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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变化与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研究


史培军１，３，李　宁２，３，叶　谦１，３，

董文杰１，韩国义１，３，方伟华１，３

（１．北京师范大学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２．北京师范大学环境演变与自然灾害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３．民政部／教育部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加深理解全球环境变化对可更新资源保障能力和灾害发生频率、强
度和时空格局的影响。近年来发生在世界各国的巨灾造成了严重的灾情，如２００８年中国南方的冰
冻雨雪灾害，２００７年孟加拉国的台风灾害，２００５年的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等。加强对全球环境变化
背景下的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研究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为此，在 ＣＮＣ
ＩＨＤＰ的领导下，ＣＮＣＩＨＤＰＲＧ工作组向 ＩＨＤＰ提出了开展全球环境变化与综合风险防范研究的
建议。经过２年多的努力，作为ＩＨＤＰ新一轮国际性核心科学计划—综合风险防范（ＩＨＤＰＩＲＧ）已
经得到ＩＨＤＰＳＣ的认可，即将于２００９年４月在德国波恩ＩＨＤＰ科学大会期间正式宣布启动。该核
心计划为从事风险研究、管理和具体实践方面的全球顶级专家和组织搭建交流平台，并引导未来国

际综合风险防范研究从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科学、技术与管理问题入手，通过案例对比，以多学科

角度，对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创新性研究，以推动全球综合减灾实践的深入发展。

ＣＮＣＩＨＤＰＲＧ作为这一核心科学计划的倡议、发起和主要组织者，通过该计划的成功实施，不但可
以在国际上充分展现我国综合灾害风险研究领域的成果，更将有助于大幅度提升中国在全球环境

变化研究中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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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开展全球环境变化背景下的综合灾
害风险防范研究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各类巨灾在全球范围频繁出现。如

２００８年初中国南方发生的特大冰暴、２００５年给美国
新奥尔良市造成毁灭性打击的的卡特里娜飓风和

２００３年席卷欧洲的热浪。据世界银行［１］统计，从

１９８４—２００３年期间，在发展中国家就有超出了 ４０
亿人受各类自然灾害影响，而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１０年

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也超过了 １９５０—１９５９
年的 １５倍。比利时流行病与灾害研究中心
（ＣＲＥＤ）的全球灾害数据（ＥＭＤＡＴ），以及来自瑞
士再保险公司（ＳｗｉｓｓＲｅ）和慕尼黑再保险公司（Ｍｕ
ｎｉｃｈＲｅ）的历史灾害数据均表明，在过去２０年间，
灾害发生频率呈上升趋势［２］。全球范围内，从１９８８
年到２００６年，洪水和风暴每年增加了大约７％，在
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７年则平均增长了８％，这些自然灾害
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也相应增加。据

２００６年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报告［３］显示，灾害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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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损失从２０世纪６０～９０年代在快速增长。在
发展中国家，灾害损失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超出国民

生产总值的３％，并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而自然
灾害所造成的人员死亡也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如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全球由自然灾害造成的８８００００的人
口死亡中，９０％是在发展中国家［４］。上面所列举的

大规模灾害都具有一个共性，即通过灾害链的传递

与放大，其影响与防范均远远超出直接受灾地区。

这一现象的出现，要求全面审视全球范围社会—生

态系统对风险的应对能力，遂将全球化时代全球环

境变化背景下的风险，特别是巨灾风险的综合防范

摆在了国际科学界风险分析研究的核心与前沿领域。

受灾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社会经济的安全稳定发展期

待风险防范研究能够尽快有新的突破，这些突破将包

括新的概念、新的理论、新的技术和新的管理模式。

作为一门直接服务于社会和经济安全的科学，灾害风

险科学的研究更是要牢固树立必须使研究成果能够

及时有效地应用于实际风险防范中的理念。

鉴于开展此项研究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中

国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国家委员会（ＣＮＣＩＨＤＰ）
迅速开展了相应的工作。２００６年 １１月上旬，借
ＩＨＤＰ科学委员会在北京组织中国区域研讨会
（ＩＨＤＰ Ｃｈｉｎ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
ｖｏｍｂｅｒ，５～７，２００６）之际，由 ＣＮＣＩＨＤＰ主席刘燕
华、秘书长葛全胜代表 ＣＮＣＩＨＤＰ正式向 ＩＨＤＰ科
学委员会主席ＯｒａｎＹｏｕｎｇ教授，提出建立 ＩＨＤＰ综
合风险防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Ｒｉｓｋ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ａｃｅＩＲＧ）核心
科学计划的建议。在北京 ＩＨＤＰ中国区域研讨会
上，ＣＮＣＩＨＤＰ／ＲＧ工作组组长史培军在总结介绍中
国综合灾害风险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建

立国际综合风险管理核心科学计划的基本框架。

ＩＨＤＰ科学委员会在表达对设立该新的核心科学计
划的极大兴趣的同时，也提出了具体要求。ＩＨＤＰ科
学委员会主席ＯｒａｎＹｏｕｎｇ特别明确指出，新的核心
科学计划设置要突出体现全球环境变化与风险防范

的关系，要与已有的核心科学计划有明显的区别，在

显示多学科参与等科学研究方面特色的同时，要为

实现联合国千年目标做出贡献。在 ＩＨＤＰ科学委员
会的协调组织下，成立了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培军教

授和德国波士坦气候影响研究所 ＣａｒｌｏＪａｅｇｅｒ教授
任联合主席，由中外３０名专家组成的“综合风险防
范科学计划”工作组。该工作组在过去的２年多时
间里，在美国、中国和德国组织了多次研讨会和报告

编写会，最终在２００８年９月按期完成了“综合风险

防范”核心科学计划书（初步版）。在２００８年１０月
印度新德里召开的 ＩＨＤＰ科学委员会上，该计划书
（初步版）获得通过。目前，该计划正在做最后的完

善，将在２００９年４月德国 ＩＨＤＰ科学大会上正式公
布。

开展全球环境变化条件下的综合灾害风险研

究，不仅对防范巨灾风险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而且对

发展地球系统科学，促进区域和全世界可持续发展

也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为此，迫切要求我们

必须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重新审视国际减灾战略，

即从单一灾害风险防范到综合灾害风险防范；从减

轻灾害风险到转移灾害风险，从区域灾害风险防范

到全球灾害风险防范。通过对风险的控制、减轻、转

移和适应等多种综合灾害风险防范技术，促进主要

高风险行业和地区的综合灾害风险防范体系的建

设，进而支撑区域可持续发展，以实现人、自然、社会

三者之间和谐发展的目的。因此，通过建立综合灾

害风险防范的国际合作项目，优化整合国际相关力

量，加强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国际科学合作研究，探

讨全球环境变化背景下各类灾害风险的形成机制，

寻找防范和适应性对策，对加深理解全球环境变化

对人类的影响，实现科学发展，不仅对中国，而且对

世界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建立均有着极为重要的

意义。

２　国际开展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研究的
进展

综合风险防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Ｒｉｓｋ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ＲＧ）研究与减灾、应急响应与风险管理实践密切相
关。自２０世纪第４２届联合国大会（１９８７年１２月
１１日）宣布从１９９０年开始的２０世纪的最后十年定
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ｃａｄｅ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ＤＮＤＲ）”以来，世界各国
的科学家、商业界和政界人士，以及相关的政府和非

政府组织，从不同的角度开展了一系列的涉及综合

灾害风险管理的科学研究，并组织实施了一系列的

综合减灾和灾害风险防范工程。

２．１　强调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能力建设
过去的十多年来，国际发达国家在风险研究和

风险管理的具体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许多学

者［５～１６］和研究机构以及国际组织［１７～２１］（ＩＣＳＵ，ＩＳ
ＤＲ，ＮＲＣ，ＯＥＣ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ＵＮＤＰ）从各个
不同角度，对这些年所开展的灾害风险研究进展进

行了总结，为进一步开展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研究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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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在快速和日益高度全

球化的今天，传统风险的衍生动态与影响路径在改

变，同时新的风险又不断涌现，挑战人类应对能力的

极限。从冷战期间的核威慑，到今天的计算机网络

黑客，纳米技术，次贷危机，以及全球气候变化，这些

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潜在风险，一

旦发生，都将远远超出目前社会的防范能力。而地

球自然环境系统的一些突发事件，如地震、海啸、热

带飓风等的出现，在许多情况下，也会造成人类社会

高度震荡。为更好地应对巨灾所造成的风险，联合

国曾先后在日本的横滨（１９９４年）和神户（２００５年）
召开过两次世界减灾大会，发表了横滨宣言和神户

宣言。前一宣言的目标是建设一个让世界更安全的

２１世纪，强调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促使联合
国减灾十年目标的实现（ＩＤＮＤＲ）；后一个宣言是在
前一个战略与行动执行评价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

了促进全世界可持续发展与减轻灾害风险的关系，

号召联合国各成员国，要高度关注因全球环境变化

可能引发的各种灾害风险的频发与加剧，以及由此

对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带来的巨大障碍，高度

重视加强国家和社区的抗灾能力。

在联合国实现减灾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中（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ＳＤＲ），
明确提出了必须建立与风险共存的社会体系，强调

从提高社区抵抗风险的能力入手，促进区城可持续

发展［１８］（ＵＮＩＳＤＲ，２００４）。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强
调发展与加强综合风险防范显得尤为重要。受全球

环境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全球变暖的影响，一些小岛

国，以及沿海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对灾害风险的

脆弱性比较大，灾后恢复能力与适应灾害的能力又

比较弱，从而使其承受的全球环境变化的风险更加

严峻。因此，在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中，把发

展综合风险防范的科学与技术，减轻各种灾害的影

响，提高应对各种灾害风险的能力作为保证人类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的措施。２００５年在德国
波恩举办的第六次 ＩＨＤＰ开放科学会议的主题中，
把全球安全作为大会讨论的主题，从多个方面探讨

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减轻灾害风险的政策、经济、社会

与技术途径。２００６和２００８年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
国际减灾大会，也围绕着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与减

轻灾害风险的核心议题，特别强调把生态系统的恢

复与重建作为国家和地区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以

此从宏观尺度上缓解各种灾害风险的加剧，减少灾

害风险的发生频率。

２．２　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暖可能造成的巨灾风险
越来越多的观测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将导致天

气和气候异常频率增加，进而加剧灾害风险，特别是

巨灾风险的发生［２２］。ＩＰＣＣ在其第四次评估报告明
确指出，全球变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不仅是广泛的，

而且也是深刻的，所产生的这些影响，诸如气候异

常、灾害性天气现象的频发（包括干旱频率与范围

的扩大，暴雨频次的增加，以及部分地区强热带气旋

频率的增加等等），足以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乃至整个地球生命系统造成巨大的风险［２３］。

全球气候变暖这一基本事实，不论其自然或人

类作用的贡献各占到多大的份额，或未来变化的趋

势是继续持续下去，还是发生方向性的转折，都是各

级政府政策制定者、各类生产者，以及科学家们在制

定应对巨灾风险的对策时，要必须加以高度关注的。

其中，尤以全球变暖对巨灾风险增加所可能产生的

贡献更是关注的重点。如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的异

常天气和气候的频繁发生，可以在全球范围造成一

些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使生产事故风险加

大。一些缺少电力的地区，由于夏季高温，使室内空

调用电明显增加，结果导致电力负荷超标，出现电网

断连事故，引起一系列的生产事故。近年来，这一现

象在中国的广大东部地区，诸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

角洲、京津唐地区时常出现。近年来欧洲地区冬季强

降雪天气的增加，在使交通灾害风险加大的同时，还

使一些地区电网受损，导致影响正常供电，进一步扩

大了灾害风险。２００８年初发生在中国南方的冰冻雨
雪灾害，先是造成这一地区大面积电网破坏，进而引

发了一场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百年不遇的巨灾。

全球变暖还使地球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受到影

响，一些初步观测结果表明，近年来大范围传染病的

发生，诸如ＳＡＲＳ，禽流感等，均与全球生态系统的健
康状况不佳，特别是生物多样性受损有密切关系。

对巨灾风险致灾背景的新认识，对于揭示全球环境

变化与全球风险增加之间的产生机制和演变过程，

对制定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对策都有着极为重要的

价值。

２．３　密切关注全球化可能造成的巨灾风险时空转移
全球化作为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

年来由于在 ＷＴＯ等经济和贸易组织的推动下，其
进程明显加快，其中人口数量占世界比例最大的中

国和印度，已成为加快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全

球化的加快发展，通过贸易、金融、科技等途径，使得

各种风险在空间上的扩散明显加强［１］，而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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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信、数字化多媒体技术等新信息技术的快速

发展，又为各类风险的快速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

以中国为例，加入 ＷＴＯ以来，经济比较发达的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包括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

京津唐等地区都显示出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并出

现了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高的产业聚集区。在

ＷＴＯ框架的推动下，不但一些重要的战略物资，诸
如石油等能源与矿产资源在世界各国和地区加快流

动，而且各种金融产品的交易量也呈数量级上升，这

些交流的快速增长，使各种风险在空间上的传播加

速，影响范围也明显扩大。国外一些研究指出［２４］，

世界上一些高风险区的形成，不仅与自然致灾因子

在这些地区频发有关，还与这些地区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过程中的国际化水平相关。受２００８年度美国
次贷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

等对外贸易依存度高的沿海地区，出口加工贸易经

济困难重重，几近崩溃，所面临的风险明显加剧也充

分证明了这一点。

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推销形式多样的灾害保

险和再保险业务，也使灾害风险造成的影响区域明

显扩大。如瑞士再保险公司和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等

国际再保险公司，近年相继在中国获准开办再保险

业务。以及一些国际直接保险与保险经纪公司也被

允许在中国开办保险业务，这些都使得中国的各类

风险通过国际保险与再保险企业转移到世界各地。

国际保险和再保险公司在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

过程中，既获得了中国保险和再保险市场的份额，同

时也承担了来自中国的各种风险责任。这些情况都

表明，对灾害风险的管理已经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和

技术问题，还与经济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国际贸易

紧密相关。

２．４　国际科学联盟（ＩＣＳＵ）高度关注灾害风险的综
合研究

国际科学联盟（ＩＣＳＵ）于２００８年正式提出了一
个关于灾害风险综合研究的科学计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ｉｓｋ，ＩＲＤＲ），关注自然和人为
的环境灾害风险。该计划的目标为：对致灾因子、脆

弱性和风险的理解，即风险源的识别，致灾因子预

报，风险评估和风险的动态模拟；理解复杂而变化的

风险背景下的决策，即识别相关联的决策系统及其

之间的相互作用、理解环境灾害背景下的决策和提

高决策行为的质量；通过基于知识的行动减轻风险

和控制损失，即脆弱性评估和寻求减轻风险的有效

途径。该计划强调，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重视能力的

建设，即：编制灾害地图的能力，应对不同灾害种类

的不同减灾水平的能力，持续改进设防水平的能力。

与此同时，重视案例研究和示范，以及灾害风险评

价、数据管理和监测，特别重视应用地方行动评价全

球和利用全球行动评价地方的技术路线。ＩＣＳＵ在
提出这一科学计划时强调，灾害影响的全球性、社

会—人文因素在灾害风险形成中的作用、全球环境

变化对灾害风险形成的作用。并从科学角度阐述了

该研究计划的着眼点，即集中在风险和减轻灾害风

险，需要对各种灾害（链）进行多学科、多尺度的综

合探讨，重视数据、信息服务能力建设和共享在该计

划中的重要性。

３　ＩＨＤＰＩＲＧ的目标、科学问题、研究
内容与技术路线

３．１　ＩＨＤＰＩＲＧ的研究目标
基于全球环境变化的大背景，在充分理解地方

或区域社会—生态系统（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动态变化
的基础上，揭示风险，特别是巨灾风险形成机制的动

态过程；通过全球范围典型案例之间的比较分析，寻

求缓解超过目前应对巨灾风险能力的巨灾“转入与

转出”（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ｏｕｔ）的防范模式，
完善防范巨灾风险的各种模型和模拟工具，建立满

足可持续发展需要的综合灾害风险科学体系。

３．２　ＩＨＤＰＩＲＧ的主要科学问题
ＩＨＤＰＩＲＧ所面临的主要科学问题包括科学、技

术和管理三大类问题。ＩＨＤＰＩＲＧ所关注的风险包
括自然灾害风险、与健康相关的风险（公共卫生与

食品安全）和与社会经济与技术相关的风险（社会

安全风险），较少关注影响时空尺度较小的生产事

故风险。

从科学角度，ＩＨＤＰＩＲＧ主要关注在不同时空尺
度上气候变化与各类自然环境灾害发生的内在联系

是什么？在应对巨灾风险时如何确定不同行为和政

策“实施”与“终止”的临界值域？灾害风险不同状

态“进入”与“转出”转变的主要动态模式是什么？

在灾害风险不同状态“进入”与“转出”模式中相关

责任者的具体行为是什么？如何评价机构或机制应

对风险的能力？

从技术角度，ＩＨＤＰＩＲＧ主要关注对不同的风险
该如何进行客观而精确的测量？灾害链风险评价的

模型该如何改进？灾害风险情景模拟的工具如何改

善？巨灾风险应急响应的信息如何保障？巨灾风险

转移的金融措施如何完备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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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理角度，ＩＨＤＰＩＲＧ主要关注什么样的政
治—经济制度有利于防范风险？不同的文化背景在

防范风险中的特点是什么？什么样的合作机制有利

于防范风险和应急响应？政府、企业与公众应如何

进行风险分担？如何改进防范风险的国家和国际标

准？如何提高机构应对巨灾风险的管理水平？

３．３　ＩＨＤＰＩＲＧ的主要研究内容
针对ＩＨＤＰＩＲＧ的研究目标和科学问题，ＩＨＤＰ

ＩＲＧ计划提出了以下一些主要研究内容：
３．３．１　巨灾风险的形成机理、过程与动力学

在充分理解全球环境变化对各种巨灾风险影响

的大背景下，揭示全球或区域社会 －生态系统与各
种主要致灾因子相互作用的机理，阐明巨灾风险演

变的时空过程，建立可用于对巨灾风险进行情景模

拟的动力学模型。加深理解一些对全球造成深广影

响的巨灾风险链，特别是那些超过目前人类应对能

力的潜在且极为复杂的灾害风险，诸如全球性的金

融危机、传染性疾病（如大流感、ＳＡＲＳ等）、与全球
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等。

３．３．２　巨灾风险“进入”和“转出”的转型机制
在充分理解巨灾风险在全球或区域社会—生态

系统中的各种表现行为的基础上，捕捉巨灾风险孕

育的各种信号，厘定巨灾风险“进入”和“转出”在不

同尺度的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临界值域，整合并优

化防范巨灾风险的备灾、应急和恢复与重建措施，建

立巨灾风险防范预案的数字化评估系统。特别要加

深理解不同尺度的社会—生态系统对巨灾的敏感性

与脆弱性的机制，以及改进社会—生态系统对巨灾

的恢复性与适应性的措施。

３．３．３　巨灾风险评价模型与模拟
针对巨灾风险发生的极小概率的特性，通过历

史比较和情景模拟的方法，完善巨灾快速损失评估

与直接经济损失评估模型，加强巨灾间接损失估计

模型的开发，建立巨灾对全球或区域影响评价的模

拟系统。特别要发展对巨灾灾害链风险的评估指标

体系和模型与模拟系统，建立全球和区域巨灾风险

网络信息系统，改进和提高全球或区域巨灾风险地

图的编制能力和巨灾风险信息的服务与传播能力，

发展类似“谷歌地球”（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的“风险地球”
（ＲｉｓｋＥａｒｔｈ）网络。
３．３．４　巨灾应对的案例比较与范式

选择近年在全球发生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巨灾

案例，如 ２００８年的中国南方冰冻雨雪灾害、汶川
５·１２地震，２００５年的美国卡特里娜飓风，２００４年的

印度洋地震海啸，２００３年的欧洲热浪，１９９５年的日
本神户地震，以及２００８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
金融危机，非洲干旱及粮食危机，全球粮食危机与禽

流感等，开展巨灾应对的案例比较研究。在充分分

析这些巨灾发生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生态系统结构

与功能的基础上，建立全球巨灾风险防范的案例比

较数据平台，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是如何通过应对

巨灾风险，“进入”和“转出”巨灾风险系统的，评价

其应对巨灾风险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并推荐应对巨

灾风险的政策建议，总结巨灾风险防范模式。

上述４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可以简述为：一是理
解巨灾风险；二是揭示巨灾风险“进出”机制；三是

建立巨灾风险模型与模拟平台；四是比较巨灾风险

应对案例。

３．４　ＩＨＤＰＩＲＧ研究的策略（对策与技术思路）
３．４．１　聚焦“社会—生态系统”

在ＩＨＤＰ发展策略的大框架下开展 ＩＨＤＰＩＲＧ
研究，必须始终体现学科间的大跨度交叉和深化理

解全球环境变化过程中的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用

力。这就要求开展 ＩＨＤＰＩＲＧ研究，必须深刻认识
到如何理解过去、今天和明天的全球和区域的社

会—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动态变化过程，即我们传

统所指的人—地系统。

３．４．２　领会“进与出的转型”
在ＩＨＤＰＩＲＧ研究领域，必须认识到巨灾风险

系统在时空上的随机性和应对巨灾风险的临界值

域。这就要求开展巨灾风险防范研究，必须深刻认

识到在一个不同尺度上的社会—生态系统中，巨灾

风险是如何孕育而成的？又是如何从这一系统中转

移出去的，即我们所称谓的巨灾风险系统之“开关”

临界值域之转型过程。

３．４．３　发挥模型与模拟的作用
在ＩＨＤＰＩＲＧ研究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到巨

灾风险系统的复杂性，充分发挥现代非线性科学在

改进复杂系统模型建立中的作用，并在充分案例实

证分析和概念模型优化的基础上，发展用于防范巨

灾风险的各种定量数值模型，充分发挥情景仿真在

巨灾风险防范中的功能，完善对巨灾风险系统的评

估和应对巨灾能力的评价工具。

３．４．４　反思应对巨灾风险的“经验与教训”
在ＩＨＤＰＩＲＧ研究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发生

在世界各地的巨灾风险应对的案例，从人类应对这

些极为罕见的巨灾风险过程中，挖掘人类的智慧，总

结经验和教训，梳理那些可以改进人类应对巨灾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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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成功之举，逐渐完善人类与风险共存的可持续

发展之策略和行动。

３．４．５　建立有效的国际协作网络
在ＩＨＤＰＩＲＧ研究过程中，必须充分利用 ＩＨＤＰ

已经形成的研究与交流网络，并与已形成的综合风

险研究团体和组织紧密协作，如ＩＩＡＳＡＤＰＲＩ专家团
队，ＩＲＧＣ专家团队，ＯＥＣＤ巨灾风险金融管理专家
团队，以及 ＩＣＳＵＩＲＤＲ专家团队等。为此，要充分
利用现代网络系统，建立信息与知识交流平台，多方

位、多层次地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

４　中国巨灾风险防范研究现状与对策
４．１　中国巨灾风险防范研究现状

中国巨灾风险防范研究与国际同步，在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得到了

迅速的发展。２００８年我国南方冰冻雨雪灾害和汶
川地震发生后，国家减灾委和科技部迅速组织有关

部门的专家，积极响应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号召，通过

各种方式参与应对巨灾风险的工作。与此同时，由

国家减灾委、民政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和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ＵＮ／ＩＳＤＲ）主办，民政部、国
家减灾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民政部／教育部减灾与应
急管理研究院等承办的“巨灾风险管理高层研讨

会”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７～２８日在北京召开。本次研
讨会围绕巨灾金融管理中的政策和策略，针对巨灾

减灾策略与风险转移手段的公私合伙模式，、基于巨

灾金融管理的风险评估、减灾策略及应急反应，综合

减灾与巨灾风险管理等关键论题展开了系统的讨

论。这次会议对促进中国巨灾风险防范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国家科技部通过科技支撑计划资助了关于

中国巨灾风险防范的研究，重点探讨由于自然致灾

因子（强烈地震、台风和暴雨、洪涝灾害等）引发的

巨灾风险防范中的重大科技问题，诸如巨灾形成机

理、巨灾发生与发展过程和动力学，巨灾风险转移措

施，巨灾风险防范模式等。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下，通过组织国际合作项目，揭示全球环境变化和

全球化背景下的巨灾形成与扩散过程，反思世界各

国应对巨灾的经验和教训，为完善我国应对巨灾的

体制、机制和法制提供借鉴。

４．２　中国巨灾风险防范研究对策
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

重视防范巨灾风险的研究工作，科技部组织有关专

家正积极编制“国家防灾减灾规划”。针对我国巨

灾风险防范研究现状及国家防范巨灾风险的需要，

拟从下列３个方面加强我国巨灾风险防范的研究。
４．２．１　巨灾风险防范的重大科学问题

从多学科集成分析的角度，加深理解全球环境

变化背景下的巨灾风险形成与变化。为此，需深入

研究：在全球开放系统下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过程

与灾害风险形成机制；全球变暖背景下的世界灾害

风险发展趋向及其时空格局的变化趋势；全球环境

变化与自然巨灾风险时空的可预报性；全球环境变

化与生态灾难风险时空变化的可预报性；全球化进

程与巨灾风险在全球的传播与扩散机制；巨灾发生

后对区域乃至全球化的影响和反馈机制。

４．２．２　巨灾风险防范的重大技术问题
从样本完备的程度（大样本、小样本及不完备

样本）筛选并开发新一代综合风险评价的模型，并

建立不同情景下的区域巨灾风险的模拟系统。为

此，需深入研究：考虑时空尺度不同和成因机制各异

条件下的巨灾风险评价模型体系；不同成因机制条

件下，巨灾风险模型的尺度转换问题；在小样本和不

完备样本条件下，巨灾风险脆弱性、恢复性评价模

型，以及区域综合巨灾风险模型的改进问题；区域综

合巨灾风险社会脆弱性评价模型的开发问题。

４．２．３　巨灾风险防范的重大管理问题
从研究到实践的角度，全面改进、缓解巨灾风险

影响，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巨灾风险防范模

式的建立。为此，需深入研究：全球环境变化背景下

的适应各种巨灾风险的制度设计；适应不同区域防

范各类巨灾风险的标准体系；区域与全球巨灾风险

防范模式；区域防范巨灾风险经验的总结与推广应

用；考虑不同情景（时空尺度不同、成因机制不同、

承灾体脆弱性与恢复性差别突出等）下的区域巨灾

风险模拟及高风险区划分。

４．２．４　巨灾风险有效转移途径的重大问题
从学科交叉的角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

人文科学与技术科学等），加深探求巨灾风险转移

途径。为此，需深入研究：防范全球环境变化引起的

巨灾风险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缓解不同时空尺度、

成因机制各异的巨灾风险技术；企业与社区安全建

设与巨灾风险管理体系；推进巨灾风险保险与再保

险的体制与机制；完善巨灾应急与救助体系的制度

设计与技术开发；推进与改进巨灾风险应急响应志

愿服务体系的组织体制；推进与改进巨灾风险教育

公共财政支持体系的机制。

５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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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势在必行。ＩＨＤＰＩＲＧ核心科学项目的启动，以及
ＩＣＳＵＩＲＤＲ计划的实施，将大大推动人类对巨灾风
险的认识，以及防范巨灾风险的对策制定。我国是

巨灾风险影响突出的国家之一，为了促进国家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强巨灾风险防范的科学、技

术、管理及转移途径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利于我国，

还将受益于世界。

致谢：本文的完成得到 ＣＮＣＩＨＤＰ主席刘燕华
研究员，秘书长葛全胜研究员的大力支持和指导，还

得到 ＩＨＤＰＩＲＧ科学规划专家组成员，特别是该专
家组合作主席ＣａｒｌｏＪａｃｇｅｒ教授的指导和帮助，在此
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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