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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灾区恢复过程与水体自净过程的相似性, 提出了洪灾 自愈过程 概念, 建立了灾区的三大 受力

系统: 破坏力系统、自愈力系统和救助力系统, 并通过效能平衡原理确立了三大受力的关系, 采用灾后可持续发展

指标体系解决了效能平衡的定量衡量问题, 从而构建了完整的洪灾评估系统。系统中破坏力代表了洪水的破坏能

力, 自愈力代表了灾区自身抗洪救灾的能力, 救助力代表了外界提供的帮助, 所以该系统不仅分析了灾情, 而且对

灾区、对国家应当采取相应的抗洪救灾措施也进行了分析。算例分析表明, 该系统具有结构完整、评估全面的特

点, 系统中的模型也具有地域性和时效性。同时该系统具有一定的泛化能力, 对于其它类型的灾害评估决策也有一

定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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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灾是一种自然现象, 不可能完全消除, 但应尽可能的降低洪水带来的危害。到目前为止, 洪灾评估的工

作主要集中在洪水灾情预测及损失的评估方面[ 1~ 5] , 但对灾区抗灾减灾和自我恢复能力的研究较少, 还不具备

为防洪减灾提供决策支持的能力。关于灾区防灾减灾方面的研究, 近十年来国外一些学者提出了灾害 恢复

力 的概念[ 6~ 10] , 使得洪灾评估工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种分析方法不仅考虑了灾情本身, 还考虑了承载

体自身的抗灾能力, 恢复力 作为一个衡量灾害系统的属性引入到了灾害学领域中。但是恢复力的定义一直

以来却存在难度, 没有一致认同的理解。另外, 恢复力强调了灾区自身的抗灾能力, 而没有考虑外界参与的帮

助, 从这一点来说, 分析也不够全面。洪灾评估的最终目的是为防灾救灾决策者提供信息帮助, 因此除了进行

灾情预测、灾情评估之外, 更应分析洪灾规模和救灾减灾力度的关系, 这两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是灾区职

能部门及国家决策者更关心的问题。基于此, 本文从寻找破坏与恢复的内在联系入手, 力图建立更全面的、能

为决策者提供支持的洪灾评估体系。

1  灾区 自愈 思想初探

水体受到废水污染后, 自身逐渐从不洁变清的过程称为水体自净。洪灾发生过程中也有类似的过程: 灾区

在正常情况下, 处于社会稳定、自然生态平衡的状态, 洪水的突然涌入打破了这种状态, 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

都遭到了破坏, 民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干扰。灾害发生后, 灾区立即将备灾物资投入抗灾救灾中, 同时

还会得到外界的帮助, 通过采取紧急避险、基础设施抢修、财政补贴等一系列的措施减少洪灾损失, 并最终恢

复到稳定状态。由此可以看出, 抗洪减灾过程与水体自净过程有很多相似之处, 因此将洪灾发生到灾区恢复的

过程称之为 自愈过程 。

自净理论中, 溶解氧含量表征了污染物对水体的破坏程度, 同时也能表示水体自净的恢复程度, 在洪灾评

估决策支持系统中也需要有类似的衡量指标。首先该指标要能反映洪水造成的破坏程度, 这不是简单的单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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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能够体现的, 在反映恢复程度方面也同样不能采用一个指标来实现, 另外恢复程度也与破坏程度所使用的指

标不完全一致, 例如死亡人数指标在恢复程度指标体系中不存在, 因此需要采用两类指标来衡量破坏和恢复程

度这两种状态。综合考虑了洪灾特性后, 把衡量这两种状态的两类指标称为效能, 即破坏造成的 消极效能

和抗洪减灾产生的 积极效能 。水中污染物不能超过的临界值称为水体环境容量, 灾区不需要外界帮助能够

进行自我恢复所能承受的洪灾规模也是有限的, 这个临界值称之为 洪灾容量 。

除了与水体自净有相似之处外, 洪灾评估决策系统还有自身的特点, 参考 恢复力 的概念, 认为灾区完

整地 受力 应包括 3种: 洪水造成的 破坏力 、灾区抗灾减灾的 自愈力 和外界提供帮助的 救助力 ,

其中自愈力和救助力合称为 恢复力 。这里的 力 表示能力或者程度。

综上所述, 灾区自愈过程的完整表述为: 洪水给灾区造成破坏时打破了灾区原有的稳定状态, 灾区通过启

动自身的自愈力产生积极效能以抵消破坏力造成的消极效能, 当破坏力超过洪灾容量时, 外界的救助力为灾区

提供帮助, 直到灾区恢复到相对稳定状态, 此时灾区自愈过程结束。

从灾区自愈过程的定义描述可以看出, 消极效能和积极效能具有某种平衡关系存在, 通过这种平衡确立 3

种力的关系并建立模型就可以构建起完整的洪灾评估系统。

2  洪灾评估系统的构建

本文从洪灾发生、发展和消亡的整个过程出发, 尝试建立更完整的洪灾评估系统, 并对各子系统的关系做

进一步探讨。

2 1  系统框架介绍
灾区受到的破坏力、自愈力和救助力, 在模型中分别构建为3个子系统 ! ! ! 破坏力系统、自愈力系统和救

助力系统。在建立系统的指标体系时, 考虑了两方面的目的: 一是为防洪、减灾和灾区重建的决策提供信息支

持, 决策者不仅关心灾区的损失情况, 还关心灾区的抗灾、减灾情况, 以及灾区需要外界提供多大的帮助等问

题, 因此要建立更详细的指标体系; 二是为大众了解灾情和防洪自救提供综合性、单指标数据信息, 例如洪灾

等级、灾害严重程度。从这两个目的出发, 这些系统中又各建立了两套子系统, 第一套的指标较多, 目的是尽

可能全面反映出各种力的大小, 第二套则在第一套的基础上给出信息高度综合的单一指标, 类似于风力等级、

地震等级。

破坏力系统描述的是洪水本身的大小, 可称之为 破坏力规模 或者 洪灾规模 , 指标有洪峰流量、洪

水总量、洪水历时等, 将这种规模采用一个综合性的指标进行衡量称之为 破坏力强度 。灾区启动抗洪减灾

措施, 并将备灾物资投入救灾中, 灾区自身抗灾减灾的各项指标统称为 自愈力规模 , 指标有救灾物资保障

人数、避险区规模、避灾路线覆盖率、救灾知识培训普及率、救灾人员数等, 综合性指标称为 自愈力强度 。

洪灾超过灾区的洪灾容量时, 需要外界的帮助, 这种帮助称之为 救助力规模 , 指标为救援物资保障人数、

救灾人员数、财政拨款数等, 同样的将 救助力规模 的综合性指标称为 救助力强度 。

在框架中的效能系统起桥梁作用, 是联系 3大受力系统的关键一环。在效能系统中, 有破坏力造成的的消

极效能, 指标包括死亡人数、受灾人数、倒塌房屋数、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等, 还有自愈力和救助力

造成的积极效能, 指标包括人员安置率、人员康复率、供电恢复率、供水恢复率、建筑恢复率、生产恢复率

等, 两种效能对应的综合性指标, 分别称之为 灾度 和 恢复度 。两种效能的定量衡量采用了灾后可持续

发展指标系统。完整的决策系统框架结构见图 1。

结构图显示出各种 力 通过效能系统达到了平衡。破坏力系统产生的消极效能与自愈力系统、救助力系统产

生的积极效能, 在效能系统中以灾后可持续发展指标的表现形式相互抵消, 从而使得灾区又恢复到新的平衡状态。

消极效能与积极效能的指标并不完全一致, 例如消极效能中有死亡人数一项不可逆指标, 在积极性效能中

就不存在, 因此必须找到两者的共同项才能进行平衡分析。自愈力和救助力不能无限制的投入, 当灾区的灾情

被基本控制、灾区民众的生活得以恢复、生产劳动基本正常化, 进入能够自给自足的状态时, 不需要外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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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的状态时, 恢复力就可以停止作用。这样的状态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因此, 采用灾后可持续发展指

标系统进行效能平衡的衡量。

图 1  洪灾评估系统框架结构图

Fig 1 Framework of flood disaster evaluation system

2 2  效能系统的灾后可持续发展指标系统简介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是基于洪水灾情的基础上建立的, 必然有其自身的特点。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到

国内很多领域的实际应用来看, 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层面可以分为国家、地方(区域)和行业, 从研究对象来看则

类别多种多样, 例如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研究成果不少, 但是基于洪灾灾后重建的可持续发展研

究, 需要考察与洪灾有关的指标, 而不是以往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所有的指标都要分析, 例如居民受教育

程度、计划生育、科技普及率等指标受洪灾影响就比较小, 在该系统中可以忽略, 因此本文将其称为灾后可持

续发展指标体系。该体系分两部分, 一是要表征灾后灾区维持生存的能力, 不能让灾情扩大和蔓延, 二是要反

映出在此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维持能力主要指人的生存能力, 包括人员的康复率、安置率, 以及生命线工程的恢复程度, 包括供水、供

电、粮食、住宅等恢复程度和保障程度。发展能力则主要集中在生产功能的恢复, 主要包括工业和农业两项,

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恢复是更高级的发展阶段, 服务业的恢复可以看作灾区基本恢复到了稳定状态, 也可算在

发展能力类中。基于此提出灾后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见表1。

表 1  灾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Table 1 Index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fter disaster

维持 能 力 发 展能 力

人  口 生命 线 生  产 娱  乐

人员
安置率

人员
康复率

供电
恢复率

供水
恢复率

建筑
恢复率

粮食
保障率

工业生产
恢复率

农业生产
恢复率

服务业生
产恢复率

另外, 有一部分学者在研究恢复力时提出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灾后的重建工作是以灾前平衡态的指

标值为标准, Pimm[ 11]于 1984年提出的恢复力定义就是以恢复到灾前原有平衡态为基础。另一种观点认为, 生

态系统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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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观点即表示在自愈力和救助力的作用下不可能回到灾前的稳定状态, 可持续

发展指标系统处在动态变化之中, 如何进行动态衡量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2 3  洪灾评估子系统关系模型的构建

在框架结构图中, 每根箭头线都代表了一种对应关系, 这种关系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多指标的对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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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一类是单指标的对应关系。多指标对应关系是多维空间的映射问题, 是非线性的对应关系, 可以采用人工

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投影寻踪等方法进行建模。单指标的对应关系则可依据一般的数学建模方法加以建

立。受篇幅限制, 本文仅对破坏力强度与实度的关系做建模分析。在洪灾规模较小时, 即破坏力强度 D 较小

时洪水淹没面积较小, 对建筑物、农作物造成的危害相对较小, 例如建筑物主要表现为浸泡损失, 此时灾度

F (D)也较小; 随着洪灾规模的增大, 对建筑物、农作物等的危害大面积出现, 水深增加危害剧增, 而不是一

个损失逐渐增加的线性过程, 例如房屋的破坏和倒塌使得损失陡然增大。因此模型的假设和建立如下:

2 3 1  模型假设
( 1) 假设破坏力 D 在[ 0, ]范围内, 即破坏力较小的情况下损失很小, 可以忽略不计, 此时灾度为 0。

( 2) 洪水造成的损失总量呈指数型增加, 即洪水规模与损失量的指数正比。

( 3) 破坏力等于 M 时, 给灾区造成毁灭性打击, 此时灾度最大之后灾度不再随破坏力的增大而增加。

2 3 2  模型建立

图 2  破坏力强度与灾度的关系

 Fig 2 Relationship between destructive intensity and disaster

strength

根据假设( 1)、( 2)、( 3) , 可知破坏力强度与灾度的关

系如图 2所示。图中, 在[ 0, ]之间灾度为 0。当破坏力

能给灾区造成毁灭性灾害时, 灾度达到最大, 设此时破坏

力强度为 M , 灾度为 Fm , 之后破坏力的增加不会增大灾

度。

根据线形的变化趋势, 假定破坏力与消极作用呈指数

型关系, 则可以用以下公式进行描述:

Fx (D) =

0

ax + bx ∀ ecxD

Fm

      

0 # D #

< D < M

D ∃ M

式中  ax、 bx、cx 为常数; 表示破坏力没有产生消极效

能的最大点; M 则为产生最大效能的破坏力。

以上建立了破坏力与灾度的关系模型, 破坏力与自愈力也有类似的关系, 主要表现在对避灾路线、避灾场

所等的破坏, 另外, 抗洪抢险投入的力度则与产生的恢复度成正比关系, 具体分析及建模另文详述。

3  实例分析

以陕西渭南二华地区为例, 通过介绍灾前预评估的计算步骤说明洪灾评估系统的业务流程, 并分析系统的

合理性。渭河华县 华阴段共有8条南山支流, 基本包括了华县、华阴两县全部范围, 简称二华地区。其东西

向约 50 km, 南北向约 30 km, 总面积为1 944 km2, 陇海铁路、310国道以及西安- 潼关高速公路横穿该地区。

南山支流均发源于秦岭山地, 出峪口最后流入渭河, 流域面积 1079 km2, 约占二华地区总面积的50%。由于山

势雄峻, 沟谷幽深, 形成了各河源区坡陡流短的明显特征, 如图3所示。

南山支流的洪水灾害具有频率高的显著特点。据历史记载, 二华地区从明朝隆庆四年始, 经清朝、民国到

新中国成立(1949年)前曾发生过近 20次灾害性洪水。除有记载的大洪灾外, 一般性的洪水灾害更多, 平均 3

年发生 1次。从明隆庆四年(公元1571年)到 1982年的 411年间, 发生过较大洪水 16次, 平均每 25年发生 1

次, 其中 1949年以来平均约3年发生 1次较大洪水灾害。受三峡库区等多种原因的影响, 南山支流的倒灌问

题加重, 洪水灾害更加频繁, 据华阴气象站资料统计, 1991- 2005年, 平均 2年发生 1次洪水灾害, 因此二华

地区是一个较典型的洪灾多发地区。

根据陕西省江河水库管理局的二华地区灾情资料建立洪灾评估系统, 构建了 5套神经网络模型、5套投影

寻踪模型及3套指数型单指标模型。可持续发展系统的指标直接提取自消极效能和积极效能指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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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渭南南山支流地形图

Fig 3 Topographic map of Weinan south mountain branch

图 4 灾前预评估流程图

Fig 4 Flowchart of the flood disaster prediction

以 1996年灾情资料为例, 洪灾预评估分三个步骤进

行分析: % 根据洪水预报的破坏力规模: 洪水总量 17 8

亿m
3
, 洪水历时 20 h, 计算出对应的破坏力强度为 0 47,

说明此次洪水规模相对较小, 灾区居民据此可以做好相应

的抗灾和避灾准备工作。 & 预测出可能造成的消极效能

为: 死亡 0人、受灾人口 1 8万、倒塌房屋 300间、直接

经济损失100万、间接经济损失 40万, 即可能的灾度为

0 34, 根据消极效能的大小推算出有效积极效能的大小,

再反推出无损积极效能, 得出需要采取的自愈力规模为:

医疗救助保障人数 1 200、救灾物资保障人数 3 500、财政

拨款 100万等, 即自愈力强度为 0 47。 ∋ 根据可持续发

展指标的恢复度要求, 计算出救助力强度为 0, 说明洪灾

规模较小, 没有超过洪灾容量, 灾区依靠自身的能力就可恢复到稳定状态, 基本不需要国家额外救助, 计算步

骤见流程图4。

可以看出, 洪灾评估系统不仅计算了灾情严重程度, 更重要的是对灾区相应的救灾减灾能力及所需的救助

措施进行了相应的分析, 能够为决策者提供决策信息甚至提供辅助性决策方案, 为进一步构建防洪救灾决策支

持系统奠定了基础。

4  结   论

分析了洪灾恢复过程与水体自净过程的相似点, 对比水体自净理论提出了洪灾 自愈过程 概念, 并在

恢复力 研究的启发下, 提出了灾区的三大受力: 破坏力、自愈力和救助力。这些 力 分别代表了洪水的

破坏能力、灾区的抗灾救灾能力和所需外界提供的救灾减灾能力, 建立了灾区的三大 受力 系统: 破坏力系

统、自愈力系统和救助力系统, 并将三者最终统一在效能平衡的关系下。在系统中采用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合理地解决了效能平衡的定量衡量问题, 是该系统中非常关键的环节。该系统在预测灾情的基础上, 进一步分

析了灾区自身和外界应采取的救灾措施, 因此该系统为不同的决策者提供相应的决策支持打下了基础。

该系统包含的内容繁多、关系复杂, 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细节问题。例如灾区社会

背景的不断变化对洪灾造成的危害大小的影响采用什么方法折算更合适; 同一部门, 从过程特征、行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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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特征等不同角度分析也会对系统指标的确定产生影响; 实例分析中得出的自愈力规模指标数据值实际上表

征的是投入抗洪救灾的程度大小, 并不是指医疗保障人数必须精确到 1 200人, 因此指标数值的实际指导意义

还有待深入分析等。这些问题将随着项目的进一步研究而深入展开。

从总体来看, 本文构建的洪灾评估系统具有结构完整、信息量更全面的优点, 系统中的模型也具有较强的

地域性和时效性。同时该系统具有一定的泛化能力, 对于其它类型的灾害也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可以看出, 该

方法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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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self purification concept of disaster district and construction

of flood disaster evaluation system

WU Sheng, XIE Jian cang, WU Jing xia, JIN Miao

(Key Lab . of Northwest Wate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Ecology of MOE , Xi) 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Xi) an 710048, China)

Abstract: The comparability of disaster district recover process and water self purification process is analyzed, the concept of

flood disaster self purification process is presented, and the three power systems, destroy power system, self purificat ion

power system and salvation power system, are constructed The relations of the three power systems are established by the effi

ciency balance theory The problem of quant itative measure of the efficiency balance is solved by adopting disaster after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system An integrated flood disaster evaluation system is constructed The system can analyze not

only the situation of disaster but also the measures of disaster reduction by local government and nation The calculate example

indicates that the system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ucture integrity and general evaluation, and the model of the system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and timeliness At the same t ime, the system has generalization ability and can be used for

other type of disaster evaluation decision

Key words: flood disaster; evaluation of flood disaster; process of flood disaster self pu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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