给沿海地区带来巨浪、风暴潮

灾害; 在南部丘陵区域，易引发台风 － 暴雨 － 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灾害链; 当台风进入北部平原区域时，台风

带来的暴雨，易引起台风 － 暴雨 － 平原洪水和内涝灾害链。与另两类台风路径相比，这类台风遭遇台风的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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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环境类型最多，最易引发台风灾害链。
例如，9711 号台风“芸妮”就是这类台风( 图 3) 。1997 年 8 月 10 日“9711”号在西北太平洋上形成后，

逐渐发展加强，并以平均 18 m /s 的速度平稳地向西北方向移动，于 8 月 18 日 21 时 30 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岭

市石塘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气压 960 hPa，中心附近最大风速达 40 m /s，登陆后继续北上穿越长三角

地区。据统计［28 － 29］，9711 号给浙江和江苏等省的损失最为严重。台风登陆时正值农历天文大潮期，沿海出

现特高潮位，乐清到钱塘江口的 10 个潮位站水位破历史记录，上海也出现了大海潮。浙江省全省 75 个县市

1 214 个乡镇受灾，受灾人口 2 167 万，3 457 个村庄 207 万人被洪水围困，受淹县城 18 个，死亡 147 人，磐安

县等县局部发生了山体滑坡，直接经济损失达 198 亿。
3． 3 北上类

北上类台风一般不登录或入境长三角地区，从沿海经过，外围影响长三角地区，对内陆地区影响较小，但

台风大风常引起巨浪在河口和港口发生增水，给近海船只和海洋养殖业造成巨大损失，若恰逢天文大潮期，

台风 － 大风 － 风暴潮灾害链致灾力加强; 同时，台风大风还能刮倒沿海房屋、毁坏农作物、吹倒各类大型公用

设施、装置、电缆等，造成人员伤亡、阻断通讯、车辆被砸、电力供应中断等。因此，这类路径台风相比另两种

类型路径台风对长三角影响较小，造成的损失也比较小，可能在沿海地区引发台风 － 大风 － 风暴潮灾害链，

给海水养殖业和沿岸港口造成巨大损失。
如“8114”号台风“爱娜斯”就属于这一类台风路径( 图 3) 。“8114”号台风于 8 月 27 日在太平洋西南方

即台湾以东约 2 100 km 的洋面上形成，并逐渐发展增强向我国沿海移动。台风中心于 30 日 08 时在台湾与

冲绳之间进人东海，此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9 月 1 日 08 时台风中心移至最西点( 30． 4°N，123． 1°E) ，此

时台风也发展到了最强盛期。以后台风开始减弱，并转向北偏东方向移动。“8114”号台风虽然没有直接登

陆长三角地区，但“8114”号给沿海带来不少损失［28，30］。浙东和浙北地区普降大雨，损失大小渔船 951 艘，淡

水鱼塘倒灌海水 467 hm2，损失鱼 170 t，冲走鱼种 120 万尾，冲垮码头 113 座，农田受灾 20． 7 万 hm2，死亡 42
人。在整个长三角地区沿海，“8114”号强台风由于迭加在一个大潮之上，造成了几十年来未曾见过的特大

暴风潮，海岸防护工程、农作物、盐场、对虾养殖场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失。

注: 图中为 JMA 编号，即: JMA“0413”对 应 CMA“0414”，JMA“9713”对 应 CMA

“9711”，JMA“8118”对应 CMA“8114”

图 3 “0414”号、“9711”号和“8114”号台风路径

Fig． 3 Tracks of typhoons“Ranan”，“Winnie”and“Agnes”

4 结论与讨论

( 1) 根据 1951 － 2008 年西太平洋台风年鉴记录以及长三角地区海岸带、平原和丘陵 3 种孕灾环境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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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 60 a 来影响长三角地区的台风路径划分为西行类、穿越类和北上类 3 种优势路径以及一类特殊路径。
( 2) 基于自然灾害系统理论及长三角地区特有的孕灾环境，将长三角地区台风孕灾环境划分为海岸带、

南部丘陵和北部平原 3 种台风孕灾环境类型: 以离海岸带 10 km 为界，划出海岸带; 除去海岸带地区，剩余区

域再利用 DEM 高程数据，将 DEM ＞200 m 或坡度 ＞ 5°的区域作为丘陵地带，其余为平原地带，常州—湖州—
杭州一线为两个区域的界线。

( 3) 根据每类台风孕灾环境特点，其易引发的台风灾害链为台风灾害链总体的一部分: 海岸带易引发台

风 － 大风 － 巨浪或风暴潮灾害链; 丘陵区域易引发台风 － 暴雨 － 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灾害链; 平原地区易引

发台风 － 暴雨 － 平原洪水和内涝灾害链。
( 4) 基于台风灾害链理论，根据台风风情、雨情、水情和潮情特征，分别以“云娜”、“芸妮”和“爱娜斯”为

例，分析了 3 类优势路径台风与不同孕灾环境的组合，形成的不同灾害链: 3 类台风都会影响到海岸带，易引

发台风 － 大风 － 巨浪或风暴潮灾害链，这类灾害链与丘陵或平原地形关联较小，主要体现出台风本身和海洋

的特征; 除此之外，西行类和穿越类台风还易形成台风 － 暴雨 － 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灾害链并主要影响南部

丘陵地区; 除了以上 2 类台风灾害链外，穿越类台风还易形成台风 － 暴雨 － 平原洪水和内涝灾害链。这 3 类

台风灾害链影响整个长三角地区。
( 5) 本文对长三角地区台风灾害链类型进行了分析，系统地考虑了台风致灾因子与孕灾环境的组合情

况下台风灾害链的类型，其结果对政府制定区域防灾减灾对策有积极的参考作用。但本文对台风灾害链强

度以及风险的量度尚未有深入研究，还需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 史培军． 灾害研究的理论与实践［J］． 南京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1991 ( 自然灾害研究专辑) : 37 － 42．

SHI Peijun． On the theory of disaster research and its practice［J］．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s，1991 ( Research on natural

disasters album) : 37 － 42． ( in Chinese)

［2］ 史培军． 三论灾害研究的理论与实践［J］． 自然灾害学报，2002，11( 3) : 1 － 9．

SHI Peijun． Theory on disaster science and disaster dynamics［J］． Journal of Natural Disasters，2002，11( 3) : 1 － 9． ( in Chinese)

［3］ 李明，唐红梅，叶四桥． 典型地质灾害链式机理研究［J］． 灾害学，2008，23( 1) : 1 － 5．

LI Ming，TANG Hongmei，YE Siqiao． Research on chain rule of typical geological disaster［J］． Journal of Catastrophology，2008，23( 1) : 1 －

5． ( in Chinese)

［4］ 李天祺，赵振东． 能源供应系统地震灾害链研究［J］． 自然灾害学报，2006，15( 5) : 148 － 153．

LI Tianqi，ZHAO Zhendong． Research on earthquake disaster chain of energy supply systems［J］． Journal of Natural Disasters，2006，15 ( 5 ) :

148 － 153． ( in Chinese)

［5］ 韩金良，吴树仁，汪华斌． 地质灾害链［J］． 地学前缘，2007，14( 6) : 11 － 23．

HAN Jinliang，WU Shuren，WANG Huabin． Preliminary study on geological hazard chains［J］． Earth Science Frontiers，2007，14( 6) : 11 － 23．

( in Chinese)

［6］ 尹树斌． 论洞庭湖区泥沙淤积灾害与泥沙灾害链［J］． 湖南师范大学: 自然科学学报，2004，27( 2) : 89 － 93．

YIN Shubin． On silt deposit and disastrous chains originated from silt deposit in Dongting Lake Area ［J］． Journal of Natur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2004，27( 2) : 89 － 93． ( in Chinese)

［7］ 陈顒，史培军． 自然灾害［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CHEN Yong，SHI Peijun． Natural Disasters［M］．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8． ( in Chinese)

［8］ Emanuel K． Increasing destructiveness of tropical cyclones over the past 30 years［J］． Nature，2005，436: 686 － 688．

［9］ Emanuel K，Ravela S，Vivant E，Risi C． A statistical deterministic approach to hurricane risk assessment［J］．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2006: 299 － 314．

［10］ Vickery P J，Skerlj P F，Twisdale L A． Simulation of hurricane risk in the U． S． using empirical track model［J］． J． Struct Eng，2000，126:

1222 － 1237．

［11］ Rumpf J，Weindl H，Hoppe P，et al． Stochastic modelling of tropical cyclone tracks［J］． Math Meth Oper Res，2007，66: 1 － 18．

［12］ 周俊华，史培军，范一大，等． 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风险分析［J］． 自然灾害学报，2004，13 ( 3) : 146 － 151．

ZHOU Junhua，SHI Peijun，FAN Yida，et al． Risk analysis of tropical cyclones in the northwestern Pacific ［J］． Journal of Natural Disasters，

2004，13 ( 3) : 146 － 151． ( in Chinese)

［13］ 丁燕，史培军． 台风灾害的模糊风险评估模型［J］． 自然灾害学报，2002，11 ( 1) : 34 － 43．

DING Yan，SHI Peijun． Fuzzy risk assessment model of typhoon hazard［J］． Journal of Natural Disasters，2002，11( 1) : 34 － 43． ( in Chinese)

［14］ 孟菲，康建成，李卫江，等． 50 年来上海市台风灾害分析及预评估［J］． 灾害学，2007，22( 4) : 71 － 76．

MENG Fei，KANG Jiancheng，LI Weijiang，et al．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yphoon disasters in Shanghai in past 50 years ［J］． Journal of

·14·



自 然 灾 害 学 报 第 21 卷

Catastrophology，2007，22( 4) : 71 － 76． ( in Chinese)

［15］ 梁必骐，梁经萍，温之平． 中国台风灾害及其影响的研究［J］． 自然灾害学报，1995，1 ( 4) : 84 － 91．

LIANG Biqi，LIANG Jingping，WEN Zhiping． Study of typhoon disasters and its affects in China ［J］． Journal of Natural Disasters，1995，1

( 4) : 84 － 91． ( in Chinese)

［16］ 陈香，陈静，王静爱． 福建台风灾害链分析—以 2005 年“龙王”台风为例［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2007，43( 2) : 203 － 208

CHEN Xiang，CHEN Jing，WANG Jing’ai． Analysis on typhoon disaster chain in Fujian: a case study of typhoon Longwang in 2005［J］． Jour-

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2007，43( 2) : 203 － 208． ( in Chinese)

［17］ 吴瑾冰． 滇、桂、粤、闽、台灾害链讨论［J］． 灾害学，2002，17( 2) : 82 － 87．

WU Jinbing． A discussion on disaster chain in Yunnan，Guangxi，Guangdong，Fujian and Taiwan ［J］． Journal of Catastrophology，2002，17

( 2) : 82 － 87． ( in Chinese)

［18］ 国家发展改革委． 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EB /OL］． 北京: 国家发展改革委． ( 2010 － 06) ［2011 － 04 － 10］． http: / /www． sdpc． gov． cn /

zcfb /zcfbtz /2010tz /W020100622527425024197． pd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of China．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al planning［EB /OL］． Beij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

form commission of China． ( 2010 － 06) ［2011 － 04 － 10］． http: / /www． sdpc． gov． cn /zcfb /zcfbtz /2010tz /W020100622527425024197． pdf． ( in

Chinese)

［19］ 陈联寿． 西北太平洋台风概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79: 22．

CHEN Lianshou． Overview of Typhoons in Northwestern Pacific［M］． Beijing: Science Press，1979: 22． ( in Chinese)

［20］ 莊月璇． 台湾地区风速率分布之研究［D］． 台湾: 台湾国立中央大学，2001．

ZHUANG Yuexuan． The Wind Speed Distribution in Taiwan［D］． Taiwa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2001． ( in Chinese)

［21］ 杨桂山． 中国海岸环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D］． 南京: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1997．

YANG Guishan． The Coastal Environments Change and Regional Responses to it in China［D］． Naijing: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im-

n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CAS) ，1997． ( in Chinese)

［22］ 佘之祥，骆永明，马毅然，等． 长江三角洲水土资源环境与可持续性［M］．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7: 15．

SHE Zhixiang，LUO Yongming，MA Yijie，et al．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of Water － land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M］． Beijing: Science Press，2007: 15． ( in Chinese)

［23］ 陶云，唐川，段旭． 云南滑坡泥石流灾害及其与降水特征的关系［J］． 自然灾害学报，2009，18( 1) : 180 － 186．

TAO Yun，TANG Chuan，DUAN Xu． Landslide and debris flow hazards in Yunna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precipitation characteristics［J］．

Journal of Natural Disasters，2009，18( 1) : 180 － 186． ( in Chinese)

［24］ 郁淑华． 四川盆地泥石流、滑坡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气象成因分析［J］． 高原气象，2003，22( 增刊) : 83 － 89．

YU Shuhua． Analyses on spatial － ti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mud － rock flow and landslip in Sichuan Basin and its meteorological cause ［J］．

Plateau Meteorology，2003，22( S) : 83 － 89． ( in Chinese)

［25］ 中国气象局． 中国气象灾害年鉴( 2005) ［M］． 北京: 气象出版社，2006．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Yearbook of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in China ( 2005) ［M］． Beijing: China Meteorological Press，2006．

( in Chinese)

［26］ 殷坤龙，张桂荣，龚日祥，等． 浙江省突发性地质灾害预警预报［M］． 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5，8．

YIN Kunlong，ZHANG Guirong，GONG Rixiang，et al． Study on Abrupt Geological Hazards for Early － warning and Prediction in Zhejiang Prov-

ince［M］． Wuhan: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Press，2005，8． ( in Chinese)

［27］ 韩小燕，张钊． 0414 号强台风”云娜”风暴潮特征分析与总结［J］． 海洋预报，2006，23( 2) : 79 － 85．

HAN Xiaoyan，ZHANG Zhao． The analyzing and summarizing of huge storm surge No14 ( Ranarim) in 2004 ［J］． Marine Forecasts，2006，23

( 2) : 79 － 85． ( in Chinese)

［28］ 温克刚．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浙江卷［M］． 北京: 气象出版社，2006，11．

WEN Kegang．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Disaster Ceremony in China ( Zhejiang Volume) ［M］． Beijing: China Meteorological Press，2006，11．

( in Chinese)

［29］ 丁一汇．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M］． 北京: 气象出版社，2008．

DING Yihui．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Disaster Ceremony in China: Comprehensive Volume［M］． Beijing: China Meteorological Press，2008． ( in

Chinese)

［30］ 唐晓春． 一九八一年十四号强台风对江苏省海岸的影响［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1986，4( 2) : 153 － 164．

TANG Xiaochun． The influence of the Agnes typhoon of 1981 on the coast of Jiangsu，China［J］． Journal of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1986，4( 2) : 153 － 164． ( in Chinese)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