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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增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对世界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安全提出严峻挑战。在

全球尺度上评价全球变化风险，开展有针对性的防范与适应，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全球变化人口与经济系统风险形成机制及评估研究”，力图定量预估未来

全球气候变化和人口与经济系统的暴露性与脆弱性变化，构建基于复杂系统动力学的全球变化人

口与经济系统风险定量评估模型，集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变化人口与经济系统风险评估模

式，并在全球尺度上定量评估近期和中期全球变化人口与经济系统风险，编制全球变化人口与经济

系统风险地图集。为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及国际气候谈判，以及国际减轻灾害风险战略框架的

实施提供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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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以增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对世

界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安全提出严峻挑战。在全球尺

度上评价全球变化风险，开展有针对性的防范与适

应，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未来地球

计划( Future Earth) 从动态星球、全球可持续发展和

面向可持续发展转型 3 个相关联的主题，广泛关注

防范全球变化引起的各类风险、促进全球可持续发

展［1］。“联 合 国 2015—2030 年 减 轻 灾 害 风 险 框

架”，把减轻灾害风险与应对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

一起，以获得双赢的效果［2］。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气

候变化风险带来的挑战。2005 年制定的《国家中长

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 》就已

将“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列为未来 15 年面向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的 10 个方向之一。2010
年启动的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也

将该方向列为了重点。2016 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全球变化及应对”重点专项下专门设立了研究方

向: “4． 2 全球变化风险的形成机制及评估”，要求

研究全球增暖致灾成险过程及机理，全球变化风险

评估模式，不同情景下全球尺度上全球变化风险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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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从而揭示全球变化致灾成险机制，建立具有自主

知识 产 权 的 全 球 变 化 风 险 评 估 模 式，评 估 近 期

( 2030 年) 和中期( 2050 年) 全球尺度上的全球变化

风险。这一项目的实施，将显著提升中国全球变化

风险研究的竞争和国际地位，有力支撑大数据集成

分析技术体系研发，以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球

系统模型研制工作，并最终服务于国家、区域应对全

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全球变化人口与经济

系统风险形成机制及评估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设

立的。该项目于 2016 年 7 月获得科技部批准并正

式实施，力图定量预估未来气候变化和人口与经济

系统暴露与脆弱性变化，构建基于复杂系统动力学

的全球变化人口与经济系统风险定量评估模型，集

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变化人口与经济系统风

险评估模式，并在全球尺度上定量评估近期( 2030
年) 、中期( 2050 年) 全球变化人口与经济系统风险，

编制全球变化人口与经济系统风险地图集; 为中国

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和国际气候谈判以及国际减轻灾

害风险战略框架的实施提供科学支撑。

2 相关研究进展

当前，众多国际组织、研究机构以及国家和地区

政府已经开展了全球或区域尺度的全球变化或与之

密切相关的灾害风险评价工作。IPCC 系统阐述了

全球气候变化适应与脆弱性［3］，并推出了“管理极

端事件和 灾 害 风 险，推 进 气 候 变 化 适 应”特 别 报

告［4］，宏观评估了气候变化影响和威胁水平。国际

科学联合会理事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ICSU) 一直以来都将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风险作为

其优先研究方向，其中特别关注气候变化风险区域

分异规律及其形成机制等科学问题。由联合国大学

组织发布的世界风险报告［5］、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发布的系列“全球风险报告”( Global Ｒisk Ｒeport) 也

加强了对包括气候变化风险在内的环境风险的研究

力度［6］。英国于 2012 年发布了“英国气候变化风

险国家报告”［7，8］，从气候均值和极端事件变化 2 个

层次，针对 2020s，2050s 和 2080s 3 个时段评估了气

候变化风险。
在国际顶级期刊上，也发表了围绕全球尺度气

候变化的风险评估结果，涉及人类健康风险［9］、人

口伤亡风险［10］，经济损失［11 ～ 13］或资本资产损失风

险［14］，以及粮食生产风险［15］等多个领域。针对全

球变化人口伤亡风险的研究显示，气候变化将使全

球洪水重现期发生重大变化，不同典型浓度路径

( Ｒ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s，ＲCPs ) 情景

下百年一遇以上洪泛区人口暴露显著增加［10］。针

对全球气候变化经济损失风险评估的模拟结果显

示，在不同的 ＲCPs 和共享社会经济路径( Shared So-
cioeconomic Pathways，SSPs) 下，预计到 2060 年，气

候变化导致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损失率可

能上升 2． 3 个百分点; 到 2100 年，全球人均 GDP 将

下降 23%，77%的国家会更加贫穷［11］。对于全球粮

食生产风险的全球格网作物模型 ( Global Gridded
Crop Models，GGCMs) 集合评估结果显示: 气候变化

引起的粮食生产风险在全球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玉米和小麦单产在高纬地区增加、低纬地区减少; 水

稻和大豆单产在中高纬度增加、低纬地区变化不显

著［15］。
中国也于 2015 年发布了“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

件和灾害风险管理与适应国家评估报告”［16］，加强

了对气候变化风险，尤其是对致灾因子危险性的时

空格局刻画和情景预估。北京师范大学发表了《世

界自然灾害风险地图集( 英文版) 》，实现了对 13 种

主要自然灾害全球尺度风险评估的制图工作［17］。
全球气候变化风险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多尺度

性，对其风险评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都提出了新的

挑战，全球气候变化风险评估研究进入了新的研究

阶段，主要发展趋势如下: ①从认识气候系统变化的

特征与过程引发的极端气候风险评价，转向探索由

气候平均值变化和极端值变化共同引起的气候变化

风险识别与评估研究; ②基于历史观测资料的“后

果—不确定性”的风险统计评估研究，转向真正面

向未来、基于气候变化情景的系统风险模拟评估研

究; ③基于单尺度、多指标的半定量风险评估方法，

转向多尺度、多过程集成的定量模型与模拟研究。

3 关键科学问题

3． 1 揭示气候变化对人口与经济系统的危险机理

和成害过程

如何从气候要素均值、波动和极端值变化角度

揭示气候变化对人口与经济系统的危险机理和成害

过程? IPCC-SEＲX 报告将气候变化分解为气候要

素平均值变化，或由气候要素分布特征变化而引起

的极端值变化。揭示气候变化对人口与经济系统的

危害机理，必须从气候要素平均值、波动和极端值变

化的角度，系统理解气候变化的危险性; 并相应从

人—地复合系统角度，分析人口与经济系统针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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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变化的响应过程，才能全面理解全球变化的危险

机理和成害过程。
3． 2 建立定量与动态评估人口与经济系统风险的

模型与模式

如何基于气候变化危险机理与成害过程的定量

评估模型与模式，动态评估人口与经济系统风险?

现有风险评估模型采用“剂量—响应”评估方法和

“事件概率—后果”评估结果的表达形式，难以反映

包含着“渐变—累积—突变”过程在内的全球变化

风险形成机理。必须在理解全球变化危险机理与成

害过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能够表达气候要素平

均值、波动和极端值变化的风险评估模型。利用复

杂系统动力学建模方法，构建能够满足动态定量评

估全球变化人口与经济系统风险的模型系统，系统

集成全球多区域评估模型和多尺度评估模型，形成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变化人口与经济系统风险

评估模式。
3． 3 编制全球变化人口与经济系统风险评估地

图集

如何提高全球尺度上全球变化风险评估的空间

分辨率，量化气候变化和人口与经济系统变化对全

球变化风险的相对贡献率? 现有全球变化风险评估

数据大多分散在全球不同研究机构，空间分辨率普遍

偏低，一般在 100 km ×100 km 以上，而且所使用的量

纲很不统一，难以提供公众使用。利用大数据采集与

云数据管理技术，通过统计降尺度和动力降尺度方

法，建立具有全球尺度中分辨率( 50 km × 50 km) 、热
点区高分辨率( 30 km ×30 km) 的全球变化风险量化

评估数据库，完善在线数据交互共享服务技术平台。
在多要素贡献分解的统计方法基础上，发展基于复杂

系统模拟和仿真的相对贡献分解方法，并通过多方法

集成、量化气候变化和人口与经济系统变化对全球变

化人口与经济系统风险的相对贡献率。

4 研究内容

利用对地观测数据、基础地理数据、人口数据、
社会经济数据、生态系统数据、气候灾害数据、巨灾

案例数据及其他辅助专题数据等，研究全球变化风

险的危险机理和致灾—成害过程，构建全球变化脆

弱性与风险评估的综合模型并集成模式，定量评估

不同 ＲCPs 和 SSPs 情景下，全球中高分辨率，近期、
中期全球变化人口风险( 伤亡、受灾风险) 与经济系

统风险( 主要农作物减产、交通基础设施损害、国内

生产总值减少等)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4 个方面

( 图 1) 。
4． 1 全球气候变化人口与经济系统危险机理研究

分析过去几十年全球尺度气候要素( 气温、降

水、风等) 的均值、波动、和极端值变化的基本特征，

综合历史观测和数值模式模拟，系统揭示气候要素

变化机理( 主要物理过程和影响因子) ，并识别全球

气候要素变化和气候灾害发生的热点地区; 考察、评
估IPCC耦合气候模式的模拟能力，发展多模式集

图 1 全球变化人口与经济系统风险形成机制与评估研究思路

Fig． 1 Academic framework of the study on global chang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system
risk forming mechanism and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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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预估方法; 量化预估不同 ＲCPs 情景下，全球中高

分辨率，近期、中期全球气候变化主要参数。揭示全

球气候变化对人口与经济系统的危险机理。具体研

究内容包括:

( 1) 全球尺度关键气候要素的变化特征及热点

区识别

利用气象台站观测数据和国际上基于台站资料

重建的格点化气象资料，分析过去几十年气候关键

要素( 气温、降水、风) 的均值、波动和极端值的时空

变化特征; 着重研究主要气候灾害( 台风、干旱、洪

涝、热浪、沙尘暴等) 发生的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

等特征; 分析不同地区、不同气候灾害对全球及区域

气候变化的响应，结合数值模式模拟试验和多种统

计方法研究全球气候灾害变化与全球气候系统的关

系; 在全球尺度上，辨识过去几十年以来，气候关键

要素变化和上述气候灾害发生的热点区。
( 2) 气候要素和气候灾害变化的成因诊断

基于多源资料，系统分析中高纬气候系统对各

个主要气候灾害的影响，诊断造成不同气候灾害发

生变化的主要气候因子; 利用耦合气候模式，设计数

值试验，通过对海—气和陆—气等相互作用的综合

研究，揭示影响气候要素变化和气候灾害的主要物

理过程和机理; 综合上述观测分析和数值模拟结果，

归纳总结全球气候变化对主要气候要素和气候灾害

变化的影响及机理。
( 3) 气候要素未来演变趋势预估

系统分析评估 IPCC 多个耦合气候模式对当今

气候的模拟能力，尤其是对极端气候事件的模拟性

能; 在上述基础上，优选效能较好的模式结果，发展

多模式集合的预估方法，进一步改善耦合气候模式

的模拟性能; 通过动力—统计相结合的降尺度方法，

定量预估不同排放情景下，近期和中期气候要素变

化趋势; 为项目其他课题和项目集成数据平台提供

预估的全球尺度中分辨率、热点区高分辨率气候要

素数据。
4． 2 全球变化人口与经济系统成害过程研究

从人—地复合系统角度分析人口与经济系统对

气候变化危险因子的响应过程，揭示全球变化人口

与经济系统暴露度的动态特征，建立全球变化人口

脆弱性( 伤亡、受灾) 与经济系统脆弱性( 主要农作

物减产、交通基础设施损害、国内生产总值减少等)

的指标体系; 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变化人

口与经济系统脆弱性定量评估模型; 量化预估不同

SSPs 情景下，全球中高分辨率，近期、中期的人口与

经济系统暴露度和脆弱性。揭示全球变化人口与经

济系统成害过程。具体研究内容包括:

( 1) 人口和经济系统暴露度和脆弱性指标体系

基于全球人口和经济系统历史与观测数据，遴

选影响全球变化人口和经济系统暴露度和脆弱性的

影响因子; 综合考虑人口系统统计学特征和区域分

布特征，经济系统的地理空间布局、区位环境、结构

性、承载力、孕灾环境，对气候变化敏感性等，优选全

球变化人口和经济系统暴露度和脆弱性指标，构建

相应的评估指标体系; 评价全球变化下人口与经济

系统的暴露度和脆弱性变化的动态演变特征。
( 2) 全球变化人口与经济系统脆弱性定量评估

模型

从人—地复合系统角度，定量分析台风、干旱、
洪涝、高温热浪等灾害发生频次及强度与人口和经

济分布密度及结构的时空格局; 揭示人口与经济系

统对气候变化危险因子的响应过程; 提取全球变化

人口和经济系统( 主要农作物、工业生产、基础设施

和国内生产总值等) 脆弱性关键参数，确定脆弱性

参数阈值，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变化人口

与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估模型。
( 3) 全球和热点地区人口与经济系统暴露度和

脆弱性预估

基于不同温室气体排放情景的全球气候模式

(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GCM) 和热点地区气候

模式( Ｒegional Climate Model，ＲCM) ，结合人口、农

业、工业生产、基础设施等 2030 年和 2050 年发展情

景预估资料，利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变化人

口与经济系统脆弱性定量评估模型，合理预估不同

共享 SSPs 下，全球尺度中分辨率、热点区高分辨率，

近期、中期人口与经济系统的暴露度和脆弱性的时

空格局。
4． 3 全球变化人口与经济系统风险评估模型与模

式研究

从复杂系统动力学角度提出全球变化风险评估

的理论和方法，构建集气候要素( 气温、降水、风等)

均值变化、波动和极端值变化一体的全球变化人口

风险( 伤亡、受灾风险) 与经济系统风险( 主要农作

物减产、交通基础设施损害、国内生产总值减少等)

定量评估模型，满足不同 ＲCPs 和 SSPs 情景下，全球

中高分辨率，近期、中期全球变化人口与经济系统风

险定量评估的要求; 系统集成全球多区域评估模型

和多尺度评估模型，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

变化人口与经济系统风险评估模式。提高和完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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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变化人口与经济系统风险评估模型与模式研究能

力。具体研究内容包括:

( 1) 气候平均状态变化和极端值变化对人口影

响风险评估模型

模拟研究人口迁移特征，对比降水、温度平均状

态的变化规律，构建气候变化人口迁移驱动因素的

概念模型，揭示全球气候要素平均变化与人口迁移

之间的关系。研究台风、水、旱、热浪等灾害对人口

伤亡的影响，研究全球气候要素极端变化背景下人

口迁移、伤亡的风险评估方法与模型。
( 2) 气候平均状态变化和极端值变化对经济影

响的风险评估模型

建立一套全球、国家、地区不同尺度下典型基础

设施风险模型，研究全球变暖所导致的海平面上升

以及台风、暴雨、大风等灾害对典型基础设施和多个

基础设施系统的破坏和影响方式，量化评估基础设

施的动态风险与系统风险。构建资本存量作为经济

暴露度表征指标的直接损失评估模型; 构建气候变

化对主要农作物产量影响评估模型; 从而建立气候

变化对经济影响评估模型，揭示灾害的经济影响在

未来不同情景下的变化特征，评估未来全球变化可

能造成的经济影响。
( 3) 全球变化对人口与经济影响的风险评估模

式集成

利用软件系统集成技术等对风险评估模型进行

集成，构建统一入口管理、统一系统框架、可扩充并

具高兼容性、以评估全过程成果数据集聚与服务为

核心内容的集成方式，集全球多区域风险评估模型

与多尺度风险评估模型，形成全球变化人口与经济

系统风险评估模式，为动态评估全球变化人口与经

济系统风险提供工具。
4． 4 全球变化人口与经济系统风险全球定量评估

研究

改进和完善全球变化人口风险( 伤亡、受灾风

险) 与经济系统风险( 主要农作物减产、交通基础设

施损害、国内生产总值减少等) 评估数据的空间分

辨率，并集成其数据库平台，定量评估不同 ＲCPs 和

SSPs 情景下，全球中高分辨率，近期、中期全球变化

人口与经济系统风险，编制全球和区域尺度全球变

化人口与经济系统风险地图集; 通过多方法集成、量
化气候变化和人口与经济系统变化对全球变化人口

与经济系统风险的相对贡献率。提高全球变化人口

与经济系统风险全球定量评估能力与水平。具体研

究内容包括:

( 1) 全球变化人口与经济系统风险评估数据库

建立全球变化人口与经济系统风险评估数据平

台，集成全球尺度中分辨率、热点区高分辨率全球变

化人口与经济系统风险定量评估数据库系统，利用

云数据管理技术，实现数据的在线交互和自由交换

共享服务。具体数据类型包括: 全球地形、地貌、水
系等环境数据，温度、降水和风等气候要素数据，人

口、经济、农业、城市化、土地利用、道路等承灾体数

据，历史台风、水灾、干旱和热害等气象灾害的灾情

数据，国家单元、可比地理单元和网格单元等区域的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以及未来近期、中期不同情景，

全球尺度的温度、降水和风等气候变化要素数据，人

口与经济系统等气候变化影响对象数据等。
( 2) 全球变化人口与经济系统风险定量评估与

制图

定量评估不同情景( ＲCPs 和 SSPs) 下，全球尺

度中分辨率、热点区高分辨率，近期、中期气候均值、
波动和极端值变化引起的人口风险( 伤亡、受灾风

险) 与经济系统风险( 主要农作物减产、交通基础设

施损害、国内生产总值减少等) ，编制全球和区域变

化人口与经济系统风险地图集。在大数据采集与云

数据管理技术支持下，设计满足动态交互需求的数

字地图展示平台，图解全球变化人口与经济系统风

险评估结果。
( 3) 量化气候变化和人口与经济系统变化对全

球变化风险的相对贡献水平

基于统计、机器学习与模拟仿真等相对贡献率

分析方法，从网络化风险的视角发展全新的、基于复

杂网络理论的相对贡献率分析方法。利用统计、仿
真等多种方法量化气候变化和人口与经济变化的相

对贡献率。

5 预期效益

项目针对气候变化对人口与经济系统的危险机

理和成害过程的学术成果将为全球变化风险机理与

评估研究领域做出重要贡献，以显著提升中国全球

变化风险研究的竞争和国际地位。项目预期形成的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变化人口与经济系统脆弱

性评估模型体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变化人

口与经济系统风险评估集成模式、全球变化人口与

经济系统风险评估数据库系统等成果，可有力支撑

大数据集成分析技术体系研发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地球系统模型研制工作。项目预期形成的全球变

化人口与经济系统风险地图集、风险防范咨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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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将为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及国际气候谈判，以

及国际 减 轻 灾 害 风 险 战 略 框 架 的 实 施 提 供 科 学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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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obal climate change featured with warming has created serious challenge to world sustainable de-
velopment and human security．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sensu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 assess global
change risk at the global scale and carry out tailored governance and risk-based adaptation． National Key Ｒ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Study on global chang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system risk forming mechanism and
assessment”aims at quantitatively predicting future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system ex-
posure and vulnerability change，developing global chang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system risk assessment model
based on complex system dynamics，synthesizing risk assessment model with proprietar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ssess global chang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system risk of the near and mid future at the global scale，and compi-
ling the atlas of global chang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system risk． The outcomes intend to serve the participation
of global risk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climate negotiation，and to provide scientific support to the implementa-
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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