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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者曾分别于 1991, 1995和 2001年发表了关于灾害研究理论与实践的 3篇文章 ,对灾害系统

的性质、动力学机制等进行了探讨。本文在前 3篇文章的基础上 ,从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角度 ,完善

了灾害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体系 ,论证了灾情形成过程中恢复力的作用机制 ,分析了区域开发与安全建

设的互馈关系 ,构建了区域综合减灾的行政管理体系 ,提出了由政府、企业与社区构成的区域综合减

灾范式。研究结果表明 ,区域灾情形成过程中 ,脆弱性与恢复力有着明显的区别 ,脆弱性是区域灾害

系统中致灾因子、承灾体和孕灾环境综合作用过程的状态量 ,它主要取决于区域的经济发达程度与社

区安全建设水平 ;恢复力则是灾害发生后 ,区域恢复、重建及安全建设与区域发展相互作用的动态量 ,

它主要取决于区域综合灾害风险行政管理能力、政府与企业投入和社会援助水平。区域安全水平与

土地利用的时空格局和产业结构关系密切 ,通过划定区域高风险“红线区 ”的办法 ,调整土地利用时

空格局和产业结构 ,有利于建立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减灾范式。针对区域自然灾害系统存在着相

互作用、互为因果的灾害链规律 ,以及灾害系统所具有的结构与功能特征 ,完善由纵向、横向和政策协

调共同组成的一个“三维矩阵式 ”的区域综合减灾行政管理体系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

区全面参与的区域综合减灾范式。以此促进在发展中提高区域减灾能力 ,并在一定安全水平下 ,建设

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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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d practice on d isa ster system research in a fourth ti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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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published 3 papers on theory and p ractice of disaster research in 1991, 1995, and 2001. In

these papers, the author discussed nature and dynam ic mechanism of disaster system. Based on these 3 papers, this

paper ameliorates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system of disaster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e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and discusses functioning mechanism of resilience in the disaster p rocess, then analyzes the feedback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construction, finally establishes a risk governance mode for

integrated regional disaster reduction. In this mode, the author puts forwards an integrated regional disaster reduc2
tion paradigm which involves governments, enterp rises, and communities.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in the form ing p rocess of disaster loss. Vulnerability is a state variable of regional disas2
ter system, it is decided by the recip rocity among hazard, hazard affected bodies, and hazard2formative envir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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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mainly depends on regional economy and security construction. W hile resilience is the state variable for re2
gional recovery, reconstruction after the disaster, it relies on risk governance ability of integrated disaster, invest of

governments and enterp rises, and societal succor. Regional security level ha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patiotem2
poral pattern of land us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So the adjustment of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land use and indus2
trial structure, such as establishment of red line areas———high risk areas, is a p rom ising measure to help the estab2
lishment of sustainable integrated disaster reduction paradigm. Considering the interaction rule in disaster chain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disaster system, the integrated regional disaster reduction paradigm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is a three2dimensional system , which includes vertical, horizontal, and institutional har2
monization. In order to imp rove the regional disaster reduction ability i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 rocess, and fi2
nally fav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paradigm is guided by governments, operated by enterp rises, and partici2
pated by communities.

Key words: disaster system; structure and function; resilience; integrated disaster reduction paradigm

开展对区域灾害系统的综合研究 ,是当前开展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研究任务 [ 1 ]
,亦是建

立区域综合风险管理体系的科学基础 [ 2 ]。因此 ,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作者曾先后就灾害研究理论与实

践发表了三篇论文 [ 3～5 ] ,对灾害系统的性质、动力学机制等进行了阐述 ,提出了区域灾害系统是由孕灾环境、

致灾因子、承灾体共同形成的地表异变系统 ,这一系统具有其特有的因突变致灾因子形成的动力学机制 ,因

渐变致灾因子形成的生态学机制 ,以及由灾害群聚和灾害链发共同组成的区域灾害系统的格局与过程 ;与此

同时 [ 3 ]
,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还阐述了区域灾害系统的风险性、脆弱性与不稳定性之间相互作用而共同构成

的灾情形成的动力学过程 [ 4, 5 ]。本文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阐述了区域灾害系统所具有的由孕灾环境、致灾因

子、承灾体复合组成的区域灾害系统的结构体系 ,由孕灾环境稳定性、致灾因子风险性、承灾体脆弱性形成的

区域灾害系统的功能体系。并从脆弱性与恢复力的角度 ,论证了区域综合减灾范式的结构与功能体系 ,并试

图通过协调区域资源开发和安全建设 ,完善区域综合减灾体系 ,以确保区域可持续发展。

1　区域灾害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体系

图 1 灾害系统的结构体系

Fig. 1　Structure system of disaster system

由孕灾环境 ( E)、致灾因子 (H)、承灾体 (S )复合组成了区域灾害系

统 (D )的结构体系 (DS ) (图 1) ,即 DS = E∩H∩S (史培军 , 1991) ,这一

结构体系与 M ileti
[ 6 ]提出的灾害系统的结构体系有一定的相似性 ,不同

的是作者所提出的灾害系统的结构体系 ,强调把致灾因子与孕灾环境

分开来 ,而 M ileti的体系是将这二者均归为环境体系 ;此外 ,作者所提出

的结构体系强调把承灾体概括为一个完成的子系统 ,而 M ileti强调把人

类系统与其形成的结构体系分成两个部分。这一结构体系还与 Oka2
da

[ 7 ]提出的灾害系统的“塔 ”结构体系也有一定的相似性 ,不同的只是

Okada的结构体系强调各要素的等级关系 ,而作者提出的结构体系强调

系统中各要素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由孕灾环境稳定性 (S )、致灾因子风险性 ( R )和承灾体脆弱性 (V )

共同构成了区域灾害系统的功能体系 (D f ) (图 2)。这一功能体系与

Burton等 [ 8 ]提出的灾害系统的适应功能与调整功能有一定的差别 , Burton等更强调承灾体在这一系统中的

功能 ,而作者则强调系统各要素间所具有的相互作用机制这一不可替代的功能。此外 ,这一功能体系与

W isner
[ 9 ]提出的灾害系统的累进与释放功能也有一定的一致性 ,但是 W isner更强调致灾因子与承灾体在灾

害系统中的相互作用 ,而作者视致灾因子、承灾体与孕灾环境在灾害系统中的作用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即在

一个特定的孕灾环境条件下 ,致灾因子与承灾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功能集中体现在区域灾害系统中致灾因子

风险性 (R )与承灾体脆弱性 (V )和恢复性 (R i )之间的相互转换机制 (D ft )方面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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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灾害系统的功能体系

Fig. 2　Function system of disaster system

图 3 灾害系统功能间的转换体系

Fig. 3　Transition mechanism among

functions of disaster system

2　区域灾害系统理论框架

　　对区域灾害系统形成与演变规律的认识 ,一直是对灾害系统整体行为综合理解的关键。作者基于近年

的研究实践 ,提出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 ,即 :灾害系统的分类体系、灾害链、灾害评估、形成过程、动力学及

减灾模式等。

基于灾害形成的驱动因素 ,作者把灾害系统划分为 3个子系统 ,即自然灾害系统、环境灾害系统、人为灾

害系统 [ 10 ]。

这一分类体系 ,与 Hewitt
[ 11 ]的分类体系的区别是 , Hewitt的分类强调自然物理因子 ( geo2physical haz2

ards)、自然生物因子 ( bio2hazards)、人类技术因子 ( technique hazards)、社会暴力因子 ( social violence)及复合

致灾因子 ( compound hazards) ,因此分为自然、技术、人为和复合灾害四类 ;作者强调应将技术与人为或社会

灾害统称为人为灾害 ( human hazards) ,而应将自然与人类引发的灾害视为环境或生态灾害 ( Environmental

hazards/ ecological hazards) ,而不应将其为复合灾害。

灾害链包括串发性和并发性灾害链 ,前者是指由单一致灾因子引发的一连串灾害事件的发生 ;后者则是

指由于某种诱发原因导致某个地区在某一时段很多种致灾因子群发 ,并相应引起多连串的灾害事件的发生。

作者给出了中国典型的串发性与并发性共同交织的四种灾害链 [ 10 ]。

灾害评估包括灾情估算与风险评估两个方面 ,灾情估算至今仍然是一个较为困难的任务 ,一方面估计灾

情的绝对值除估计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外 ,余之估计极为困难 ,通常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难以估计 ;另

一方面灾害造成的间接损失的估计则更为困难。近年来 ,在世界各国 ,对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的估计 ,以及

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 ,一般认为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的估计数目相对比较准确。作者认为用灾害造成的

实物量损失估计比其折算为统一的货币损失估计更准确一些。灾害风险评估包括广义与狭义两种类型 ,前

一种模型是对灾害系统可能造成的风险估计 ,后一种则仅对致灾因子造成的风险进行评估 ,即假定承灾体的

脆弱性与恢复力在一定时间内是相对不变的 ,仅评估不同水平致灾因子发生的可能性及其造成的损失。作

者及其研究组发展了基于大样本的灾害风险评估模型 [ 11 ]
,及基于小样本的灾害风险评估模型 [ 12 ]。

广义灾害风险评估模型为

R = { < S i , P0 ( Pr (S i ) ) , P0 ( xi ) > } c

式中 : S i ———第 i种致灾因子 ;

Pr (S i ) ———第 i种致灾因子发生的概率 (p robability) ;

P0 ( Pr (S i ) ) ——— Pr (S i )的可能性 (possibility)分布 ;

xi ———第 i种灾害造成的损失 ;

P0 ( xi ) ———第 i种灾害的可能性分布。

狭义灾害风险评估模型 : R = P ×C (即一定发生概率的自然致灾因子与其所造成的后果的乘积 )。而大样本

条件下的灾害风险评估模型为

E (D ) = ∫
∞

0
P ( d) dd, E (D ) = ∫

∞

0
P (D Ε d) dd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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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 ) ———灾害损失期望值

P ( d) ———灾害损失 ( d)的概率分布

灾害损失超越概率分布 P (D≥d)

(灾害损失超过 d的概率 )

小样本 (信息不完备 )条件下的灾害风险评估模型为 :

当时间序列不完备时 ,采用信息扩散方法进行评估 : P ( ui ) = ∑
n

i =1
P ( ui ) ;当空间序列不完备时 ,采用

GIS方法进行修订。

灾害形成过程包括由突发性致灾因子引发的灾害动力学过程 ,如地震灾害过程 ;以及由渐发性致灾因子

累积形成的灾害生态学过程 ,如干旱灾害过程。作者特别强调了由于人为因素驱动的灾情分散与转移过程

构成的综合灾害过程 (图 4)。

图 4　综合灾害动力学过程

Fig. 4　 Integrated disaster dynam ic p rocess

灾害系统动力学是灾害形成“机理 ”与灾害形成“过程 ”共同耦合而成的一种复杂的系统动力学过程 ,
即 :

dD
d t

=Φ (D i ,λ) =Φ [ s ( t) , r( t) , v ( t) ;λ]

给出初始条件

s (0) = s0

r(0) = r0

v (0) = v0

,求解 D =
解析解

数值解

目前对灾害系统动力学的研究基本上限于数值解状态 ,对其解析解的研究仍需要做大量的实验。

区域减灾模式是针对区域灾害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体系 ,以及灾害链发与历史变化特征 ,构建的集防灾、

抗灾、救灾于一体的区域综合公共安全管理实验体系 ,这与国外整合备灾、应急与援助于一体的综合灾害风

险管理实验体系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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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区域综合减灾的行政管理体系

　　针对区域自然灾害系统的复杂性和链性特征 ,以及其所具有的结构与功能体系 ,借鉴目前已有的美国

式、日本式和中国式的三种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行政模式① ,参考 Okada提出的“综合灾害风险管理 ”的塔式

模式 [ 7 ]
,席酉民等提出的“和谐管理 ”模式 [ 14 ]

,本文提出整合纵向协调、横向协调、政策协调为一体 ,促进减

灾资源高效利用的区域综合行政管理的“三维矩阵模式 ”。

Okada在其倡导的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模式中 ,强调协调社会各方面与减灾相关力量的能动性 ,重视发展

与风险控制相平衡 ,并通过系统的营养动力过程 ,实现整体管理的优化。前述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日本模

式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 Okada提出的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模式的思想 ,这就是强调以纵向协调为主 ,辅以

横向协调的综合管理模式。席酉民倡导“和谐管理 ”的思想。他认为 ,对以人与物两类不同性质的基本要素

构成的系统 ,其在复杂和不确定的状况下 ,维持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 ,在于如何充分地发挥系统内有差异个

体各自的能动作用。而这种能动作用的发挥系于系统内的两种基本秩序 ,即系统内各种互动关系的本质就

是人类行为的两种基本秩序 ———和与谐 ,其中前者表征了系统内演化的方式 ,后者表征了基于人类理性设计

的建构方式。“和谐管理 ”理论的终极目标是 :对复杂多变环境下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一系列管理问题 ,提出

一种较为全面的解决方法。

由于区域自然灾害系统的复杂性及链性特征 ,以及所具有的结构与功能体系的特征 ,实施对其进行综合

行政管理 ,就必须首先强调对现有行政管理方式的纵向协调 (Lo) ,即充分发挥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的

作用 ,特别是要强调基层社区对减灾管理的作用。中国政府在处理 2003年 SARS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 ,

强调以属地为核心的行政管理就是强调了基层组织在社区水平上的重要作用 ,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这种中

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的纵向协调 ,就是强调了各级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在管理自然灾害风险的组织中 ,协调

好不同行政区域间的关系 ,突出“合 ”的原则。诸如发生水灾时 ,流域上、中、下游之间的防洪减灾协调 ,就要

突出涉及各级行政区之间的协调 ,通过实现“和 ”的原则形成“合意 ”的“嵌入 ”,实现减灾资源利用的最大效

率化和效益化。

与此同时 ,在强调纵向协调的同时 ,遵循区域自然灾害系统所具有的链性特征 ,对其实行综合行政管理 ,

还必须同时强调对现有行政管理方式的横向协调 (La) ,即充分发挥各级政府设置的与减灾相关机构的能动

作用。这正如 Okada所阐述的“螃蟹 ”行走模式 ,多条腿协调一致向前走的作用 ,这也是体现自然灾害风险

综合行政管理“和 ”的原则基础上 ,形成“合力 ”的一种具体体现。中国政府在同一级政府中所设置的与减灾

相关部门间的协调机构 ,就是对这一横向协调机制的具体实践 ,如国家减灾委、国务院防洪抗旱领导小组均

由多个国家部委局负责人组成。

图 5 区域综合减灾的行政管理模式

Fig. 5　R isk governance mode for integrated

regional disaster reduction

如何充分发挥纵向协调和横向协调的再协调 ,则必须通过制

定各类标准、规范、指标体系 ,以实现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信息的共

建和共享 ,以发挥灾前、灾中、灾后减灾信息资源的高效利用 ,以

最大限度的发挥获取这些信息资源装备和设备的使用效率。与

此同时 ,制定各种与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相关的法律 ,以规范纵向

与横向协调过程中的组织和个人行为 ,以此 ,充分调动各种减灾

力量的积极性 (如政府减灾资源和社会减灾资源等 )。这就是通

过对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相关政策的协调 ,实现对自然灾害风

险的综合行政管理。为此 ,从管理学的角度 ,就是寻找发挥所有

减灾要素在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中的“合理 ”的投入。这就是

要遵循席酉民等提出的“谐则 ”[ 14 ]。“谐 ”是指一切要素在组织

中的“合理 ”的投入 ,是一种客观、被动的状态 ,“谐则 ”是指在

“谐 ”的概念基础上 ,概括那些系统中任何可以被最终要素化的

管理问题 ,系统中的这个方面是可以通过数学量化处理模式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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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目标需求得以解决的 [ 14 ]。我们通常说的优化系统结构 ,寻求系统整体功能作用的最大化 ,就是要在区域

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行政管理过程中 ,通过协调各类与减灾相关的政策 ( P) ,使之从系统的整体角度 ,发挥纵

向与横向减灾资源的功效 ,通过非线性系统优化模拟 ,实现纵横之间的优化配置 ( Io)。如区域发展与减灾规

划之间的协调 ,平原城市规划与河网格局之间的协调 ,土地开发规划与生态建设间的协调 ,以及水旱灾害与

水土保持间的协调等。我们将上述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综合行政管理模式中的纵向、横向和政策协调 ,概括为

图 5的模式。并称其为 ”灾害风险行政管理的系统综合模式 ”,即是一个“三维矩阵模式 ”,也是一个整合

“和 ”、“合”与“谐 ”为一体的综合管理模式。图 5中的模式与席酉民等提出的“和谐管理 ”理论体系中的

“和 ”和“谐 ”、“和则 ”与“谐则 ”的含意是一致的 ;考虑到区域灾害系统所具有的链性和结构与功能特征 ,我

们在此模式中 ,增加了“合度 ”和“合则 ”,即在同级行政管理体系中 ,强调各个与减灾相关部门之间应形成合

力 ,即在席酉民等强调“人与物要素的互动关系 ”的基础上 ,关注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的优化

与和谐。

4　区域综合减灾范式

　　区域综合减灾范式 ( integrated disaster reduction paradigm)是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

基于区域灾害系统结构与功能体系 ,在区域灾害系统理论框架指导下 ,通过对区域防灾、抗灾、救灾资源高效

利用的实验 ,形成典型模式 ,并在类似灾害系统的区域通过辖区政府进行推广 ,以实现全面协调区域发展与

安全水平的良性互馈 ,进而形成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能力体系。

图 6 区域减灾范式

Fig. 6　 Integrated regional disaster reduction paradigm

图 7　综合区域减灾功能体系

Fig. 7　Function system of integrated

regional disaster reduction

　　区域综合减灾就是区域发展与公共安全建设相互协调的区域可持续

运行的能力体系 (图 6)。区域发展是由区域发展政策、区域发展资源 (包

括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与环境资源 )、及区域发展规划所组成的综合经济

和社会体系。区域安全建设是由区域防灾、抗灾与救灾系统所组成的减

灾体系 ,亦可称之为由区域备灾 ( disaster p reparedness)、应急 ( disaster

emergency management)和援助 ( disaster assistance)组成的公共服务体系。

因此 ,区域综合减灾范式的建立需要针对图 6 - c中所示的区域减灾的结

构体系 ,建立区域减灾的功能体系 ( regional disaster reduction function,

RDRF) (图 7) ,即政府减灾的主要任务是完善辖区的减灾行政管理体系 ,

确定辖区减灾投资规模或投资比例 ,制定适应辖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

具有可操作性的综合减灾规划 (空间布局、工程和非工程体系的建设

等 )。企业在辖区政府减灾体系的框架下 ,可通过自身的生产安全建设 ,

提高其减灾能力 ,并在此基础上 ,参与保险 ,通过技术进步和提高管理水

平 ,进而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 ,使单位产品的生产与经营的安全成本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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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低水平。社区则应充分考虑其所处地理位置 ,已经历或面临的灾害类型、灾情程度及其风险水平 ,通过

安全教育、应急演练、参与保险、改善救助条件、提高预防能力等行动 ,建立以家户、企业、事业单位为一体的

社区减灾体系 ,在政府、企业、社区综合减灾体系建立的基础上 ,推广区域典型的减灾模式 ,形成减灾示范区

(如有关部门开展的“环保模范城 ”、“卫生模范市 ”、“生态省 ”等 ) ,推动区域综合减灾范式的建立 ,进而带动

区域整体安全水平的提高 ,为建设和谐社会并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5　结论与讨论

　　区域灾害系统是地球表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亦是地球系统中对人类发展的一种强大的异变系统 ,其

结构体系是由孕灾环境、致灾因子与承灾体共同组成的 ,其功能体系是由危险性、风险性、脆弱性共同构成

的。

区域综合减灾行政管理体系是由纵向协调、横向协调和政策协调共同组成的一个“三维矩阵模式 ”,即

在总体减灾政策框架下 ,突出“条 ”、“块 ”结合 ,以“块 ”为核心、以“条 ”为基础的减灾行政管理体系。

区域综合减灾范式就是区域发展与公共安全相协调的区域可持续运行的能力体系 ,是政府、企业与社区

共同编织而成的建设和谐社会与持续发展的基石。

区域综合减灾范式的建设 ,需要加强对区域灾害系统结构与功能的认识 ,需要加深对灾害系统理论中灾

害链、灾害评估 ,灾害形成过程及其动力学的理解 ,特别是需要加强对灾害系统的脆弱性与恢复力的理解。

在区域综合减灾体系构建中 ,特别要关注降低脆弱性水平、提高恢复力的建设 ,探求对区域公共安全能力从

根本上得以提高的区域规划方法 ,特别是土地利用和产业结构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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