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1卷第 2期
2006年 2月

地球科学进展
ADVANCES IN EARTH SC IENCE

Vol. 21　No. 2
Feb. , 2006

文章编号 : 100128166 (2006) 0220211208

灾害恢复力研究进展综述
3

刘　婧 1, 2 ,史培军 1, 2 ,葛　怡 1, 2 ,王静爱 3 ,吕红峰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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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灾害与

公共安全研究所 ,北京 　100875; 3.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 :自 20世纪以来 ,随着人口、资源与环境矛盾的日益加深 ,全球各区域的自然灾害成灾次数、

经济损失和受灾人口明显增多 ,自然灾害灾情不断上升 ,灾害风险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

碍。风险、脆弱性、恢复力和适应性相关的灾害综合管理和减灾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

已被学术界、经济与社会界予以高度重视。在国际减灾十年 ( IDNDR )活动、国际减灾战略 ( ISDR)

的相继实施的大背景下 ,国内外学者兴起了研究灾害脆弱性和恢复力的新一轮热潮。目前国内外

对承灾体脆弱性的研究较多 ,但对于灾害恢复力的恢复力研究才刚刚起步 ,虽然承灾体的恢复力建

设近年来也逐渐被认识到是减灾行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20世纪 70年代开始 ,恢复力这一概念

首先从力学被引入生态领域 ,目前 ,它已经成为生态、灾害和气候变化等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对象。

对恢复力的概念发展和国内外目前的研究动态进行了较全面的综述 ,论述了灾害恢复力的科学价

值和重要性 ,分析了灾害脆弱性与灾害恢复力的关系 ,总结了恢复力评估的主要方法、特点和难点 ,

并在此基础上对灾害恢复力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提出了研究的关键问题并建议进行更深入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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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灾害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相互作

用的产物 ,它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 ,随着人口增

长、科技与社会进步以及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广度

和深度的变化而变化。自 20世纪以来 ,随着人口、

资源与环境矛盾的日益加深 ,全球各区域的自然灾

害成灾次数、经济损失和受灾人口明显增多 ,自然灾

害灾情不断上升 ,灾害风险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

最大障碍 ,最大限度地减轻灾害的影响和损失已成

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国际减灾十年

( IDNDR)活动、国际减灾战略 ( ISDR)的相继实施正

是在这种全球大背景下孕育而生的。2004年 12月

26日爆发的印度洋海啸这一灾难性的事件再一次

引起了全世界对自然灾害的关注。2005年 1月 17

～22日第二届世界减灾大会在日本神户召开 ,会上

国际灾害学界的专家学者们一致呼吁加强区域综合

减灾能力建设、提高应急管理水平 ,从而实现区域的

可持续发展。大会针对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灾害风

险 ,从降低区域脆弱性水平、提高区域社会的灾害恢

复力和加强区域综合减灾能力建设等角度提出了具

体的综合减灾策略 ,并通过了“2005—2015兵库行

动框架 ”:建立国家和社区的灾害恢复力 [ 1 ]。因此 ,

与风险、脆弱性、恢复力和适应性相关的灾害综合管

理和减灾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已被学

术界、经济与社会界予以高度重视。

2001年联合国在关于自然灾害和可持续发展

的背景资料中明确提出 ,减灾政策的制定和减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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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实施必须围绕以下 2个目标 : ①确保社会对自

然灾害的可恢复性 ; ②确保当前的发展不会增加社

会对灾害的脆弱性 [ 2 ]。这促使不少政府部门和灾

害管理机构把减灾重心转移到脆弱性和恢复力方

面 ,国内外学者更是兴起了研究脆弱性和恢复力的

新一轮热潮 [ 3～6 ]。但是 ,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并没有

走出脆弱性和恢复力这个复杂领域的原有困境 ,如

脆弱性和恢复力缺乏统一明确的定义 ,对两者的理

解和应用彼此交叉混淆 ,理论体系缺乏可行性等。

目前国内外对承灾体脆弱性的研究较多 ,但对于灾

害恢复力的恢复力研究才刚刚起步 ,虽然承灾体的

恢复力建设近年来也逐渐被认识到是减灾行动中的

一个重要环节。20世纪 70年代开始 ,恢复力这一

概念首先从力学被引入生态领域 ,以描绘系统承受

压力及回复到原有状态的能力。目前 ,它已经成为

生态、灾害和气候变化等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对象。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 (UN / ISDR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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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力概念的发展

1. 1　从力学到生态学领域

恢复力研究起始于国外 ,英文 Resilience源自

拉丁文 resilio,意思是跳回的动作。牛津英语辞典

的解释是 : ①回跳和反弹的动作 , ②伸缩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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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20世纪 70年代后 ,作为引申概念描

述承受压力的系统恢复和回到初始状态的能力。

Holling[ 5 ]首先把恢复力引入到生态学领域的研究

中 ,作为生态系统吸收改变量而保持能力不变的测

度。此定义是相对他提出的“稳定性 ”概念 (系统经

受暂时扰动后回到平衡态的能力 )而言的 ,据此

Handmer等 [ 6 ]认为稳定性强的系统不会有大的扰动

而是会快速恢复正常 ,高恢复力系统很不稳定 ,因为

经历的波动大。Pimm
[ 7 ]于 1984年提出了另一种不

同的观点 ,即恢复力是系统在遭受扰动后恢复到原

有平衡态的速度。这两个观点的共同点是都关注系

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维护 ,但区别在于 Holling强调系

统能承受的扰动量 ,即稳定性 ,不关心系统是否处在

平衡态 ,而 Pimm以平衡态为基础 ,关注系统受扰动

后恢复、抵抗、持续和变化的综合能力。

Holling和 Pimm对生态恢复力进行开创性研究

后 ,生态学界围绕恢复力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涌现了

大量不同的观点 ,以及多个与生态恢复力相关的概

念 ,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持续性、抵抗力、非脆弱

性、随机恢复时间等。但生态学家在长达 30年的恢

复力定义争论中仍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恢复力这

个概念应该如何定义 ”以及“如何应用这个概念 ”等

基本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而且 ,部分生

态学家对恢复力定义的假设前提 (即平衡态 )表示质

疑。他们认为 ,生态系统不同时间尺度上是动态发展

的 ,它在响应外界扰动时自身的平衡态也会发生变

化 ,所以生态系统不可能回复到扰动前的平衡态。

1. 2　从生态学到社会、环境变化领域

虽然恢复力研究在生态学领域没有获得实质性

的进展 ,但恢复力这一概念开始逐步应用到社会科

学及环境变化领域中 ,用来描述社区、机构和经济的

行为反应。

Timmerman
[ 8 ]是最先讨论社会对气候变化的恢

复力的专家之一 ,他把恢复力和脆弱性联系起来 ,定

义恢复力是系统或系统一部分承受灾害事件的打击

并从中恢复的能力。Dovers等 [ 9 ]基于人类和生态系

统的主要不同 :人类有预测和学习的能力 ,区分了社

会的后摄恢复力和前摄恢复力 ,之后 Handmer等 [ 6 ]

还把社会恢复力和灾害规划、灾害适应联系起来 ,发

展了制度恢复力分类学 ,为研究当前对于全球环境

变化的响应机制提供了框架。Perrings等 [ 10 ]指出生

态学中的恢复力概念正被广泛应用到经济 —环境系

统的变化分析中 ,并讨论了动态系统的恢复力和稳

定性之间的关系 ,提倡经济 —环境系统的恢复力建

模应采用马尔可夫方法 ,将不同状态间的转变概率

作为系统恢复力的自然测度。Adger[ 11, 12 ]调查了社

会恢复力和生态恢复力之间的联系 ,在 Timmer2
man

[ 8 ]研究的基础上 ,定义社会恢复力为人类社会

承受外部对基础设施的打击或扰动 (如环境变化 ,

社会、经济或政治的剧变 )的能力及从中恢复的能

力。社会恢复力可以用制度变革和经济结构的表现

载体、财产权、资源可进入性以及人口变化来衡量。

Klein等 [ 13 ]将海岸带恢复力分为自然恢复力、生态

恢复力和社会经济恢复力 3个部分 ,认为海岸带系

统没有初始或平衡状态 ,海岸带恢复力是海岸带在

变化着的水文和地貌环境中保持实际和潜在功能的

自组织能力。这种能力源于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

过程的 (潜在 )动态 ,受要维持的功能的约束。

恢复力研究过去 30年的发展引发了“恢复力

联盟 ”的建立。恢复力联盟是一个主要由生态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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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态经济学家组成的 ,以促进恢复力学术研究和

全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组织 ,一直以来涉足社

会 —生态系统领域 ,分别从 3个方面考虑定义恢复

力 [ 14 ]
:系统能吸收的并仍然保持同样状态和吸引范

围的扰动量 ;系统能够自组织的能力 ;系统能够建

立、增加学习和适应能力的程度。2003年第二期

IHD P U pdate
[ 15 ]中也论述了社会 —生态系统恢复力

在全球变化的大背景下 ,在资源利用、危险应对、降

低脆弱性和提高未来生态系统完整性等方面的重要

性 ,并指出恢复力和公平性可以促进可持续性 ,恢复

力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目标之一。

1. 3　从社会领域到灾害学领域

随着全球对灾害的关注日益增加和灾害研究的

不断深入 ,恢复力作为衡量灾害系统的一个属性被

引入灾害学领域 ,并且越来越多的灾害学家开始关

注灾害恢复力在灾害管理中的重要性。Tierney[ 16 ]

高度强调了灾害恢复力在商业应对行为和社区响应

中的重要性。M ileti
[ 17 ]强调促进社区恢复力建设是

阻止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持续增加的一个重要目

标 ,并认为恢复力是社区能够承受的灾害强度 ,其前

提是社区没有遭受毁灭性破坏和损失 ,而且当地生

产力或生活质量 (没有外界支援 )也没有下降。

Klein等 [ 13 ]以海岸带大城市的气象灾害为例全面论

述了自然灾害恢复力的概念 ,发展过程 ,及其在灾害

预防和灾害恢复方面的重要性。

Tobin[ 18 ]认为可持续性和恢复力已经成为当前

灾害规划的指导思想 ,社区可持续性 /恢复力与致灾

因子之间的关系很复杂 ,涉及到社会、经济、政治和

自然等多个影响因素 ,于是他在减灾模型、恢复模型

和结构认知模型这三个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可

持续性和恢复力的分析框架 ,并用美国佛罗里达州

的数据进行了检验 ,分别讨论了人口、性别、种族、文

化、农业、旅游业、保险产业等社会、政治、经济甚至

是伦理道德各方面的现状 ,分析其对广义社区恢复

力 /可持续性的影响。Buckle等 [ 19 ]在澳大利亚应急

管理 ( EMA)的报告书中 ,详细阐述了个体和社区灾

害脆弱性和恢复力的原理、策略和行动 ,其中将脆弱

性定义为团体或组织对灾害损失和破坏的敏感性 ,

将恢复力定义为团体或组织抵抗潜在损失或损失、

破坏发生后恢复的能力。 Pelling[ 20 ]集中研究人类

(个体 )的脆弱性 ,把对自然灾害的脆弱性分解为暴

露性、抵抗力和恢复力 3个部分。对自然灾害的恢

复力的描述是行为者应对或适应灾害压力的能力。

恢复力是根据潜在灾害而采取的规划性准备的程

度 ,包括救济和救助 ,他提到正规和非正规的保险机

制是增强恢复力的最有效的政策措施。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 (UN / ISDR )也采用恢复

力这个术语 ,并特别考虑到自然灾害把恢复力作如

下定义 [ 21 ] :系统、社区或社会抵抗或改变的容量 ,使

其在功能和结构上能达到一种可接受的水平。这由

社会系统能够自组织的能力、增加学习能力和适应

能力 (包括从灾害中恢复的能力 )的容量决定。它

包含了恢复力联盟提到的三方面特征。

B runeau等 [ 22 ]指出近年来灾害管理的政策、实

践和理论都在不断地追求建设灾害可恢复的社区这

个目标 ,并在研究社区的地震恢复力时将其定义为

社会单元 (比如各种组织和社区 )减轻致灾因子的

打击 (包括灾害发生时的影响 )、执行有效恢复措施

(包括使社会受破坏达到最小和减少未来地震的影

响 )的能力。一个有恢复力的系统具备 3个方面的

特性 :系统被打击的可能性减低了 ;打击破坏的程度

减小了 ;恢复的时间缩短了。Adam
[ 23 ]在研究地震

的经济恢复力时将恢复力定义为灾后的条件和响

应 ,而与灾前通过减灾来减少潜在损失的行为区分

开来对待 ,并从概念层次、操作层次和经验层次 3个

方面对经济恢复力进行了研究。

另外 ,恢复力也已被应用到对恐怖事件等人为

灾害的研究中 ,如 Kendra等 [ 24 ]认为恢复力概念有

利于理解自然或社会系统经受干扰后保持其功能的

过程 ,并从灾害恢复力着手观察了美国“911”事件

后纽约应急行动中心 (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re)

的重组情况 ,得出结论 :虽然应急行动中心的设备被

破坏了 ,但其组织和管理危险的能力还在 ;资源的有

效性 (即人员、设备和空间的冗余性 )以及综合响

应、任务分配等组织结构的持续对袭击后的恢复力

有重要的贡献。

综上 ,恢复力这一概念现在被广泛用在涉及人

类和自然相互作用的多学科工作中 ,包括脆弱性和

减灾 (例如 UN / ISDR[ 21 ] ; IHDP[ 15 ] )。综观这些概念

的发展过程 ,我们发现恢复力研究在领域的拓展和

定义的延伸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已经由原来

单纯对系统平衡态的关注逐渐转变到对系统功能的

关注 ,如自组织能力、学习和适应能力等。而且在灾

害领域的一个重要突破在于考虑到上一次灾害发生

后系统所做出的反应对下一次灾害的影响 ,恢复力

的主动性和在减灾规划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受到重

视 ,且在社区级别的应急管理和安全建设规划研究

中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但灾害恢复力目前仍没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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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认和统一的定义 ,不同研究者都根据自己研究的

需要有不同的理解 ,而且恢复力与脆弱性的关系仍

处于模糊状态。

2　灾害恢复力与脆弱性的关系

在当前的灾害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中 ,脆弱性

和恢复力研究通常都是同时进行的 ,虽然对灾害脆

弱性的研究开展的较早并更趋于复杂化和多元化。

早期的脆弱性研究中大部分脆弱性定义中包括恢复

力 ,如 Kasperson提出脆弱性指个体因为暴露于外界

压力而存在的敏感性 ,以及个体调整、恢复或进行根

本改变 (如变为新系统或自我耗散 )的能力 [ 25 ]。由

于脆弱性定义的混乱和不统一 ,以及对恢复力的理

解加深 ,恢复力逐渐从脆弱性定义中分离出来 ,如

Buckle等 [ 19 ]所做的澳大利亚应急管理 ( EMA )中脆

弱性和恢复力定性评估工作等。当前对恢复力和脆

弱性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两大类观点 : Folke
[ 26 ]等少

数学者认为恢复力和脆弱性是同一硬币的两面 :脆

弱性是承灾体被破坏的可能性 ,它的反面是承灾体

抵御和恢复的能力 ,即恢复力 ;如果承灾体是脆弱

的 ,那就同时反映了它的低恢复力 ,反之亦然。很显

然 ,用互反性概括脆弱性和恢复力的关系并不合理。

譬如某一家户频繁受到水淹 ,损失颇大 ,水灾脆弱性

大 ,但家户在灾后及时得到政府救济金或社会援助

等 ,所以自我恢复能力很强 ,很快进入灾后正常的生

产生活。可见 ,该家户的脆弱性和恢复力之间并没

有呈现必然的反相关系。

Buckle等 [ 19 ]认为恢复力和脆弱性都是由多个

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形成的 ,它们同是事物的属性

但不是全部 ,在这些因素中对恢复力起主导作用的

是 :对减灾资源的可获取性和经济安全 ;解决问题或

进行决策的知识和技能 ;获取系统的恢复力是一种

积极的减灾行为 ,减少脆弱性只是由此产生的一种

反应性结果 ;脆弱性和恢复力两者就像一个双螺旋

结构 ,在不同的社会层面和时空尺度中交叉 ,所以它

们是不可分离的 ,既不能简单视为硬币的正反两面 ,

也不能归纳为一个连续体的端点 ,应该强调两者之

间直接且紧密的联系 ;恢复力和脆弱性可以呈正相

关性 ,恢复力由低变高的同时 ,脆弱性也由低变高 ;

恢复力和脆弱性亦可呈负相关性 ,当恢复力由低变

高时 ,脆弱性由高变低。双螺旋结构形象地强调了

脆弱性和恢复力不可分离的关系。

为了更清楚地界定灾害恢复力 ,我们认为可从

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 (或静态和动态两部分 )来进

行区分。这里 ,广义的灾害恢复力包括系统抵抗致

灾因子打击的能力 (静态部分 )和灾后恢复的能力

(动态部分 )两个方面 ,所以抵抗力包含在广义的恢

复力概念中 ;而狭义的灾害恢复力则只包括系统灾

后调整、适应、恢复和重建的能力 ,可以由恢复速度、

恢复到新的稳定水平所需时间和恢复后水平等变量

来表征。在确定恢复后水平时应动态地考虑灾前水

平在恢复的时间段内若以原来正常发展速度应达到

的水平 ,而不是静态地和灾前水平比较。这样就将

脆弱性和恢复力的定义明确区分开来。就其狭义的

内涵而言 ,脆弱性是一种状态量 ,反映灾害发生时系

统将致灾因子打击力转换成直接损失的程度 ,所以

脆弱性研究主要是为灾前的减灾规划服务的 ;而恢

复力则是一种过程量 ,反映了灾情已经存在的情况

下 ,社会系统如何自我调节从而消融间接损失并尽

快恢复到正常的能力 (即恢复力是以灾情为起始点

来发挥其作用的 ) ,所以恢复力研究主要用于灾后

恢复重建计划的制定 ,主要目的在于确定从什么方

面入手进行恢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即找出

恢复力建设的薄弱环节及灾后高效恢复的措施和途

径。需要说明的是 ,恢复力概念在系统没有被完全

损坏前适应 ,而在完全损坏时则用重建能力来表达。

正如上述 ,灾害恢复力的研究必须在灾害系统

中来进行。本文总结归纳灾害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

的相互关系如下 :一个地区在灾害发生前存在着潜

在的致灾因子 ,人类面对致灾因子时具有一定的脆

弱性 ,脆弱性越高意味着风险越大 ,可能造成的灾害

损失也越大 ,而恢复力大小决定了实际的灾情 ,恢复

力大的地区能够降低可能的灾害损失 ,及时从灾害

中恢复到正常状态 ,恢复力小的地区则正好相反。

另外由于系统调整、适应和学习能力的存在 ,恢复力

对下一次灾害也将产生正面影响 ,可以帮助人们更

好地做好备灾响应、改进减灾规划和应急预案 ,从而

进一步提高脆弱性 ,降低风险 ,即恢复力对灾害系统

存在一种正反馈机制。所以脆弱性和恢复力可看成

是承灾体两个重要的品质属性 ,由区域自然系统和

社会经济系统来决定 ,二者互相影响 ,贯穿于灾前灾

中灾后各个环节。由于经济水平、区域政策、人口结

构和数量、文化差异等的存在 ,脆弱性和恢复力区域

差异亦十分明显 ,这使得具有相同致灾强度的致灾

因子发生后 ,造成的影响迥然不同。明确识别风险

和客观量度区域承灾体的脆弱性和恢复力 ,可使区

域管理者有足够科学依据来规划如何避免或尽量减

小灾害造成的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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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灾害恢复力评估研究进展

3. 1　定性评估

经过多年在定义上的争论 ,以及最终恢复力联

盟和 UN / ISDR对生态、社会和制度恢复力解释的融

合 ,虽然恢复力这一概念在政策和管理等方面具有

的价值已为大家所接受和认可 ,但恢复力研究仍停

留在概念层面上 ,鲜有学者提供使概念可操作化的

方法。在恢复力联盟的理论领域和国际减灾战略的

应用领域都仍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恢复力衡量、测验

和标准化仍未有大的突破性进展。恢复力的度量研

究还非常薄弱 ,仅有的少量研究中又以定性研究为

主 , Buckle等 [ 19 ]在其澳大利亚应急管理 ( EMA )的

报告书中在集体讨论和问卷调查等方法的基础上 ,

对个人和社区的恢复力进行了全面的定性评估 ;

Rego[ 27 ]提出应该保证社区物流和服务流的畅通 ,避

免其中断带来的间接损失以增加恢复力 ;Mustafa
[ 28 ]

通过实地调查和灾后统计等方法得出结论 :有针对

性对脆弱承灾体的救助是灾后恢复的关键 ,尤其要

关注社会贫富分化和性别差异。所以定性评估往往

更多地关注恢复力的重要性和影响因素研究 ,以及

如何来增强社会、组织、社区、个体的灾害恢复力等

方面 ,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和可操作性。但目前这方

面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没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成

果。

3. 2　定量评估

生态学家、经济学家和灾害学家都在尝试将恢

复力进行量化研究。比较典型的有 Perrings
[ 29 ]在

2001年应用非线形卡尔曼滤波 ( Kalman filter)和误

差纠正 ( Error Correction)模型来研究博茨瓦纳农业

生态系统的生产潜力和恢复力损失 ,并发现系统对

外部打击的敏感性和经济、非经济参数有关 ,受排水

渠造价的影响较小 ,受放牧成本的影响较大。 Pa2
ton

[ 30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 ,采用问卷调查和统计方

法 ,对新西兰鲁阿佩胡火山 1995年和 1996年火山

爆发后的社区恢复力进行了定量研究 ,最后认为个

体的自我效力、问题应对能力、社区归属感和年龄是

对火山灾害恢复力的主要预测变量。

美国布法罗大学地震工程多学科研究中心

(MCEER )的 M ichel B runeau和 Masanobu Shinozu2
ka[ 22 ]、, Stephanie E. Chang[ 31, 32 ]及 Adam Rose[ 33 ]和

Shu2yi L iao
[ 34 ]等众多科学家致力于通过改进关键性

基础设施 (地震的生命线系统 )的工程和管理工具

以增强社区的地震恢复力 ,在灾害损失评估的基础

上对地震恢复力的量化进行了大量创新性研究工

作。恢复力度量标准以 B runeau等 [ 22 ]的工作为基

础 ,他们指出了定量测量恢复力概念的必要性 ,尤其

是为增强恢复力和减灾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认为地

震恢复力由 4个相互联系的维度空间组成 :技术、组

织、社会和经济 ,简称 TOSE维度空间 ,有 4个属性

(4R) :鲁棒性 ( Robustness) ,也称稳健性 ; 快速性

(Rap idity) ; 冗余性 ( Redundancy) ; 智能化 ( Re2
sourcefulness)。Chang等 [ 31 ]以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

(Memphis)供水系统为例 ,在灾害损失评估模型的

基础上 ,设计了供水系统不改造和 2个不同改造方

案情景下 ,采用蒙特卡罗 (Monte Carlo)数学统计模

拟方法 ,通过计算机编程和 GIS模拟运算出在 2个

不同等级的地震发生后的技术、经济和组织恢复力

(由于数据和模型限制未能研究社会恢复力 ) ,得出

结论 :灾前的缓解行为有利于提高灾后恢复力 ,改造

方案二比方案一具有更好的效果 ,能够对恢复力现

状起到改进作用。Chang等 [ 32 ]在另一篇文章里建

立了基于承灾体的社会 —经济损失模型 ,应用在洛

杉矶水电部门 (LADW P) ,通过计算损失量评价了更

广泛的地震破坏 (如建筑物损坏 )下生命线系统的

社区恢复力。

Rose
[ 33, 34 ]则对地震的经济恢复力进行了深入

分析 ,区分了常规情况下的固有经济恢复力和紧急

情况下的适应经济恢复力 ,以及恢复力操作的不同

水平。引入经济学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omput2
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CGE模型 ) ,定义了

对个体、市场和区域宏观经济的非平衡态以及它们

与恢复力的关系进行了定性分析 ,在比较分析可计

算一般均衡模型、投入产出模型 ( Input2Output Mod2
el)、社会收支矩阵 ( Social Accounting Metrics)等模

型用于灾害影响和政策响应的优缺点后 ,构建了区

域灾害经济恢复力定量模型 ,最后以美国波特兰地

区的供水系统为例进行了地震对部门和区域经济的

影响的定量计算 ,得出结论 :供水系统破坏造成的直

接经济损失随总体经济水平、灾前缓解行为和灾后

内在恢复力、适应恢复力的变化而变化。

可以看出 ,MCEER主要侧重于地震中基础设施

的广义恢复力 ,考虑到了恢复力在灾前灾中灾后各

个环节中的表现 ,包括了所有降低灾害损失的行为 ,

强调灾前缓解行为对灾后恢复以及灾后恢复对下一

次灾害的重要影响 ,但主要侧重在减灾项目改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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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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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在量化方面也仅在地震对基础设施的影

响方面从数学模型入手有一些深入地研究 ,既没有

针对某种灾害建立恢复力指标体系 ,即没有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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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建立较全面系统的综

合评估模型。但恢复力评估在应急管理和减灾规划

中的价值已得到足够重视。

4　灾害恢复力研究展望

国内对社会 —生态系统和灾害系统的恢复力研

究基本是空白。与可持续性一起 ,对土地、经济和生

态系统的恢复力也只有很少量研究 :蔡运龙 [ 35 ]把恢

复力作为衡量人类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指标之一 ,

在《土地利用可持续性的度量 》[ 36 ]一文中用农业土

地经济产出的年际变差来分析土地的恢复力 ,并认

为政策变化和自然灾害是导致生产性减损的主要原

因。常克艺等 [ 37 ]在构建生态型城市指标体系时采

用了恢复力概念 ,并从自然、社会和经济三方面选取

了指标。任海等 [ 38 ]和汪朝辉等 [ 39 ]在生态健康评估

中涉及到了生态系统恢复力的概念和计算方法。王

朗玲 [ 40 ]指出了影响区域经济恢复力的因素主要是

区域结构的多元化、专门化和经营单位规模、区域经

济增长速度 ,并分析了我国尤其是黑龙江省经济恢

复力的发展过程 ,提出了增强对策。

综合来说 ,未来灾害恢复力研究的主要问题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如何进行恢复力的科学定义并

建立合理的概念模型 ? 恢复力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和

制约 ? 为什么有些地区的恢复力更高 ,而其它地区

恢复力较低 ? 恢复力研究的时空尺度如何选择 ? 一

个灾后可恢复的社会系统是什么样的 ? 具备哪些特

性 ? 如何测度灾害恢复力 ? 社会恢复力随时间是如

何变化的 ? 如何保持并增强社会恢复力 ? 哪些降低

风险的减灾行为可以增强灾害恢复力 ?

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单学科难以完成的 ,必须结

合灾害学、经济学、社会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综合运用

才能对灾害恢复力得到较合理的理解。要从区域灾

害系统的结构、功能入手 ,加深理解灾害形成的动力

学与非动力学行为。即首先需要理清楚其基本定义

和相互的关系 ,因为风险、脆弱性、抵抗力、恢复力等

这些概念都是在灾害管理中很重要的内容 ,然后需

要应用多学科的方法对恢复力的特点、影响因素、量

化研究及其应用进行深入的系统研究和探讨。其中

灾害恢复力的定量评估研究显得尤其关键 ,只有通

过定量评估才能提取出灾害恢复力的主要影响因子

集 ,从而为政府风险管理和减灾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建议在恢复力影响因子集确定的基础上 ,尝试采用

系统动力学方法来进行区域水灾恢复力建设的情景

仿真模拟 ,分析哪个承灾体要素对恢复力最敏感 ,哪

种恢复力建设方案最有效最合理 ,进而为灾害恢复

力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另外 ,研究中还需要综

合考虑到国家的有效救灾政策和灾害发生后区域外

社会各界给予的金钱和物资的捐助也有利于区域灾

后的快速恢复 ,所以应将区域作为开放的社会经济

系统来进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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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IEW OF D ISASTER RESIL IENCE RESEARCH

L IU J ing1, 2 , SH I Pei2jun1, 2 , GE Yi1, 2 , WANG J ing2ai3 , LΒ Hong2feng3

(1. Key L abora tory of Environm enta l Change and N a tura l D isaster, M in istry of Educa tion of China, B eijing

100875, Ch ina; 2. Institu te of D isaster and Public Security, College of R esources Science & Technology,

B eijing N orm al U niversity, B eijing 100875, Ch ina; 3. School of Geography,

B eijing N orm al U n iversity, B eijing 100875, Ch ina)

Abstract: The imp le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Decade for Natrual D isaster Reduction ( IDNDR )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 isaster Reduction ( ISDR) leads some of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disaster man2
agement institutions changed their disaster reduction research emphases to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and there

occurs a new up surge in the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research among the foreign and domestic scholars. Since

the 1970 s the concep t of resilience has also been used in a more metaphorical sense to describe ecosystem s that un2
dergo stress and have the ability to recover and return to their original state. The concep t of resilience is now a com2
mon study object in a great variety of interdiscip linary work concerned with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peop le and na2
ture, including ecology, disaster and environment change. The overview of the concep tual development of disaster

resilience shows that what was once a concep t used only to describe the ability to recover from external shocks is

now a comp rehensive concep t related to many system function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disasters, including learn2
ing, adap tation, adjustment, recovery and so on. But at p resent, the disaster resilience research is still at a con2
cep tual research stage, there are no common2accep ted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r well2developed assessment model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e concep tual development and recent research status quo of resilience comp rehensively and

points out the scientific value and significance to do research on disaster resilience, then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aster resilience and vulnerability and the assessment difficulties. A t last, some main research issues and

key questions to be solved in future is discussed.

Key words: Resilience; Vulnerability; Natural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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