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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EM-DAT 数据库 1987—2016 年全球陆地气候气象及水文类（气候相关类）灾害灾情数据及居民消费

者价格指数（CPI）、GDP 等社会资料数据，对直接经济损失、损失占比（直接经济损失/GDP）等在不同尺度上计

算分析，并量化了频次、GDP、频次与 GDP 联合影响对损失占比变化的贡献率。结果表明：① 全球直接经济损

失随时间变化呈显著上升趋势，损失占比先上升后下降，世界防灾减灾能力不断加强，但应对巨灾能力仍然较

弱；② 收入水平越高区域遭受直接经济损失越严重，但中低和中高收入区域经济损失占比明显高于低收入和高

收入区域；③ 直接经济损失严重地区有欧洲、东亚、南亚、东南亚及北美洲中南部地区，而损失占比较高地区主

要有东亚、东南亚和加勒比海地区；④ 初期灾次对气候气象及水文类灾害损失占比变化起主导作用但影响力逐

渐减弱，GDP 和频次与 GDP 联合影响对损失占比变化作用逐渐增强，不同收入区域存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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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迅速增长，全球气

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影响日益加剧，自然灾害愈加

频发，其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己经成为当今人

类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风险问题之一[1~3]，如 2003 年

席卷欧洲的热浪、2005 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等。

自然灾害是自然界变异与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相互

作用的产物[2]，给人类社会的安全与发展带来众多

挑战，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人类社会进程 [4]。

UNISDR 自然灾害统计报告显示，2000—2009 年

共发生 3 852 起国家范围内自然灾害事件，造成超

过 78 万人丧生，经济损失高达 9 600 亿美元[5]。慕

尼黑再保险公司历史灾害数据也表明，自然灾害

发生频次以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6]。

IPCC 指出在全球变暖和全球化背景下，未来

全球部分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台风、干旱、极端降

水等极端气候事件可能会增加，气候相关类灾害

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可能会增加 [7]。如果未来人类

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和过去一样，预计 2100 年

全球平均收入将减少 23% 并进一步扩大收入不

平衡现象[8]。随着气候变化和地面沉降，世界沿海

城市洪水风险增加，人类需要提升防灾措施来避

免巨额经济损失[9]。一个国家或地区因灾造成的

经济损失与当地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低收入国家

明显遭受风险更大，可持续经济发展更能有力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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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社会脆弱性[10]。全球河道洪水历史灾情数据和

模型模拟表明洪水经济损失占比曲线随地区收

入水平增加呈倒 U 型变化[11]；气候相关类灾害造

成的经济损失占比在中国不同地区也存在显著

性差异，经济水平越高地区损失占比越小，脆弱

性越小[12]。

从自然灾害的社会属性来看，直接经济损失

是灾害影响最为直接和集中的表现[2]，其绝对值和

相对值是表征灾情的关键指标[13]。系统研究全球

陆地气候气象及水文类灾害经济损失的时空变化

特征，分析其影响因素贡献率等，有助于掌握其发

展规律，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规划、促进地区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4~16]。因此本文利用 1987—
2016 年历史灾情数据结合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

研究了全球陆地气候气象及水文类灾害直接经济

损失的时空分布特征及不同经济体应对灾害的能

力，并构建了回归模型进行贡献率分析，为防灾减

灾和风险管理等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包括全球陆地气候气象及水

文类灾害灾情数据和社会统计资料，数据资料时

间序列为 1987—2016 年。灾情数据来源于全球灾

害数据库 EM-DAT[17]（Emergency Events Database，

https://www.emdat.be/），其中直接经济损失是财产、

农作物和牲畜的损坏总数，登记的数字对应事件

发生时的损坏值，损坏估算值以现价美元为单位。

本文使用的社会统计资料包括居民消费者价

格指数（CPI）、收入水平、GDP、人均 GNI 和国土

面积等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 Bank，https://
data.worldbank.org.cn/）。其中 GNI 指所有居民生

产者创造的增加值的总和，加上未统计在产值估

计中的任何产品税（减去补贴），加上来自境外营

业的原始收入的净收益；GDP 是一个经济体内所

有居民生产者创造的增加值的总和加上产品税并

减去不包括在产品价值中的补贴，计算时未扣除

资产折旧或自然资源损耗和退化。

1.2    研究方法

1.2.1    灾害事件的分类

EM-DAT 数据库中将自然灾害分为地球物理

类、气候类、气象类、水文类、生物类以及外星球类

灾害，该分类体系在国际上被广泛认可，本文选取

气候类（旱灾、冰湖溃决和野火）、气象类（风暴、极

端温度和雾）和水文类（洪水、滑坡泥石流和波浪

作用）灾害研究分析，共 6 种主要灾害类型（灾情

数据以旱灾、野火、风暴、极端温度、洪水和滑坡泥

石流类灾害为主）。

1.2.2    直接经济损失相关指标计算

1） 平减折算

CPI =
直接经济损失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价值

直接经济损失按 2010 年美元价格计算的价值
×100% （1）

EM-DAT 给出的直接经济损失以现价美元为

单位，即发生某灾害事件当年美元的市场价格，由

于通货膨胀等因素，不同年份现价美元无法直接

进行计算，本文利用 CPI（设 2010 年为 100）将直

接经济损失统一为 2010 年美元价格（以下经济损

失均以 2010 年美元为单位）[6]。

2） 损失占比

损失占比 =
直接经济损失

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
×100%（2）

在计量直接经济损失时还需强调损失占

GDP 的比例，对比时空差异时消除经济基数影响，

联合国《2015—2 030 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 [18]

给出了 7 项减灾指标，有 4 项涉及灾害计量，因灾

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损失占比是其中两项[19]。

3） 单位面积损失。单位面积损失是指直接经

济损失除以国土面积的值，EM-DAT 以国家为最

小单元记录灾害事件和损失，不同国家和地区国

土面积不同，灾害发生情况不同，单位面积损失可

较为直观地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较为真实的损

失情况。

4） 灾害经济损失类型比重。灾害经济损失类

型比重是指某类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气候

气象及水文类灾害总损失的比重，通过灾害损失

类型比重，可了解一个地区受不同类型灾情影响

情况。

1.2.3    贡献率计算方法

根据区域灾害系统论[19,20]，灾情（害）是孕灾环

境、致灾因子和承灾体互相作用的产物，本文选取

该系统中致灾因子和承灾体在气候气象和水文类

灾害损失灾情中进行贡献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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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归模型构建。根据历史灾情和社会资料

数据，本文分别计算了世界 175 个国家 1987—1996
年、1997—2006 年、2007—2016 年的年平均直接

经济损失占比、平均灾害发生总频次和平均 GDP，
来表征不同时期的灾情，致灾因子和承灾体情况，

通过逐步回归方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构建，

其中损失占比作为因变量，频次和 GDP 作为自变

量，得到公式（3）所示的线性回归方程：

D = 0.209lnP−0.223lnG+0.217 （3）

式中，D 为某地区年均直接经济损失占比，P 为年

均发生灾害频次（次），G 为年均 GDP（千亿美元），

2） 影响因子贡献率。本文将直接经济损失占

比的变化归为 3 个方面：灾害频次影响（P）、GDP
影响（G）和频次与 GDP 联合影响（P&G）[21,22]。对

应某地区 t1 到 t2 时期的经济损失占比变化，各因

子贡献率如下：根据回归方程，令 D=F(P,G)
① 频次贡献（CP）

CP =
F (P2,G1)−F(P1,G1)

∆D
×100% （4）

式中，G1 为该区域 t1 时期的 GDP，P1 和 P2 分别

为 t1 和 t2 时期的频次，F(P1,G1) 为该区域 t1 时期

的经济损失占比，F(P2,G1)−F(P1,G1) 表示保持 t1

时期 GDP 不变，仅由频次变化引起的损失占比变

化，即控制变量，ΔD 表示由方程得出的 t1 至 t2 时

期损失占比变化，二者相除即为频次贡献率。

② GDP 贡献（CG）

CG =
F (P1,G2)−F(P1,G1)

∆D
×100% （5）

同公式（4）一样，保持频次不变，使 GDP 发生

变化，仅由 GDP 变化引起的损失占比变化除以

ΔD，即为 GDP 贡献率。

③ 频次与 GDP 联合贡献（CP&G）

CP&G = 1−CP−CG （6）

式中，频次与 GDP 联合贡献率为 1 减去频次贡献

率 (CP) 和 GDP 贡献率（CG）。

④ 相对贡献率

相对贡献率 =
某一因素贡献率绝对值

各因素贡献率绝对值总和
×100%

（7）

由于某因素对损失占比呈负贡献，即可得贡

献率为负值，本文为对比不同因素对灾害损失占

比影响大小，引入相对贡献率。

2    结果分析

2.1    全球尺度

1987—2016 年，全球陆地气候气象及水文类

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约 23 270 亿美元，占灾害总损

失的 73.3%。经济损失变化如图 1 所示，陆地灾

害总损失呈显著上升趋势（P<0.05），但损失比例

在部分年份波动较大，如 1995 年为 34.6%，该年

日本阪神地震经济损失达 1 431 亿美元，占全年

灾害总损失 64.5%，2011 年日本东北部发生大地

震并引发海啸使得 2011 年灾害总损失显著高于

其他年份。在气候气象及水文类灾害造成的经济

损失中，风暴和洪涝类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较大，

分别占总损失的 51.3% 和 35.4%，旱灾、野火类灾

害和极端温度事件损失占比分别为 6.9%、3.3%
和 2.7%，滑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小

为 0.4%。

气候气象及水文类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图 1    1987—2016 年世界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变化

Fig.1    The change in the direct economic loss of disasters across the world from 1987 t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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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损失占比变化如图 2 所示，直接经济损失呈显

著上升趋势（P<0.05）,平均每年损失 775.66 亿美

元，损失较高的年份为 2005 年和 2011 等，这些年

均有较大自然灾害发生 [23,24]。损失占比曲线无明

显变化趋势（P>0.05），年平均损失占比为 0.15%。

1987—1998 年，损失占比呈上升趋势，该现象可能

与 EM-DAT 早期数据收集不完善致使损失占比

偏低有关 [25]。1998—2016 年，损失占比呈下降趋

势，20 世纪以来损失数据较为完善，世界防灾减灾

能力不断加强，使得损失占比相对减小。中国气候

气象及水文类灾害损失占比近年来呈显著下降趋

势，但在 20 世纪 10 年代年平均损失占比仍为

0.7%[11]，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可见中国受灾影响

非常严重，仍需提高防灾减灾能力。根据史培军等

定义的巨灾分类标准 [19]，将巨灾剔除后全球陆地

的直接经济损失和损失占比如图 3 所示，直接经

济损失呈显著上升趋势（P<0.01），平均每年损失

573.33 亿美元，由巨灾引起的年平均直接经济损

失达 202.32 亿美元；损失占比呈略微下降趋势

（P>0.01），年平均损失占比为 0.11%。巨灾对人类

社会影响巨大，剔除巨灾后全球灾害损失占比呈

下降趋势，表明全球尺度下世界防灾减灾能力逐

步加强，但世界应对巨灾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

2.2    区域尺度

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 (GNI) 将不同

国家和地区分为 4 组收入水平（低、中低、中高和

高）[26]，本文依据世界银行 2018 年分类标准，将相

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归为同一种收入区域，

研究不同种收入区域不同时期气候气象及水文类

灾害经济损失变化特征，其中低收入国家（人均

GNI<1 005 美元）有几内亚和尼泊尔等国家，中低

收入国家（1006 美元≤人均 GNI≤3 955 美元 ）有
加纳、印度等国家，中高收入国家（3956 美元≤人

均 GNI≤12 235 美元）有中国、古巴等国家，高收

入国家（人均 GNI>12 235 美元）有美国、英国等国

家（https://data.worldbank.org.cn/）。
欧洲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JRC）通过开发的

INFORM 模型 [27]，选取政府效率等 13 个指标（政

 

图 2    1987—2016 年全球陆地气候气象及水文类灾害直接经济损失（a）和损失占比（b）变化

Fig.2    The change in the direct economic loss (a) and the loss ratio (b) of climatological-
meteorological-hydrological disasters across the world from 1987 to 2016

 

图 3    1987—2016 年全球陆地气候气象及水文类灾害（剔除巨灾）直接经济损失（a）和损失占比（b）变化

Fig.3    The change in the direct economic loss (a) and the loss ratio (b) of climatological-meteorological-
hydrological disasters except for  the catastrophe across the world from 1987 t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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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效率、腐败知觉指数、成人识字率、麻疹免疫覆

盖率、人均卫生支出、医生密度、获得改善的卫生

设施、获得改善的水源、道路密度、移动蜂窝订阅、

互联网用户、电力供应、兵库行动框架得分）计算

了 191 个国家的缺乏应对能力指数（LCCI），相关

分析发现，LCCI 与人均 GDP 之间存在显著的指

数相关关系（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719，通过

0.01 显著性水平检验）[1]，人均 GDP 越大，LCCI 越
小；人均 GNI 与人均 GDP 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系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988，通过 0.01 显著性水平

检验），人均 GNI 越高，LCCI 越小，即收入水平越

高的国家应对灾害能力越强。

不同收入区域的单位面积损失变化如图 4a
所示，高收入区域遭受直接经济损失最为严重，30 a
平均单位面积损失达 1 244.5 美元/km2，单位面积

损失最低的是低收入区域，平均每年损失 121.1 美

元/km2，中低收入区域单位面积损失稍低于中高收

入区域。受卡特琳娜飓风影响，高收入区域 1997—
2006 年经济损失最为严重，使得年平均单位面积

损失先增加后降低，中低和中高收入区域数值持

续升高，而低收入区域单位面积损失持续降低，从

1987 —1996 年 230.2 美元 /km2 降至 2007 —2016
年 53.5 美元/km2。30 a 期间 4 种收入区域的平均

损失占比分别为 0.18%、0.32%、0.29% 和 0.12%

（表 1），其中高收入区域损失占比最小，其次为低

收入区域，中低和中高收入区域的损失占比明显

较大，在每一段时间内均呈现这种大小关系。高收

入区域由于其发展水平较高，暴露较大，单位面积

灾次不低（图 4b），因灾造成的单位面积损失显著

高于其他区域（图 4a），但其应对灾害能力较强，损

失相对 GDP 较小。低收入区域同样占比很低，其

单位面积频次较高，但单位面积损失明显低于其

他区域，表明由于其发展水平较低导致经济暴露

较小，损失较低，因此损失占比较低。根据环境库

兹涅兹曲线理论[28]，随着国家收入水平提高，防灾

减灾能力增强，其经济暴露也在不断增加，在收入

水平达到某一值时出现临界点，即损失占比随收

入水平增加呈先升高后下降趋势。中低区域单位

面积频次最高，中高区域单位面积频次最低，但中

低区域单位面积损失和损失占比仍低于中高区域，

可知中低收入区域经济暴露较大，但其设防水平

和应对能力较低，设防水平发展不如经济水平发

展迅速，致使损失占比较大，但中高收入区域经济

暴露同样较大，其设防水平已得到进一步提高，突

破临界点后，使得损失占比变小。

根据表 1 显示，低、中低和中高收入区域的损

失占比均随时间呈下降趋势，高收入区域先上升

后下降。低收入区域单位面积频次随时间显著增

 
表 1    不同收入区域损失占比变化（%）

Table 1    The change of loss ratio in different income regions (%)
 

收入水平 1987—1996年 1997—2006年 2007—2016年 平均值

低 0.23 0.16 0.16 0.18

中低 0.37 0.37 0.24 0.32

中高 0.37 0.30 0.18 0.29

高 0.09 0.15 0.11 0.12

 

图 4    不同收入区域单位面积损失（a）、单位面积频次（b）变化

Fig.4    The change of direct economic loss (a) and frequency (b) in different income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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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但是单位面积损失显著降低，表明其应对灾害

能力显著增加，损失占比逐渐降低。高收入区域单

位面积频次先增加后减小，致使其单位面积损失

和损失占比也呈现先增加后减小，且 1987—1996
年与 2007—2016 年损失占比变化不大，表明其应

对灾害能力已趋于稳定，损失占比不会随经济暴

露增加而增加。中低和中高收入区域单位面积频

次随时间增加，单位面积损失随之增加，但是损失

占比随时间显著下降，表明其应对灾害能力正逐

步上升，但未趋于平稳，仍有上升空间。

2.3    国家尺度

单位面积损失较高的地区有欧洲、东亚、南亚、

东南亚及北美洲中南部地区的国家（图 5a），均高

于 1 万美元/km2，其中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主要是

格林纳达、安提瓜、巴巴多斯和牙买加等岛国，这

些国家因灾造成的总经济损失不大，但国土面积

较小，使得单位面积损失相对较高。单位面积损失

高于 1 万美元/km2 的 68 个国家中，中高和高收入

国家合计占了 73.5%，即较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单

位面积损失相对严重，这些国家发展水平较高，经

济暴露较大，因此因灾造成的单位面积损失较大。

损失占比较高的国家有东亚、东南亚和加勒比海

地区的国家，均高于 0.5%，以蒙古、孟加拉、尼泊

尔和圭亚那等国家最为严重，欧洲国家虽然灾害

经济损失很高，但损失占比很小（图 5b）。年均损

失占比高于 0.5% 的 30 个国家中，有 12 个中高收

入国家和 13 个中低收入国家，合计占国家总数

83.3%，即较多中等收入国家灾害损失占比较高，

这些国家经济暴露较大，其设防水平提高不及经

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世界各国气候气象及水文类灾害损失类型如

图 6 所示，不同国家受灾影响差异显著。受风暴灾

害严重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美国、墨西哥、加

勒比地区、西欧、北欧和东南亚等地区。洪涝灾害

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主要有除南非以外非洲大部

分地区、中欧、南欧、亚洲以及南美洲部分地区的

国家，非洲地区湿季降水量明显高于干季[29]，出现

洪涝灾害。近百年来欧洲地区为改善航运能力，对

多瑙河等欧洲主要河道进行了大规模改造，以及

沿河大量居民区兴起等，洪涝灾害频发[30]。

旱灾主要对南非、欧洲东部和南部、南美洲中

部地区的国家影响较大，这些地区的国家大都因

降水减少导致，影响正常生活造成经济损失。受极

端温度事件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欧洲东部和南部地

区的国家，加拿大、约旦、塔吉克斯坦和智利等国

家，近些年来欧洲频繁遭遇高温热浪灾害事件[31]。

受野火类灾害影响较大地区主要有南欧、东南亚

部分地区和蒙古等国家。因滑坡、泥石流灾害损失

惨重的国家和地区相对较少，主要有冰岛、瑞士、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

等国家，常伴随强风暴、山洪等灾害发生，这些地

区也多因当地地形因素等易造成滑坡、泥石流灾

害发生。

2.4    贡献率分析

公式（3）所示的回归模型中，F 值为 9.704，表
明该回归方程具较强影响力，很好地表达了影响

损失占比的因素，R2=0.318，对模型整体进行显著

性检验得 P<0.01，且对各解释变量进行检验也得

 

图 5    1987—2016 年全球陆地气候气象及水文类灾害直接经济损失（a）和损失占比（b）分布

Fig.5    The direct economic loss per unit area (a) and economic loss ratio (b) of climatological-
meteorological-hydrological disasters across the world from 1987 t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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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说明解释变量对因变量有很好的影响力。

该方程显示，在同一区域中灾害发生频次增加，经

济损失占比越大；经济发展越好，GDP 越大，损失

占比越小。通过对不同区域贡献率分析， GDP 影

响主要对损失占比造成的是负贡献，而频次影响

主要对损失占比造成的是正贡献，在不同年代间

贡献率差别较大。在全球尺度下，对损失占比的贡

献主要是 GDP 和频次影响，其联合影响基本忽略

不计。在 1997—2006 年期间，频次与 GDP 均呈现

上升趋势，相对贡献率分别为 62.53% 和 37.47%，

以频次贡献为主，但在 2007—2016 年期间，频次

与 GDP 的相对贡献率分别为 3.22% 和 96.78%，

以 GDP 贡献为主，由于 1997—2006 年平均频次

与 2007—2016 年平均频次差别不大，但 GDP 增

加，损失占比呈下降趋势，因此 GDP 被认为是

2007—2016 年损失占比变化的主要因素。

对不同收入区域分析得出的结果与全球结果

显著不同，因此对比不同收入区域的影响因素贡

献率方面尤其重要。本研究以 1987—1996 年期间

为基期计算后面两段时间的因素影响贡献（表 2）。
1997—2006 年，对灾害损失占比影响较大的因素

为灾害频次影响，其对 4 种不同收入区域的相对

贡献率分别为 65.06%、55.93%、59.06% 和 58.28%，

此时 GDP 对灾害损失占比影响较小，相对贡献率

分别为 16.17%、9.34%、12.56% 和 11.85%，远低于

频次影响，频次 GDP 联合贡献率稍高于 GDP 影

响贡献。不同收入区域影响因素贡献率相差不多，

该阶段灾害频次增加较大，设防水平增加较小，使

得频次贡献占主导地位（表 2）。
2007—2016 年期间，3 种贡献率变化较大，频

次影响大幅降低，4 种收入区域中频次影响相对贡

献率分别为 11.03%、2.37%、0.74% 和 31.15%，远

低于其他 2 种影响贡献，而 GDP 影响和频次与

GDP 联合贡献显著升高。在低和中低收入区域，频

次与 GDP 联合贡献率最高，分别达到 57.02% 和

54.49%，GDP 影响次之，分别为 31.94% 和 43.14%。

而在中高和高收入区域，GDP 影响占主导地位，相

对贡献率分别达到 52.57% 和 47.36%，频次与

GDP 联合贡献率分别为 46.68% 和 21.49%。在该

阶段，灾害频次无较大变化，但各区域 GDP 继续

增加，损失占比受 GDP 影响较大。高收入区域防

灾减灾水平已趋于平稳，但在该时间段内频次增

加，仍对损失占比有 31.15% 的贡献影响。其他区

域灾害频次变化不明显，且防灾水平仍需提高，故

 
表 2    不同收入区域各因素相对贡献率（%）

Table 2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 rate of various factors in different income regions（%）
 

收入水平
1997—2006年 2007—2016年

GDP影响 频次影响 联合影响 GDP影响 频次影响 联合影响

低 16.17 65.06 18.77 31.94 11.03 57.02

中低 9.34 55.93 34.73 43.14 2.37 54.49

中高 12.56 59.06 28.37 52.57 0.74 46.68

高 11.85 58.28 29.87 47.36 31.15 21.49

 

图 6    1987—2016 年全球陆地气候气象及水文类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类型

Fig.6    The direct economic loss type of climatological-meteorological-hydrological disasters across the world from 1987 t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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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GDP 影响和频次与 GDP 联合影响贡献较大。

由此可见，早期灾害频次对损失占比变化呈

主导作用，但其影响逐渐减弱，而 GDP 影响和频

次与 GDP 联合影响对损失占比作用逐渐加强以

致在后期占据主导地位。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1） 1987—2016 全球陆地气候气象及水文类

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以风暴灾害和洪涝灾害损失为

主，随时间变化呈显著上升趋势，而经济损失占比

先上升后下降，世界防灾减灾能力不断上升，但应

对巨灾能力仍需提高。

2） 收入水平越高区域遭受直接经济损失越严

重，但中等收入区域经济损失占比最高，其次是低

收入和高收入区域。

3） 直接经济损失严重国家主要有欧洲、东亚、

南亚、东南亚及北美洲中南部地区的国家，而损失

占比较高的国家主要有东亚、东南亚和加勒比海

地区的国家，不同国家受灾影响差异显著。

4） 早期灾害频次对损失占比变化呈主导作用，

但其影响逐渐减弱，而 GDP 影响和频次与 GDP
联合影响对损失占比作用逐渐加强，后期占据主导

地位，不同收入区域各因素贡献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3.2    讨论

本研究利用 EM-DAT 历史灾情数据进行研

究分析，早期灾情数据收集不完善，近些年灾情数

据可靠度和完整度才得以提高，另每次灾害事件

必须满足一定条件才被收入 EM-DAT 数据库,因
此本文对灾害经济损失分析可能与实际存在偏差；

EM-DAT 记录灾害事件以国家为基本单元，为研

究损失时空分布特征，比较不同国家受灾情况，本

文采用灾害经济损失的相对值进行计算分析，仅

能反映国家整体灾情，与实际灾区的受灾情况存

在偏差；损失占比虽然是被广泛接受的灾情指标，

但直接经济损失属于存量，GDP 属于流量，严格来

讲二者不可直接相除，一些小国家发生某次大灾

造成的直接经济损甚至会大于当年的 GDP，即损

失占比大于 100%，对研究结果影响较大；在灾害

发生过程中，还有很多因素影响灾情，本文仅定量

讨论了频次和 GDP 对损失占比的贡献率问题，还

需进一步讨论其他影响因素，如孕灾环境等对损

失占比的贡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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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the impact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on human society is  increasing rapidly and some countries  and regions may suffer  more climate-related haz-
ards, which  include  climatological  hazards  (drought,  glacial  lake  outburst  and  wildfire),  meteorological  haz-
ards (extreme temperature, fog and storm) and hydrological hazards (flood, landslide and wave action). These
hazards happened more frequently as time went by, and the direct economic losses had also increased, posing
many challeng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ecurity and human. Direct economic loss is the most direct and con-
centrated manifestation of hazards in terms of impact, whose absolute and relative values are the key indicators
for characterizing the hazards and disasters.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  contributions  of  direct  economic  loss  from  climatological-meteorological-hydrological  hazards  in  the
world can help us master the development rules of hazards, the ability to respond disasters in different income
regions and the contributions of different factors to disaster loss to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disaster pre-
vention and mitigation, and they’re also important for plann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coun-
tries and regions. Based on the global climatological-meteorological-hydrological hazards and disaster data in
EM-DAT from 1987 to 2016 and social data such as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an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the direct economic loss and loss ratio (direct economic loss/GDP) of the hazards were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on different spatial-temporal scales respectively,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frequency of hazards and dis-
asters,  GDP and  their  coupling  effects  to  disaster  loss  ratio  were  analyzed  as  wel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total direct economic loss of the disasters showed a significant upward trend over time, while the loss
ratio of the disasters went up and then went down. The ability of the whole world to prevent and mitigate dis-
asters had been strengthened, but its ability to cope with catastrophe was still weak. 2) The higher income area
suffered more serious direct economic loss of disasters, while the economic disaster loss ratio in lower middle
and upper  middle  income area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loss  ratio  in  low income and high  income
areas. 3) The areas with severe losses of the hazards included Europe, South Asia, Southeast Asia, East Asia
and  the  south-central  region  of  North  America,  while  the  areas  with  high  loss  ratio  of  the  disaster  included
Southeast Asia, East Asia and the Caribbean. 4) Frequency of the hazards and disasters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loss ratio of climate-related disasters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 and its contribution had a downward trend;
while the GDP and the coupling effects dominated in the later with an increasing impact in the changing of loss
ratio, and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income regions.

Key words:  climatological-meteorological-hydrological hazards; direct economic loss of disaster; disaster loss
ratio; regional disaster system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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