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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近期召开的一系列国际灾害风险会议讨论的灾害风险科学关键前沿问题进行了分析。
针对正在制定的国际减轻灾害风险后兵库战略框架( HFA2) ，就未来灾害风险科学发展与科技减

灾趋势做了综合研判，提出加深对灾害系统复杂性的认识，即从灾害系统各要素的相互作用认识灾

害系统的复杂性，从全球变化的区域特征与成因机制认识气候变化风险的复杂性，从区域发展水平

与模式认识巨灾风险的复杂性。提出从灾害系统的复杂性厘定科技减轻灾害风险的战略与对策，

即建立一体化的综合风险防御范式，建立多空间尺度的综合风险防范体系，建立多功能的巨灾风险

防范金融体系，建立多利益相关者防范灾害风险的凝聚力模式，建立风险信息服务与对策仿真模

拟综合集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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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年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一系列重特大灾害都表

现出极其复杂的特征。2008 年 5 月 12 日发生在中

国的汶川地震，由于多灾并 ( 群) 发、链发、相互遭

遇，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损害，使近 8． 8 万人遇难，

造成 8 500 多亿元( 近 1 300 亿美元) 的直接经济损

失。2011 年 3 月 11 日发生在东日本的( 宫城) 大地

震，多灾链发，酿成巨灾，遇难人数超过 1． 1 万，直接

损失近 2 100 亿美元。2013 年发生在西太平洋的超

强台风海燕 ( Typhoon Haiyan ) ，引发多灾并发、链

发，使超过 4． 3 万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超 75 亿美

元。巨大灾害的发生、发展及其造成的巨大损失与

损害，引起学术界、财经界及政界高度关注，使人们

对巨灾发生的机理、过程和动力学开始重新思考。
与此同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转型国家，还是发展中

国家，在应对这些巨灾的过程中，过去积累的经验都

受到挑战，急需调整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对策与优

化行动计划。为此，本文从一系列为减轻灾害风险

后兵库框架( 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 2005-2015，

HFA) ( HFA2) 构建所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透视灾

害风险科学发展趋势。
达沃斯全球风险论坛在“Planet@ risk”2014 年

第 2 卷第 5 期上，针对 HFA2 发表专刊———Special
Issues for the Post-2015 Framework for DＲＲ［1］，就近期

召开的一系列旨在构建联合国后兵库减轻灾害风险

框架而广泛开展的国际学术讨论的成果予以公开发

表，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前灾害风险科学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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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与未来的方向。联合国减灾署也于 2014 年 8
月正式形成联合国后兵库减轻灾害风险框架零前

稿［2］。参考所有这些重要文献，结合我们 25 年来开

展综合灾害风险研究的经历，就灾害风险科学发展

趋势，以及综合灾害风险防范战略对策与行动指南，

提出一些想法，供相关同行讨论。

2 科技减轻灾害风险

2． 1 科学测度减轻灾害风险的进展

如何科学评价社会各个利益相关者在减轻灾害

风险中的工作，定量评估减轻灾害风险的进展不仅

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还有极强的政治影响与经济

利益。由国际应用系统分 析 研 究 所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pplied System Analysis，IIASA ) 组织的

“联合国后兵库减轻灾害风险框架中，如何测度减

轻灾害风险进展”国际研讨会，就 UNISDＲ ( United
Nations-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Ｒeduction )

在 HFA2 框架中提出的测度减轻灾害风险进展的要

素体系，提出了新的改进意见，即在 HFA 强调“输

入”性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增加在 HFA2 指标体系中

的“输出”性指标; 研讨会特别强调了该测度框架中

测度指标的综合性、清晰性、地域性、实时性、数据适

应性等要素概念，以及如何使用损失和损害数据进

行测度，如何平衡测度指标体系的简单性与复杂性，

如何建立与实施可持续发展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联

系等［3］。
2． 2 加强灾害医学研究，促进公共健康

由日本科技促进会等机构于 2014 年 5 月 21 ～
22 日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共同组织的“国际灾害医学

和公共健康管理学术会议”指出，全球面临由自然

和人为引发的应急和灾害影响正在加深，已有的

HFA 框架对这一领域的重视远远不够，迫切需要在

HFA2 中，加强对灾害医学和公共健康的关注。为

此，要加强灾害医学的研究，通过对循环式风险管理

的改进，提升应对灾害健康风险的科技支撑能力; 加

强灾害风险防范的健康教育与培训，明确健康改进

是减轻灾害风险的基本要素，制定和提升应对灾害

的国际标准; 大力改进减轻灾害风险中应对灾害健

康的实践，提高透明度、可测度、可视度、专业性和注

册即合法性。在社区水平上，尤其要关注儿童、残疾

人的需求，降低其风险水平，提高其恢复力。充分发

挥个人、家庭和社区的作用，加强受众人群的沟通协

调与协作。此外，还要形成全球社区应对灾害、防范

灾害风险的公共健康模式［4］。

2． 3 加强对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防范能力

国际滑坡咨询组织与中国地质调查局于 2015
年 6 月 2 ～ 6 日在中国北京共同组织了“第三届世界

滑坡论坛”并指出，贫困群体易受滑坡的影响，应加

强在滑坡领域科技网络与参与者间的国际合作，形

成一个安全的地球环境，全面支持国际减轻灾害风

险战略的实施。会议认为，了解滑坡及其脆弱性，需

要从自然、社会、工程科技及地方知识多个方面加强

综合和多学科、跨学科的深入研究，深化对滑坡监测

与预警系统的改进，充分发挥已经建立起来的区域

网络和学校网络，传播滑坡科技知识，提升社会防范

滑坡灾害风险的能力［5］。
2． 4 加强空间信息在灾害风险防范中的作用

由联合国外空组织等机构于 2014 年 6 月 5 ～ 6
日在德国波恩共同组织的“联合国 /德国基于空间

信息减轻洪水和干旱灾害风险专家会议”指出，空

间技术，特别是对地观测、全球定位系统，可以为风

险管 理 提 供 大 量 空 间 数 据。与 会 专 家 认 为，在

HFA2 中，应高度重视在灾害监测与评估中，使用空

间数据并充分发挥空间信息的作用。大力扶持发展

中国家使用空间信息，以增强其减轻灾害风险的能

力。对于洪水和干旱灾害的防范，可以获得更高精

度的监测土壤水分和地下水状况的数据。这些数据

都将有利于改进和提高对洪水和干旱灾害的监测与

风险评估能力［6］。
2． 5 加强灾害应急通讯与信息系统的建设

LINＲEasia( 非营 利 公 司 ) 和 世 界 气 象 组 织 于

2014 年 6 月 16 ～ 19 日在斯里兰卡 Negombo 和 Co-
lombo 共同组织了“无线传感网通讯通用警报协议

研讨会”( IOTX Common Alerting Protocol Workshop)

并指出，目前的关键是无线传感网通讯通用警报协

议( Common Alerting Protocol，CAP ) 的早期预警标

准，其中电码标准至关重要。为此，迫切需要完善

“应急数据交换语言标准”，并加强相关领域的国际

合作［7］。由 LINＲEasia 等研究机构于 2014 年 6 月

20 ～ 21 日在斯里兰卡 Colombo 共同主持召开的“第

二届亚洲危机响应与管理信息系统研讨会”指出，

要加强 ICT (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

技术在减轻灾害风险领域的应用，特别是在灾害应

急中的应用; 在 HFA2 中，需要普及 ICT 技术，并与

大众无线通讯技术相整合，其中关键性的问题是如

何确认与过滤海量信息，开发实用技术［8］。
2． 6 高度关注跨界风险防范

伊斯坦布尔大学在 2014 年 6 月 16 ～ 18 日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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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伊斯坦布尔组织的“第 23 届国际风险分析学

会欧洲分会年会”中指出了跨界风险分析及其防范

的重要性。会议针对 HFA 的 5 个优先领域深入开

展了学术交流。会议认为，系统风险、全球打击、数
字技术、极端事件、食物安全、健康风险，将是未来风

险研究的优先领域; 在减轻灾害风险领域中，风险沟

通与可视化在其中将发挥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 要

下大气力改进综合风险防范的各项政策，从而进一

步完善综合减轻灾害风险的体制、机制与法制，以及

各类相关标准和规划等。实现各项相关政策之间的

有机协同并发挥其综合作用［9］。
2． 7 提高城市的灾害恢复能力

2014 年 5 月 29 ～31 日世界气候变化适应市长协

会与德国波恩市在波恩共同举办了“抗灾城市 2014
年年会———第五届城市恢复性与适应性全球论坛”。
会议指出，地方政府要整合适应气候变化与减轻灾害

风险的知识与措施( 工具) ，通过交流、反馈和经验共

享等加强城市之间在应对气候变化与提高城市抗灾

能力之间的合作。会议认为，要高度重视城市间减轻

灾害风险进展比较的科学评价所用有效数据和指标

体系; 形成公共、私人与公民共同应对的合力，特别是

地方政府要加强对已有经验的分享，以及面临挑战的

应对，把提高城市的抗灾能力做到家喻户晓，形成一

个整体的、可推行的、可显示的城市灾害风险防范模

式，使人人参与、家家户户受益［10］。
2． 8 发展综合灾害风险科学

由 IＲDＲ ( Integrated Ｒesearch on Disaster Ｒisk)

计划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于 2014 年 6 月 7 ～ 9 日在

中国北京共同举办的“第二届灾害风险综合研究会

议”指出，加强综合灾害风险科学研究，将减轻灾害

风险综合于减灾政策、实践与可持续发展之中，为可

持续发展的政策制定与综合灾害风险防范措施的完

善提供科技支持。会议高度关注开展减轻灾害风险

的综合研究，即自然与社会科学的综合，科技与政策

和实践的结合，非传统知识和信息与科技、政策和实

践的综合。会议号召减轻灾害风险研究团体要对联

合国减轻灾害风险后兵库框架制定、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和气候变化谈判迅速做出贡献，要把减轻灾

害风险综合于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这也正像把

减轻灾害风险耦合于气候变化的政府间谈判之中

( IPCC) ［11］。
2． 9 关注灾害系统的复杂性

由 UNISDＲ 和 中 国 国 家 减 灾 委 员 会 主 持，于

2014 年 5 月 8 ～ 9 日在北京召开的“综合灾害风险

防范国际研讨会”指出，中国实施综合减轻灾害 25
年的经验表明，充分发挥科技在综合减灾规划的制

定、完善灾害监测与预警系统、灾害风险地图集的编

制、改进灾害评估与灾害风险评估、灾害应急救援与

转移安置、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等多个方面的作用，发

挥灾害风险科学与技术的作用，可以收到显著的减

灾效果。会议还特别指出，科技界与产业界要高度

关注灾害系统的复杂性，特别是巨灾形成的复杂

性［12］。由 UNISDＲ 发表的《减轻灾害风险中使用科

学的报告》，鼓励科学在减灾政策制定与实践中的

应用; 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开展多灾种和多学科综合

研究; 强化把减灾知识应用到减灾行动中。重申了

支持并强化灾害风险综合研究和科学评估的现有方

案及未来计划; 明确建立并推进国际减轻灾害风险

科学咨询机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3］。
2． 10 建立并推进国际减轻灾害风险科学咨询机制

由英国发展科学合作组织与国科联、联合国减

灾署等共同组织的关于“灾害风险管理国际科学咨

询机制”的国际研讨会，于 2014 年 3 月 27 ～ 28 日在

英国伦敦举行。会议明确指出，需要建立一个强有

力的减轻灾害风险与加强灾害恢复性的国际科学咨

询机制。要调研现有的相关组织，评价其作用并总

结其经验教训，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关于减轻灾害风

险的国际科学咨询机制提供依据［14］。

3 加深对灾害系统复杂性的认识

从上述关于科学技术减轻灾害风险防范的迫切

需求来看，需要从灾害系统组成要素，加深对灾害系

统复杂性的认识; 需要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角度，

加深对气候变化风险复杂性的认识; 需要从促进可

持续发展，加深对巨灾风险复杂性的认识。
3． 1 灾害系统与灾害系统的复杂性

在过去的研究中，曾就灾害系统的结构、功能、
动力学 以 及 综 合 灾 害 风 险 防 范 进 行 了 系 统 的 讨

论［15 ～ 19］，并已从灾害系统中致灾因子之间的相互作

用，认识到灾害系统存在着灾害群发与群聚的现象

( 亦称之为多灾种) 、灾害链现象［15］以及灾害遭遇现

象［20］。然而，从近年来发生在不同地理环境区域，

不同承灾体暴露区域的灾害来看，仅从灾害系统中

致灾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认识灾害系统的复杂

性，远不能满足对灾害系统复杂性的认识。
孕灾环境的区域差异不仅对致灾因子的产生有

着深刻的影响，亦对这些致灾因子造成的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影响明显。2011 年 3 月 11 日东日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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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发生在较深的海域，强度达到 9 级的地震不仅

本身的破坏性巨大，而且引发了规模巨大的海啸，且

由于地震与海啸相结合，摧毁了震区沿海的福岛核

电站，造成核泄漏，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生产事故，大

大加重了灾情，并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了深刻广泛

的影响。由此可以认为，孕灾环境在时空 2 个方面

对致灾因子的影响，使灾害系统的复杂性更加突出，

不仅表现为多灾种、灾害链和灾害遭遇的特征，且使

灾害致灾强度明显增加、影响范围 ( 受灾与成灾面

积) 显著扩展，进而形成难以估量的巨灾。
各种致灾因子发生在不同的承灾体暴露区域，

不仅对脆弱性有深刻的影响，亦对总体的灾情水平

影响明显，特别是对单位面积上的灾情影响更大。
2014 年 8 月 3 日的鲁甸地震发生在西南乌蒙山连

片贫困地区，且人口比较稠密、地势险峻、山大沟深，

导致震级仅 6． 5 级的地震就造成 700 多人遇难，这

在中国境内，相同的地震震级中，造成的遇难人数是

最多的。究其原因，除地震呈明显单脉冲型的集中

释放能量外，还与灾区贫困，地震设防水平低，人口

相对稠密，地理环境恶劣有密切的关系。
由此可以认为，承灾体暴露规模与脆弱性不仅

对灾害系统致灾与成害的复杂性产生明显影响，而

且对最终的灾情影响巨大。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不仅要对灾害系统中致灾因子间的相互作用的复杂

性加深认识，更要加深认识孕灾环境对致灾因子复

杂性程度的影响机制，以及对承灾体对脆弱性和致

灾与成害机制的复杂性加深理解，这样才能够从灾

害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与过程，全面认

识灾害系统的复杂性，进而加深对其致灾成害动力

学的认识。
3． 2 气候变化风险的复杂性

在已有的研究中，对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 ( 气

候灾害) 形成的气候灾害系统特点已有了较为深入

的认识［21］，即对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引发的灾害有

了一定的认识，但是对全球变化特别是气候变化形

成的风险认识不足。研究表明，气候变化风险是由

其趋势性形成的得失不定的风险( trade-off risk) 、波
动性形成的不确定风险( uncertainty risk) 、极端天气

和气候事件风险( extremely weather risk) 组成［22］。
气候变化趋向风险主要由其地理位置所确定。

如在高纬度地区和高山地区，气候变暖趋势对作物

的风险，与其作物播种的地理位置有关; 而在广大中

低纬度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变暖加剧气候干旱的

程度，不利于降低农业风险。气候变化波动性风险

主要由其变化的阈值所决定。当气候要素如温度与

降水波动低于人类的设防水平会造成影响风险; 但

当其波动超出人类的设防水平，进而由波动达到突

变时，必然形成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酿成重特大天

气和气候灾害，则必然引致损失风险。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地理区域、不同的

设防水平、不同气候变化的成因，对气候变化形成的

风险都有明显的影响，从而使气候变化风险的复杂

性大大加深。如果再考虑承灾体的差异和暴露水

平，必将使人们认识气候变化风险的难度加大。因

此，既要对极端天气和气候条件( 致灾因子) 的形成

加深理解，还要针对孕灾环境与承灾体，加深对气候

变化趋势性与波动性风险的认识，从而从适应与减

缓等多途径寻求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对策。
3． 3 区域发展与巨灾风险的复杂性

中国通过加强综合减灾，使自然灾害造成的损

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明显下降，由国际减灾活

动开 始 的 1989 年 的 5% ～ 6% 下 降 到 2013 年 的

1． 5%以下。然而防御巨灾的能力并没有明显的提

高，对比 1976 年 7 月 28 日的唐山大地震与 2008 年

5 月 12 日的汶川大地震，虽然遇难人员的数量由近

23 万下降到 8 万多，但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上一

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比由 3． 5% 上升到 3． 8%。由

此可以认为区域发展水平、灾害设防水平以及区域

发展模式都对巨灾风险的复杂性产生影响。
发生在青藏高原的昆仑山 8． 1 级地震比汶川地

震震级还高，但因昆仑山区荒无人烟，极少暴露，因

而造成的灾情甚小; 唐山和汶川地震都发生在人口

密度较大、区域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区域或城乡过

渡区域与平原向山区过渡地带。对小灾来说，经济

发达地区，因灾害设防水平较高，灾情甚微; 而经济

欠发达地区，因几乎无设防能力，灾情甚至更加严

重; 而对大灾来说，因超过区域设防水平，经济发达

地区灾情巨大; 经济欠发达地区，则酿成灭顶之灾。
在超过人类应对能力的前提下，城市化与工业

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所遭受的风险程度较高; 如果在

人类应对能力范围之内，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更高

的地区，其遭受风险程度将可能降低［20］。农业化水

平与农业用地比例较高的地区，对水旱灾害敏感，从

而影响着水旱灾害造成的农业灾情水平。在一些快

速城市化地区，经济增长过快，灾害设防水平没有及

时跟上，从而一遇到重特大自然致灾因素，必将酿成

巨大的灾情。如 2013 年经历快速城镇化的浙江宁

波余姚市遇台风、暴雨袭击，因设防水平偏低( 城市

8021 地球科学进展 第 29 卷



排涝能力低) ，又遇多灾相碰( 2 个台风的过程性暴

雨与海域高潮位及北方冷空气顶托相遇) ，从而形

成重大灾情。由此可以看出，区域发展过程中，快速

城市化与灾害设防水平相互是否协调，直接影响着

巨灾风险的复杂性与灾情严重性程度。

4 科技减轻灾害风险的战略与对策

UNISDＲ 于 2014 年 8 月提出了一个零前版框

架［2］，即从空间尺度、利益相关者与优先对策 3 个维

度强调减轻灾害风险，以实现与应对气候变化和可

持续发展相协同，从而实现缓解全世界灾情增长的

趋势，达到建设一个恢复力强的地球与人类社会。
我们从加深灾害系统复杂性的认识，提出科技减轻

灾害风险的战略与对策。
4． 1 建立一体化的综合风险防御范式

形成应对气候变化与减轻灾害风险一体化的综

合风 险 防 御 范 式，促 进 区 域 与 全 球 可 持 续 性 发

展［22］。为此，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缓解

由于快速发展而产生的灾害风险; 建立多样化的能

源保障与供应链体系，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间建立清洁能源伙伴关系，促使各国和地区引进、消
化、吸收先进能源技术; 为了防御由于巨灾引发的生

产链、供应链风险［22］，通过 WTO 全球协同规则，全

面提升国家和地区间的巨灾风险分担能力，逐步形

成有效的国家和地区间的灾害风险转移机制; 在充

分考虑国家和地区承受巨灾风险能力的前提下，建

立国家和地区政府、跨国企业、国际金融机构等利益

相关者风险共担的“全球巨灾金融管理范式”，在全

球范围内实现灾害风险分散与分担［23］。
4． 2 建立多空间尺度的综合风险防范体系

不仅要在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 4 个空间尺度

开展减轻灾害风险的行动，更要把这 4 个空间尺度

的减轻灾害风险行动综合起来，实现“自上而下、自
下而上”的系统集成，从而建立一个系统性的多空

间尺度的综合风险防范体系。在全球尺度上，建立

“全球巨灾风险防范联盟”［24］，做到“集多方资源，

应对一方的灾害”，即发行巨灾彩票，筹集联合国巨

灾基金［25］。在区域尺度上，建立“区域减轻灾害风

险平台”，共享灾害信息，共建灾害应急通讯系统，

发展与完善部长论坛，防控跨界灾害风险。在国

家尺度上，建立和完善综合灾害风险防范体制、
机制与法制，建立“减灾保发展，发展强减灾”的

双赢模式。在地方尺度上，大力提高灾害设防水

平，充分发挥社区在综合减轻灾害风险中的基础

作用，强化其功能，优化其结构，实现减灾系统结

构与功能的统一。
4． 3 建立多功能的巨灾风险防范金融体系

充分发挥巨灾保险与再保险功能，巨灾债券功

能，以及巨灾彩票功能［25］，通过整合这些巨灾金融

手段( 措施) ，形成一个强大的巨灾风险防范金融体

系。要加快建立政府与保险企业协力推进的巨灾保

险政策体系。在达到一定灾害设防水平条件下，通

过财政支持，在灾害高风险区，形成政府、投保人与

保险人风险共担的巨灾保险体系。发挥企业和社会

的作用，发行巨灾债券。巨灾彩票是动员广大社会

力量投入减轻灾害风险行动的最有效措施，是对巨

灾保险和巨灾债券的有力补充，亦是对中国“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式的救灾模式的完善，促使其从灾

害捐赠转向灾前的支持。通过政府把保险人、券商

和彩民投入灾害风险防范中的资源实现有机整合，

形成一个完整的巨灾金融与财政功能为一体的“巨

灾风险防范金融体系”。
4．4 建立多利益相关者防范灾害风险的凝聚力模式

要协同 HFA2 框架零前版本中提到的利益相关

者，把政府、企业、事业、个人在应对灾害的力量整合

起来，形成凝聚力，即实现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凝神聚气”和“凝心聚力”，使减轻灾害风险资源利

用效率与效益最大化［24］。政府在全球尺度上，要充

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 在区域尺度上，要加强区域或

次区域减灾合作平台的建设; 在国家尺度上，要完善

减轻灾害风险的各项制度; 在地方尺度上，要加大灾

害设防能力提升的投入［26］。企业要在不断提高自

身灾害设防能力的基础上，科学确定可接受的巨灾

风险、可控制的巨灾风险和必须转移的巨灾风险比

例。事业单位要通过提高完善设防水平、购买保险

转移风险。特别是对从事防灾减灾的广大科研院所

和高等院校，要加强对灾害系统复杂性的深入研究，

完善信息服务体系，在各种防灾减灾工程与非工程

技术的开发等方面要有里程碑式的突破，为造福全

人类做出更大贡献。个人要通过各种教育与培训和

演练等各种手段，掌握基本的防灾减灾常识和灾难

逃生技能，全面培育安全文化，系统改进自救与互救

的能力与水平。基于凝聚力模型，在“全球共生存

共发展”战略下［27］，统筹当前和未来联合国在推进

可持续发展中的多项行动，从综合减轻全球灾害风

险的角度，完善巨灾风险的应对措施。
4．5 建立风险信息服务与对策仿真模拟综合集成平台

在当今网络与大数据时代，开发使用各式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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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量灾害风险信息，优化应对灾害的各种结构、功
能与系统措施，全面提高人类与地球的恢复性能力，

实现综合减轻灾害风险的战略目标，建立一个安全

的社会和可持续性的世界。充分发挥 UNISDＲ 及其

建设的“全球减轻灾害风险平台”( Global Platform
for Disaster Ｒisk Ｒeduction，GPDＲＲ) 的导向功能，与

相关机构密切合作，形成统一标准和规范的“全球

灾害信息网络”，大力提高对区域高精度灾害风险

图的编绘能力。通过“共建共享”，形成一个可覆盖

全球的应对巨灾的网络教育和大数据科研平台，通

过组建综合巨灾风险防范大学联盟，加强灾害风险

学科建设; 通过组建综合巨灾风险防范科研联盟，加

强理解灾害风险，加强防灾减灾研究与技术开发，特

别是开发针对灾害系统复杂性的优化减灾防灾与巨

灾应对模拟平台; 通过组建综合巨灾风险防范社区

联盟，加强防灾减灾知识普及、教育、培训和宣传，强

化全球防灾减灾救灾志愿者力量; 通过建立应对巨

灾的“虚拟实体科研团队”［26］，促进在未来地球框架

下，深入对全球变化风险的认识; 在国际减轻灾害风

险科学咨询机制框架下，深化并完善减轻灾害风险

的科技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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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ster Ｒisk Science Development and Disaster Ｒisk Ｒeduction
Us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i Peijun1，2，3，Kong Feng1，3，Ye Qian1，Wang Ming1，3，Liu Kai1，3

(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Ｒesource Ecolog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Natural

Disaster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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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Based on a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for establishing HFA2 framework，this paper analyzed
key issues of frontier of disaster risk science，integrated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strategies and integrated
disaster risk governance．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disaster risk science was comprehensively discussed according to
the widely discussed Post-2015 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 ( HFA2) ． It was proposed to deepen the cognition of
the complexity of disaster system in terms of recognizing the complexity of disaster system from the interaction among
various elements of the system，recognizing the complexity of climate change risk from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recognizing the complexity of the catastrophe risk from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levels and patterns． Furthermore，it was suggested to make integrated disaster risk reduc-
tion strategies and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disaster system，including the es-
tablishment of regional integrated disaster risk governance framework to face climate change，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grated disaster risk governance system in multi-spatial scale，the establishment of disaster risk governance finan-
cial system integrating the insurance，bonds and lottery，the establishment of consilience mode in integrated risk
governance considering multi-stakeholder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platform integrated dis-
aster risk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strategies． Finally，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assessment
of disaster risk levels for different regions in multi-spatial scale can provide robust scientific support for integrated
disaster risk governance of the world and regions，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 so as to improve response to global
change and guarantee a global and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mplexity of disaster system;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Integrated disaster risk govern-
ance; Global change;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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