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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恢复力的起源及基本内涵，并对恢复力内涵研究中的两派主要观点( 工程恢复力和生态恢复力)

进行分析与比较。随后，全面回顾并论述恢复力主要应用领域的重要概念模型与研究动态，分析总结各应用领

域的恢复力量化现状。在此基础上，对恢复力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提出研究的关键问题以及今后需深入发

展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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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人口、资源与环境矛盾的日益加深，

罕见的灾难与事故频繁发生，如，美国的“9·11”
恐怖袭击、亚洲海啸、美国东南部的卡特里娜飓

风，我国 2008 年初的特大冰雪灾害，汶川 8. 0 级

特大地震，近期的毒奶粉事件以及目前的全球金

融危机等，这验证了一个严酷的现实: 全球已进

入高风险社会，不可控因素增加，灾难可预见性

下降，局部灾害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可能性增

大，简单的危机反应有效性下降，严峻的风险形

势将进一步威胁可持续发展的进程。恢复力作为

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已经成为生态、
环境灾害和气候变化等诸多环境学科共同关注和

高度 重 视 的 焦 点。联 合 国 国 际 减 灾 战 略 ( UN /
ISDR) 认为，在面对气候灾害等潜在压力时，恢复

力是自然界和人类系统一个有价值的特性，有助

于可持续发展及减小脆弱性，值得深入研究［1］。
本文首先介绍恢复力的起源及其基本内涵，并同

时对恢复力内涵研究中的两派不同观点———工程

恢复力和生态恢复力进行分析与比较。随后，对

恢复力主要应用领域的研究动态进行了较全面的

综述，阐述了恢复力的科学价值和重要性，总结

了各应用领域的恢复力量化现状。在此基础上，

对恢复力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提出研究的关

键问题以及今后需深入发展的研究方向。

1 恢复力内涵

恢复力 resilience 源自拉丁文 resilio ( re = back
回去，silio = to leap 跳) ，即跳回的动作。从纯机

械力学概念理解，恢复力是指材料在没有断裂或

完全变形的情况下，因受力而发生形变并存储恢

复势能的能力［2］。当然，在韦氏字典中，恢复力

又被引申为从不幸或变化中恢复或适应的能力［3］。
1973 年，生态学家 Holling 首次将恢复力概念引入

到生态学领域的研究中［4］。如今，恢复力这一概

念已被广泛应用在涉及人类和自然相互作用的多

学科工作中，如工程技术、组织行为、安全建设

规划、灾害管理和环境演变响应等［5 － 6］。虽然，不

同领域的研究者对于恢复力在自身学科中的定义

进行了相应改进，从而加深了对恢复力本质的认

识，但是，恢复力基本内涵依然没有统一，目前

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工程恢复力和生态恢

复力。
工程恢复力由 Pimm 于 1984 年提出，认为恢

复力是系统抵御扰动的特性，其表达方式是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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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在遭受扰动后恢复到原有平衡态的速度或时

间［7 － 10］。这种观点较为传统，关注系统在特定平

衡态附近的稳定状况，这与 20 世纪的经济理论相

吻合［11］。工程恢复力主要强调效率、恒定和预见

性，是把安全保障的工程性要求作为研究对象所

有特性的核心［12］。而生态恢复力是指系统在保持

自身结构不变的前提下，通过调整系统的行为控

制参数及程序后，系统能够吸纳的扰动量［4，13］。这

一定义关注系统远离任一平衡稳态后的适应状况，

而这种非稳定态能够促使系统跃迁到其他行为领

域，即另一稳定域。相对而言，生态恢复力更强

调系统的持久性、可变性和不可预测性，它兼具

了生物学的进化论思想和安全保障的工程设计目

标［12］。事实上，工程恢复力和生态恢复力的差异

源自看待系统稳定性的视角不同: 前者强调的是

功能有效性的维护，而后者注重系统功能的延续。
把恢复力从近平衡稳态的工程角度进行定义主要

是借鉴 了 演 绎 模 式 的 数 学 理 论 思 维 及 工 程 学 思

想［7］，因此，它的研究对象一般是简化、抽象的

生态系统或传统的工程系统，例如，野外样方或

小围场内的生物试验［8，14 － 15］。一方面，这有利于

数学工具的有效发挥，另一方面，它体现了工程

研究人员对于系统最优化设计的追求。工程恢复

力定义实际默认了一个全局稳定性的假设，即系

统仅有一个“最优”的平衡稳态，由此，系统一旦

出现其他非稳定状态时，我们理应启用安全措施

促使系统回复平衡稳态。当然，如果其他变量能

维持在“最优”平衡稳态的附近也是可行的。把生

态恢复力从稳定域的角度进行定义是参考了应用

数学和应用资源生态学中的研究模式: 归纳法。
它与如今强调多稳态的经济理论是相符的［11］。实

验研究表明，当系统受到大规模的管理扰动后，

一般都会表现出运行状态的跃迁，同时，系统的

关键变量也会出现变化以维持原有的稳定局面［12］。
因此，在复杂多稳态的生态领域内，这种以系统

在保持自身功能延续的前提下能吸纳的扰动量为

恢复力定义，以系统稳定域的边界特性为主要内

容的研究框架显得更具说服力和应用前景。
我们以著名的“杯球”隐喻模型( 图 1 ) 来进一

步说明工程恢复力和生态恢复力。杯子代表系统

的稳定域，球代表系统的状态，单向箭头表示外

界对系统的扰动。( A) 我们用全局稳态来描述工程

恢复力: 在本模型中，当球位于杯底时系统达到

全局稳态，系统受到外力干扰时，球被迫离开杯

底移动到杯边; 我们把系统再次回复到平衡稳态

( 杯底) 所需的时间( r) 可作为工程恢复力的测量指

标; ( B) 我们用稳定局面的维持来描述生态恢复

力: 在本模型中，杯 1、杯 2 分别代表不同的稳定

域，当系统( 杯 1 内的球) 受到扰动后，为维持稳

定局面，球被外力弹射; 我们把球最终离开杯 1、
进入杯 2 前的临界状态下，能够吸收的扰动总量作

为生态恢复力。此时，生态恢复力由稳定域的宽

度( R) 来测量［10］。表 1 对工程恢复力和生态恢复

力的区别进行了归纳总结。

图 1 工程恢复力和生态恢复力隐喻图

表 1 工程恢复力和生态恢复力的区别

特征 工程恢复力 生态恢复力

关注焦点
系统的有效性和系统

回归所需的时间

系统的持续性和系统抵御打

击维护原有功能的缓冲能力

传统模式
工 程 学 和 传 统 数 学

理论
应用数学及应用资源生态学

前提条件 恒定、可预测 变化、不可预测

测量方式
系 统 回 归 稳 定 态 的

速度
系统吸收扰动的总量

研究内容
系统在已知或最佳稳

定态附近的行为特征

研究复杂系统理论，查找系

统可跃迁的其他稳态及稳定

域的边界特性

管理目标
寻求规范或理想化的

稳定态

探索现实复杂系统可解释的

稳定态

2 恢复力理论在不同领域的应用

2. 1 灾害领域

随着全球对灾害关注的日益增加，越来越多

的灾害学家开始研究恢复力在灾害管理中的重要

性［16 － 25］。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Bruneau 等人

的地震灾害恢复力研究［26］。Bruneau 将地震恢复力

分割到技术、组织、社会和经济 4 个不同的维度，

即 TOSE 维度空间模型。技术维恢复力衡量实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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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在灾害中的表现状况; 管理维恢复力评定管理

机构决策和行动的适宜性和有效性; 社会维恢复

力判断承灾体基本服务能力的回复; 经济维恢复

力指衡量受体降低直接及间接经济损失的能力。
这四维恢复力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但是，测量方

式各不相同。技术维恢复力符合工程恢复力要求，

而组织、社会和经济维恢复力因为涉及社会系统，

是复杂、多平衡态的，所以很适宜采用生态恢复

力的思想［25］。这四维恢复力又存在 4 项共性: 鲁

棒性、快速性、冗余性和资源量。鲁棒性即强度，

表示系统、系统元件或其他分析单元抵御压力或

需求而没有出现功能的退化或损失的特性; 快速

性指主体为尽快吸纳损失避免后期破坏而表现出

的能力; 冗余性是系统、系统元件或其他分析单

元可替换的程度; 资源量评定现有资源可供系统

调配的丰富程度，以及系统部分受损时，能够识

别问题、建立优先权、合理调配资源的能力。其

中，鲁棒性和快速性是恢复力的两大本质属性，是

恢复力提高后的最终表现，冗余性和资源量则是提

高恢 复 力 的 有 效 途 径［22 － 25］。据 此，Bruneau 和

Chang 等提出地震恢复力量化模型［22，24 － 25］( 图 2) 。

图 2 地震恢复力的二维模型

该图刻画了恢复力的两大本质特性。恢复力

的测量是以基础设施的系统性能 Q ( t) 为参考的，

性能的变化区间为 0% ～ 100%，100% 代表系统没

有出现任何失效，0%意味着系统功能尽失。假如，

在 T0 时刻发生地震，从而导致系统性能急剧下降，

例如从 100%降到 20%。此时，系统性能的维持程

度( 即保持系统性能不致为 0 的程度) 反映了系统

抵御外界打击的鲁棒性。系统经过一定时间的重

建( T0 ～ T1 时刻) ，系统性能完全修复，这种系统

性能的回复速度即为快速性。恢复力的鲁棒性和

快速性都可以通过灾前灾后的减灾行为进行调整。
由此推导地震恢复力的计算公式为:

R = ∫
t1

t0
［100 － Q( t) ］dt。 ( 1)

利用地震恢复力量化模型，Chang 等［24］以美

国田纳西州孟菲斯( Memphis) 供水系统为例，设计

了供水系统不同的改造方案情景，采用蒙特卡罗

数学统计模拟方法，通过计算机编程和 GIS 软件运

算出地震发生后的技术、经济和组织恢复力，得

出结论: 灾前的缓解行为有利于提高灾后恢复力，

改造方案 2 比方案 1 具有更好的效果，能够对恢复

力现状起到改进作用。随后，Chang 等利用承灾体

的社会经济损失模型，同时结合地震恢复力模型，

评价了地震破坏下洛杉矶水电部门生命线系统的

社区恢复力［23］。2008 年，McDaniels 等依据地震恢

复力量化模型，运用决策流程图的方法对医院系

统的地震恢复力进行研究分析［25］。
目前，灾害恢复力研究存在的不足有: ( 1) 灾

害恢复力目前仍没有较公认和统一的定义，不同研

究者根据应用需要作出不同解释，从而出现模棱两

可的定义以及对恢复力滥用的现象，这使恢复力逐

渐变成一个空洞的时髦术语。( 2) 灾害恢复力的含

义被过分夸大，以致于它几乎涵盖了减灾的各个方

面。过分夸大的含义增加了研究人员对恢复力抽象

建模的难度，给恢复力的量化研究带来极大挑战。
( 3) 地震恢复力二维模型所表达的系统性能回归到

100%的灾前水平并不是最佳的。首先，现实中系

统灾前的恢复力可能极低，那么灾后的调整行为完

全可以超过 100%。其次，当系统是社区、区域等

复杂适应性系统时，因为系统性能( 如经济水平或

服务水平等) 是动态变化的，在 T0 ～ T1 的恢复时段

内，系统若未受灾其性能亦增长或消退，因此，恢

复过程的终止不能简单地判定为原有水平的实现，

此时的系统最优稳态很难确定。以经济水平为例，

最优稳态可有 4 种，①T0 时刻的经济值; ②未受灾

情况下，T1 时刻应有的经济值; ③T0 时刻的经济

增长速度; ④未受灾情况下，T1 时刻应有的经济

增长速度。另外，目前地震恢复力的三维和四维模

型设计略显粗糙，对量化恢复力作用不大。( 4) 对

系统边界问题的忽略，理论上，一旦系统遭遇毁灭

性打击，系统完全崩溃，不具有可恢复的可能性。
对这种毁灭性打击的定量化即系统稳定域边界的确

定是探讨环境灾害恢复力的前提条件，但是，目前

缺乏相关研究。
2. 2 社会 －生态领域

以社会 － 生态系统作为研究对象，从复杂系

统动力学角度研究系统对外界干扰的恢复力和适

应力，是近年来可持续发展与全球变化研究的一

个主要趋势［27］。社会 － 生态系统( 简称 SESs) 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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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紧密联系的复杂适应系统，受自身和外界

干扰与驱动的影响［28］，具有不可预期、聚集、自

组织、非 线 性、多 样 性、多 稳 态、循 环 性 等 特

征［29 － 31］。以 Holling 为首的“恢复力联盟”主张运

用适应性循环理论来解释和分析社会 － 生态领域

的恢复力［4，7，29 － 30，32 － 37］。适应性循环理论认为，社

会 － 生态系统不是向某一平衡稳态演化的，它按

照以下 4 个特征阶段进行演替: 快速生长及开发阶

段( r) 、保护阶段( K) 、崩溃或释放阶段( Ω) 、更

新与重组织阶段( α) 。开发阶段和更新阶段的持续

时间较短，但是系统的重大变化往往发生于这两

个阶段。Ω 阶段是系统快速崩溃的动态时期，其表

现形式是系统受到扰动后，结构和属性部分消失。
紧随 Ω 阶段之后的是 α 阶段，即更新阶段。这个

时期出现大量新生事物，如新物种、新制度、新

观念、新政策等。当系统进入 r 阶段时，意味着系

统已进入另一稳定域的新轨道。经过长时间的资

源缓慢累积和转变，系统由 r 阶段转变为 K 阶段，

该阶段出现新生事物的概率急剧下降，但是，系

统变得更为复杂和巩固。恢复力的变化贯穿在整

个适应性循环中，恢复力随着各阶段的替换表现

出不同的水平［27，33］( 图 3) 。

图 3 适应性循环与恢复力变化

作为适应性循环的基本属性之一( 另两种为潜

力和连通度) ，恢复力的内涵得到扩展: ①系统在

原稳定域内能承受的的扰动量，即系统在维持自

身功能和结构不变的前提下，能抵御的外部干扰

总量; ②系统自组织的能力( 与系统无组织或受外

界驱动的组织能力相对) ; ③系统学习与适应的能

力，适应能力是恢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

系统承受干扰时的学习与调节能力［27，38 － 39］。同时，

恢复力联盟借助稳定性景观模型对 SES 恢复力进

行解释和规范( 图 4) ，稳定性景观由一系列稳定域

的界限组成。稳定域是状态空间( 即构成系统的变

量) 中系统试图维持的特定区域，在其中运行的系

统趋于稳定［30］。稳定性景观中的恢复力有四个量

化属性: 范围( L) ，系统在丧失恢复能力前可承受

的最大量，一旦系统超越了这一阈值，那么它的

回归将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再实现; 抵御能力

( R) ，系统状态变化的难易程度; 非稳定性( Pr) ，

系统目前状态与阈值( 或界限) 的距离。扰沌( P) ，

表示系统恢复力同时受到上下级尺度上其他系统

状态及动态过程的影响程度［27，29］。

图 4 稳定性景观模型及恢复力量化属性

目前，社会 －生态恢复力研究的优势与不足有:

( 1) 从复杂系统动力学角度，应用适应性循环

理论来解释和研究系统恢复力，从一定程度上阐

明了恢复力的形成机制，使得生态领域的恢复力

研究具备了扎实完善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目前

恢复力理论研究最为深入的一个学科。
( 2) 恢复力联盟借助稳定性景观模型确定了恢复

力在理论上的量化属性，但是，要实施量化依然存在

极大难度: 首先，扰沌( Pr) 在模型中无法表现，目前

仅有定性阐述; 其次，模型中 L、R 和 P 三个参数的

估算方法尚未明确; 再次，稳定性景观本身也是动态

变化的，这进一步增加了模型参数的估算难度。
2. 3 经济和组织行为领域

增强恢复力在经济和组织行为方面的表现是

降低环境灾害损失的有效方法，因此，不少学者

对经济恢复力和组织行为恢复力进行深入研究。
Comfort 是最先将恢复力引入组织行为领域的

学者之一［40］，她认为恢复力仅限于干扰事件发生

后的组织行为和过程。这种面向过程的概念与生态

恢复力相似，她的研究重点不是达到预期水平，而

是系统功能的回复，但这种功能的变化轨迹不包含

大多数非线性及适应性动力学［41］。2001 年，Paton
和 Johnston 提出组织行为恢复力是当人类或系统遇

到重大干扰时所表现出的一种能力，它能够促进与

维护系统功能相联系的组织行为，其具体表现是能

够利用实体资源及素质来管理遇到的需求、挑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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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42］。这一观点将组织行为恢复力定义扩大到

了自然生态系统，它本质上是恢复力联盟指明的恢

复力属性之一，即系统重组织的能力。
在经济领域，Mileti 分析恢复力产生于内力驱

动、私人或公共决策者的刺激［17］。Tierney 则强调

恢复力是商业适应行为和社区响应行为［16］。Petak
指出经济恢复力是系统的性能表现［43］。经济学家

Rose 等人自 1990 年代末起，对经济恢复力进行长

期的系统研究，为其理论构建及实践应用做出了

重要贡献［5，44 － 50］。Rose 等人的主要观点和成果有:

( 1) 将经济恢复力细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前

者主要描述特定时间内可获取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

后者指一个实体或系统在遭受严重打击后回复到期

望状态的速度，这定义延用了工程恢复力的思想。
静态经济恢复力的获取不需借助修复和重建行为，

但它不仅影响当前的经济水平，而且还制约后期经

济水平的恢复时间。静态经济恢复力的另一特征是

对需求现象的刻画，它表明需求方多于生产方情况

下的资源最大利用度。动态经济恢复力因为牵涉与

修复、重建相关的长期投资问题以及贸易问题，所

以更为复杂。例如，匆忙的重建行为可能会导致商

业或宏观经济的动态恢复能力下降［5，46，51］。
( 2) 恢复力发生于三个不同的经济尺度: 微观

经济—公司、家户或相关组织的个体行为; 中观经

济—经济部门，个别市场，或联合团体; 宏观经

济—所有个体单元和市场的组合，包括它们的相互

作用。微观经济中，个体恢复力一般与商业和组织

的具体运行有关［16，45］。中观经济的市场恢复力与个

体恢复力密切相关但经常被非经济专业的环境灾害

研究者所忽视。在市场中，价格作为“看不见的手”
能够指导资源在灾后流向最佳场所。在宏观经济尺

度，有大量牵涉价格和数量的相互依赖关系影响着

恢复力。因此，一个部门的恢复力能通过经济活动

影响其他部门的恢复力，这使得该尺度的恢复力更

难测量，也不容易通过应对措施进行改进。
( 3) 在经济恢复力研究中引入可计算一般均衡

模型，Rose 等定义了对个体、市场和区域宏观经

济的非平衡态，并定性分析它们与恢复力的关系，

在比较分析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投入产出模型、
社会收支矩阵等模型用于环境灾害影响和政策响

应的优缺点后，对静态恢复力和动态恢复力进行

初步量化，并以电力系统中断为例，探讨了恢复

力受环境灾害影响后的变化过程。
综上，组织行为领域的研究人员强调恢复力的

过程性，体现了生态恢复力的基本理念。他们认为

组织行为恢复力是危机管理或日常管理下的一种风

险管理策略［52］。组织行为恢复力偏重于复杂社会与

人力系统的研究特点，使得量化研究进展缓慢。一

般在实际应用中的标准处理方式是分析确定系统管

理能力方面的脆弱性和局限性，并且研究如何利用

恢复力克服系统的脆弱性和局限性。多数经济领域

的恢复力偏向于工程恢复力思想，注重经济水平或

状态的回归。经济恢复力借助对诸多经济模型的有

效应用，在恢复力量化方面相对领先。它的实际应

用方式之一是在假定管理者能尽量优化选择的前提

下，确定一组与恢复力有关的备选方案［48］。

3 结论与展望

恢复力的基本内涵虽然尚未统一，但是两类

主要观点都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与适用领域。工

程恢复力定义因其具有相对明确的衡量标准，所

以显现出在恢复力量化方面的优越性; 而生态恢

复力定义依据完善的系统理论和严谨的逻辑关系，

表现出深厚的理论基础及深入发展的前景。
虽然恢复力这一概念在经济政策和环境管理

方面具有的价值已为大家所接受和认可，但恢复

力研究仍滞留于概念层面及案例分析的模式上，

鲜有学者提供合理且为领域内通用的量化模型。
“恢复力衡量、测验仍未取得重大突破”是目前环

境灾害领域、社会 － 生态领域、经济和组织行为

领域等众多学科共同面临的难题。恢复力的度量

研究还非常薄弱，仅 MCEER 在地震对基础设施的

影响方面有深入研究，但主要侧重于减灾项目改

造的模拟评价等方面，对恢复力的形成机制、影

响因素等研究甚少，也未建立相应的综合评估模

型与评估指数。恢复力研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有

待加强: 恢复力的相关研究较难准确地从数量上

回答“什么因素决定恢复力大小”和“在多大程度上

决定恢复力大小”这类对恢复力建设和减灾规划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更鲜有尝试从系统动力

学角度来进行恢复力建设的情景仿真模拟，而这

将是未来恢复力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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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an Index System for Evaluating Earthquake Emergency
Response Ability of Counties

Deng Yan，Nie Gaozhong and Su Guiwu
( Institute of Geology，CEA，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 Counties are basic execute layers of earthquake emergency response of China，and ability of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earthquake emergency response of China. Definition of earthquake emergency
response ability of counties is analyzed firstly. Then based on field survey of earthquake emergency response ability
of counties after Wenchuan earthquake，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earthquake emergency response ability of
counties is preliminarily constructed.

Key words: county; earthquake emergency respons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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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Development of Restoring Force Research

Ge Yi1，Shi Peijun2，3，4，Xu Wei2，3，Liu Jing2，3，Qian Yu1 and Chen Lei1
(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ollution Control ＆ Resource Re-use，School of the Environment，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China; 2. Institute of Disaster and Public Security，College of Resourc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 Change and Natural Disaster，MOE，BNU，Beijing 100875，China;

4. Academy of Disaster Reduction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ast several years， the world has witnessed some unprecedented disasters such as
hurricane Katrina，snow disaster in southern China and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It was proved that we are in a
high risk society and ou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ould be affected. Recently，as an effective measure of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restoring force has been the focus of several disciplines，such as ecology，

disasters and climate change. Ongoing researches on restoring force are identified and analyzed. Firstly， the
origin of restoring force and its foundational definition is introduced. Among which，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in ideas of ecological restoring force and engineering restoring force a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n，important conceptual models and research progress in main application fields of restoring force are reviewed
and discussed，and quantified situation of restoring force in each application field are analyzed and concluded.
Further researches are prospected，and their key problems and study direction need to be explored are pointed out.

Key words: engineering restoring force; ecological restoring force; disasters;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 S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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