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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 提出了洪水灾害复杂大系统的概念, 讨论了该系统的组成特征及

其高维性、动态性、复杂性等特征和基于定性与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 探讨了洪水灾害系统模拟、

预测、评估与决策的综合分析方法。为进一步开展洪水灾害的管理与调控方法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并将有利于促进资源、环境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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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灾害系统由于受到天、地、气等多种条件的约束和众多繁杂因素的影响和干扰, 毫无

疑问, 它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复杂系统的行为本质既包含“高维性”又包含“复杂性”。所

谓“高维性”是指复杂系统因子繁多, 往往需要做“多目标—多因子”分析; 所谓“复杂性”是

指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正态与非正态, 定性与定量, 静态与动态、宏观与微观、平衡与非平衡

等特征。实践证明, 传统的方法和手段已难以胜任洪水灾害复杂系统中涉及多因子、多层次的

综合分析。只有把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计算机、遥感等现代科学与技术中的新成果引入

洪水灾害系统的研究中, 系统地探讨洪水灾害的模拟、预测、评估与决策的综合分析方法, 才

能实现人类对洪水灾害的有效调控和科学管理。以促进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之间朝着协调的

方向发展[1 ]。因此, 本文首先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 提出了洪水灾害复杂大系统的概念和基于定

性与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 探讨了洪水灾害系统的模拟、预测、评估与决策的综合分析方法。

1　洪水灾害复杂大系统

洪水灾害是自然界的洪水作用于人类社会的产物, 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表现。一般而言,

形成洪水灾害必须具有以下条件: ①存在诱发洪水的因子 (称之为致灾因子) 及形成洪水灾害

的环境 (称之为孕灾环境) ; ②洪水影响区有人类居住或分布有社会财产 (称之为承灾体)。它

们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形成了通常所说的灾情。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 孕灾环境、致灾因

子、承灾体、灾情之间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 相互联系, 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结构、功能、特

征的复杂体系, 这就是洪水灾害系统[2 ]。图 1 描述了洪水灾害系统的组成及其因果关系的逻辑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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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洪水灾害系统, 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1) 系统组成的高维特性　洪水灾害系统是由孕灾环境子系统、致灾因子子系统, 承灾体

子系统、灾情子系统等四个子系统组成, 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包括其各自的子系统。例如: 承灾

体子系统又包括人类子系统、建筑群子系统、工业子系统、农业子系统等。如此逐层分解, 形

成了洪水灾害的庞大的层次结构, 显然, 洪水灾害系统是一个“人—自然—社会”系统, 毫无

疑问, 这样的系统具有极高的维数。

(2) 子系统之间关联复杂　洪水灾害系统内各个子系统或局部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 相互

联系, 形成了复杂的关联。这种关联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结构上, 而且表现在内容上。它们可

以是物质、能量或信息的关联, 也就是说各子系统之间的关联的形成是多样的。图 2, 描述了洪

水灾害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的复杂关联关系。

图 1　洪水灾害系统及其逻辑结构

F ig111 F lood disaster system and its logical structu re

图 2　洪水灾害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关系

F ig121 R elationsh ip among its subsystem

　　 (3) 影响因素繁多、层次不明确　洪水灾害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每一种因素又包含

众多的表现形式, 形成了洪水灾害系统内各因素之间复杂的因果表达关系, 从而使得系统内部

因素间因果层次关系不明确。例如降雨作为直接影响径流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其时空分布的

不同对经济的影响作用也不同。在相同降雨量的情况下, 降雨越集中 (如暴雨) , 则径流量越大,

径流过程越大; 反之, 降雨历时越长 (如淫雨) , 则径流量越小, 径流过程越缓。若降雨集中在

流域的下游, 洪水上涨往往较快, 且涨洪历时短, 洪峰流量较大。再如暴雨中心移动方向顺流

而下时, 常会造成较大的流域洪水、从而可能形成较大的洪水灾害[3 ]。

(4) 洪水灾害系统的不确定性　洪水灾害系统的不确定性概括起来, 包括随机性、模糊性、

灰色性与混沌性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洪水灾害系统不确定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4, 5 ]。

·雨洪的随机性　雨洪的随机性包括它在时间分布上的随机性和空间分布上的随机性两个

方面。雨洪的这种时空分布的不确定性必然造成同等条件下的洪灾损失时、空分布的不

确定性。

·资产分布的不确定性　洪灾损失是洪水作用于财产而产生, 同等雨洪的情况下, 财产的

分布不同, 造成的洪灾损失也不同。

·防洪措施运用的不确定性　防洪措施包括工程的水库大坝、堤防等和非工程的洪水警报、

紧急撤离等, 这些工程性措施在设计、施工和管理中存在不确定性, 而洪水预报、紧急

撤离等非工程性措施的实施又牵涉到洪水预报的准确性及公众的响应程度等, 同样也是

不确定的。防洪措施应用得当, 洪水灾害损失就小。反之, 则大。因此, 在洪水灾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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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 不但洪水灾害的发生具有随机性, 其成因难以预测, 因此, 洪水灾害发生的后果

也难于判断和衡量, 具有模糊性。

(5) 系统的开放性　洪水灾害系统是一个“人—自然—社会”系统, 这一系统不断地与其

环境发生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体现了这一系统的开放性。一方面, 洪水灾害的形成, 需

要一定的条件。例如: 需要从其外部环境系统中得到能量、物质或信息。没有外部环境系统的

作用, 洪水灾害就不可能发生。另一方面, 由于洪水灾害的发生, 又对其外部环境系统产生影

响, 甚至产生或引起其灾害。例如, 大气环流的变化, 可以引起地面的洪水灾害, 同时由于洪

水灾害可能导致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发生。洪水灾害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

(6) 系统的动态性　洪水灾害系统的时间性强, 它随着时间而不断地发生变化。这是由于

它的周围环境系统不断地发生变化, 引起了洪水灾害系统的输入输出强度与性质不断地变化, 并

进一步引起洪水灾害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变化, 从而使洪水灾害系统呈现出显著的动态性。

(7) 洪水灾害系统的非线性　就是指洪水灾害系统的输出特征, 对于输入特征的响应不具

备线性叠加性质, 例如, 相同强度的洪水, 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域, 其规模量级大小与损

害数量程度方面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但其由于不同地域的背景条件, 人口密度, 经济发展水

平等方面有差异, 所以自然事件的规模和造成的损失之间不可能构成线性函数关系, 又如: 在

特定的时空范围内, 当降雨量和降雨强度处于一定水平以下时, 不会发生洪水灾害, 即无响应,

随着降雨和降雨强度的提高, 可能发生洪水灾害, 但其灾情的大小并不一定与降雨量和降雨强

度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关系。这些都表现出了洪水灾害系统的非线性特征。

图 3　定性与定量综合集成方法[6 ]

F ig131 Comp rehensive m ethodlogy w ith qualita t ive and quan tita t ive

in tegrat ion [6 ]

综上所述七个特点, 突出表现了洪水灾害系统的高维性、复杂性、开放性以及动态性。因

此, 从系统科学的观点来看, 洪水灾害系统是一个动态复杂大系统。毫无疑问, 针对这一复杂

大系统的控制与管理, 无论是采用经典的控制理论, 还是采用传统的运筹学技术, 都将遇到困

难。因此, 必须采用新的概念和方法来探讨洪水灾害系统的模拟、预测、评估、决策这一多因

子、多层次的综合分析问题。

2　洪水灾害的综合分析方法

211　定性与定量综合集成方法

由于大系统所具有的复杂性、

开放性和动态性使得人们应用传统

的系统工程方法和经典的控制技

术, 已无法解决其控制和决策问题。

随着现代科学和计算机技术的高速

发展, 钱学森等杰出科学家提出解

决复杂系统问题的新方法——从定

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5 ]。它是在

社会系统、人体系统和地理系统等

三个复杂系统研究的实践基础上,

提炼、概括和抽象出来的综合集成

方法。这种方法的实质就是将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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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 (多方面有关专家)、统计数据和多种信息资料与计算机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图 3 描述了

定性与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的基本思想。

　　因此, 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对洪水灾害系统分析时, 必须做到科学理论、经验

知识和专家判断力相结合; 人与计算机各自发挥所长、协同工作。具体的作法是, 由各个领域

专家参加, 依据他们所掌握的科学理论和经验知识对系统中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 对系统分析

的途径和方法作出决定性判断, 并用系统思想和观点把其纳入到系统框架, 界定系统边界, 明

确哪些变量是状态变量、环境变量、控制变量 (政策变量) 和输出变量 (观测变量)。然后建立

起用数学模型、逻辑模型等描述的洪水灾害系统的结构、功能、输入—输出关系, 即系统模型。

先按照功能、结构或属性将洪水灾害系统分解成为一系列子系统, 对各子系统进行建模描述, 再

由它们综合成为总的系统模型。有了系统模型, 再借助于计算机就可以进行系统功能的计算机

仿真, 它相当于在实验室内对系统作实验。由专家们对结果进行分析、讨论、判断甚至调整和

修改, 直至专家们认为结果可信为止。这时既有定性描述, 又有数据依据; 既是先验的判断和

猜想, 又是有足够科学依据的结论。

综上所述,“综合集成”是靠人用计算机来综合专家群体的定性认识以及在大量数据、信息,

经过综合加工处理, 从而上升为定量的认识。所达到的定量认识是更完善的智能的一种体现, 是

“人—机”智能集成系统[7 ]。而且这种“人—机”智能集成系统是在功能集成、技术集成的基础

上实现的, 其中技术的集成又包括模型的集成方法的集成和软件的集成三个方面。功能的集成

是目的, 技术的集成是手段。

212　洪水灾害系统定性与定量的综合分析

图 4　洪水灾害系统综合分析体系

F ig141 General system fo r flood disaster analysis

洪水灾害系统的定性与定

量综合分析的目的, 一方面是

使人类能更好地认识洪水灾害

的性质与特点, 发生的基础、时

空分布规律及其发展变化趋

势; 另一方面要对洪水灾害给

人类造成的破坏进行科学的评

价。从而最终为减灾、救灾的

决策服务。因此, 这是一项依

赖于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需要

采用定性与定量的综合集成方

法, 以建立洪水灾害行为时空

模拟模型、灾情 分析与评价模

型、辅助决策模型等模型, 从

而实现洪水灾害的预测、模拟、

分析、评估与决策的综合集成。

它们的有机结合形成了洪水灾

害系统综合分析体系, 如图 4

所示。

　　洪水灾害系统综合分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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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是以洪水灾害系统为核心, 以洪水灾害的评估、模拟、分析、预测、决策为目标, 通过建立

各种物理模型、数学模型、人工智能模型、图形模型等模型为手段, 实现对洪水灾害的综合分

析。这一体系可以从五个特征来概括即: 过程特征、行为特征、系统特征、指标特征、模型特

征。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 5 所示。

图 5　特征关系图

F ig151 R elationsh ip betw een featu res

　　其中洪水灾害评估的过程特征分析和洪水灾

害行为特征评估方法是这一体系中及其重要研究

的两个方面。

(1) 洪水灾害评估的过程特征分析　洪水灾

害评估, 按洪水灾害发展的不同的阶段和过程, 可

分为洪水灾害的灾前的预评估, 灾中的跟踪评估、

灾后的调查评估。针对各个阶段, 洪水灾害评估

的研究目的与用途、内容与方法均有所差异。

·洪水灾害灾前预评估　洪水灾害的预评估是制定国土规划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减灾对策

预案系统的基础。洪水灾害灾前的预评估的主要内容通过合理的科学方法, 定性或定量

预测某一地区或某一部分未来洪水发生的强度、分布和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

社会影响和减灾效益的预估。这一阶段的评估的方法与手段主要包括: 历史资料调查分

析; 监测预报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 模型方法 (数学模型, 智能模型)。

·洪水灾害灾中跟踪评估　灾中跟踪评估是在洪水灾害发生时、对洪水灾害的灾情的快速

评估。它是救灾决策和应急抗灾措施制定的基础。评估内容包括应用监测系统, 跟踪灾

害的发展; 准确的成灾地点, 洪水强度; 灾情特征, 以及洪水灾害损失的跟踪评估 (已

造成的灾害损失、扩大损失) 及减灾效益的预估。这一阶段的评估主要通过遥感和地理

信息系统来完成。

·洪水灾害灾后调查评估　灾后评估是确定救灾方案、制定灾后援灾计划的重要依据。其

评估内容主要包括: 灾后现场调查、统计损失; 次生灾害的影响评估; 间接损失估算; 灾

害对社会与环境影响的评估。这一阶段的评估主要可通过现场调查与遥感方法来完成。

(2)洪水灾害行为特征评估方法　洪水灾害行为评估是通过对洪水灾害的风险分析实现的,

它是指对风险区遭受不同强度洪水的可能性及其可能造成的结果进行定量分析和评估。它是建

立在对洪水灾害系统中的致灾因子和孕灾环境的危险性分析和对风险区内的承灾体的易损性分

析基础上而开展的。

·致灾因子和孕灾环境的危险性分析　研究在一定的致灾因子和孕灾环境下, 某区域一定

时期内特定强度 (例如、洪水位、淹没水位) 洪水发生的概率 (可能性)。

·承灾体的易损性分析　是研究洪水灾害系统内各承灾体在受到不同程度的洪水的破坏

后, 其经济价值的损失程度。

·灾情的风险分析　研究某一区域在一定时间段内可能发生的一系列不同强度的洪水给该

区域造成的可能后果。估算该区域内的各个灾情指标; 并依据所得到的灾情指标应用所

建立的在一定灾情指标体系下灾情综合评估模型, 对该区域的灾情进行综合评价。

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下, 开发和研制洪水灾害分析与评估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是实现洪水灾害

分析与评估综合集成方法的有效手段[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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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语

洪水灾害系统是一个涉及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复杂大系统, 应用定性与定量综合集成方法,

是实现洪水灾害分析与评估的有效途径, 本文的研究工作为进一步研制洪水灾害分析与评估智

能系统奠定了基础, 并将促进这一领域的研究朝科学化、系统化以及定量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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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 prehen sive M ethodology w ith Ana lys is and Eva lua tion

In tegra tion for Flood D isaster

W ei Y im ing①, Yang Cun jian②, and J in Ju liang②

( Institu te of P olicy and M anag em ent①, CA S , B eij ing 100080)

(L R E IS , Ch inese A cad em y of S ciences②, B eij ing 100101)

Abstract: F rom the view po in t of system theo ry, the concep t of comp lex large sys2
tem fo r f lood disaster is pu t fo rw ard, and som e aspects of its characterist ics such as

h igh dim en sion, dynam ics and comp lex ity are discu ssed. Based on the comp rehen2
sive m ethodo logy w ith qualita t ive and quan t ila t ive in tegra t ion, the comp rehen sive

m ethodo logy of flood disaster analysis such as sim u la t ion, fo recast ing and evalua2
t ion as w ell as decision are invest iga ted. T herefo re, it w ill p rovide the scien t if ic ba2
sis fo r invest iga t ing the m ethodo logy fo r the m anagem en t and con tro l on flood dis2
aster, and it is help fu l fo r imp roving the rela t ion sh ip s among resou rce and environ2
m an t as w ell as socia l developm en t.

Key words: f lood; f lood disaster; la rge system ; analysis and evaluat ion;

comp rehen sive m ethod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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