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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旱灾风险管理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 旱灾风险评估逐渐成为旱灾研究的热点问题。 从科学界定旱灾

风险概念入手， 辨析了干旱风险与旱灾风险之间的关系， 并从机理上对旱灾风险形成机制进行了剖析和阐述； 首

次提出了旱灾风险定量评估总体框架， 即通过建立干旱频率～潜在损失～抗旱能力之间的定量关系实现对旱灾风险

的定量评估， 并探讨了该评估框架所涉及的干旱频率分析技术、 灾损评估技术、 抗旱能力评估技术和旱灾风险表

征技术等关键技术及其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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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灾是影响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 它在持续时间、 影响范围和灾害影响等方面

位列自然灾害之首［１］。 特殊的自然地理、 水文气象条件， 决定了中国也是一个旱灾频发的国家。 历史上，
旱灾不仅造成农业减产， 还导致经济衰退、 人口锐减， 甚至朝代更迭。 １９４９ 年以来， 中国政府开展了大规

模的水利工程建设， 抗旱能力不断提升。 但另一方面，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急剧增加， 社会对

水资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导致水资源的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 旱灾形势仍然很严峻［２］。 据《中国水旱灾害

公报： ２０１２》统计， １９５０—２０１２ 年中国年均因旱受灾面积、 成灾面积分别为 ２ １２８ ２１ 万 ｈｍ２ 和 ９４６ ８９ 万

ｈｍ２， 分别为同期年均因洪涝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的 ２ １７ 倍和 １ ７７ 倍， 年均因旱粮食损失达到 １６１ ５９ 亿

ｋｇ。 根据 ＩＰＣＣ 第 ４ 次评估报告，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 未来极端天气事件将更加频繁， 旱涝灾害发生

频率将增加。
面对如此严峻的旱灾形势， 以美国、 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于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了旱灾风险

管理理念， 中国也于 ２００３ 年提出了防汛抗旱 “两个转变” 的新思路， 逐渐推行由旱灾危机管理转为旱灾风

险管理。 作为旱灾风险管理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 旱灾风险评估逐渐成为旱灾研究的热点问题。 目前， 旱

灾风险评估方法主要有两大类： ① 基于随机理论的概率统计方法。 即利用数理统计方法， 对以往的灾害数

据进行分析、 提炼， 找出灾害发展演化的规律， 计算得到风险概率， 以达到预测评估未来灾害风险的目

的［３］。 根据灾害数据类型的不同， 该方法又可分为基于气象指标的概率统计方法［４］ 和基于旱灾损失指标的

概率统计方法［５⁃６］。 ② 基于灾害系统理论的模糊综合评估方法［７⁃１２］。 即从致灾因子的危险性、 承灾体的暴露

性和灾损敏感性以及抗灾能力等方面着手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专家打分、 层次分析等模糊数学方法计算

得到灾害风险， 进而实现旱灾风险的等级评价。
上述方法都是开展旱灾风险评估研究的有益尝试， 但总体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 存在若干不足。 首先，

对于干旱、 旱灾、 旱灾风险等概念缺乏清晰的认识。 目前， 部分研究将 “旱灾风险” 与 “干旱风险” 混淆

为同一概念， 这是由于没有明晰干旱、 旱灾、 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等相关概念所致。 其二， 缺乏基于物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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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机制的旱灾风险评估模型。 无论是基于随机理论的概率统计方法， 还是基于灾害系统理论的模糊综合评估

方法， 都不是建立在旱灾风险形成的物理过程之上， 难以反映风险构成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演化过程， 无

法体现复杂旱灾风险系统的不确定性与动态性。 其三， 旱灾风险定性评估多， 定量评估少， 且缺乏技术支

撑。 为此， 本研究拟从旱灾风险概念及形成机制入手， 构建基于物理形成机制的旱灾风险定量评估总体框

架， 并建立相应的技术体系。

１　 旱灾风险的概念及形成机制

１ １　 旱灾风险的概念及内涵

风险的概念最早出现在 １９ 世纪末的经济学研究中， 美国学者 Ｈａｙｎｅｓ 在其 １８９５ 年所著的 《Ｒｉｓｋ ａｓ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 一书中认为风险意味着损害的可能性。 之后， 风险的概念被广泛应用于经济、 工程、 科学

等相关领域， 进入 ２０ 世纪中期， 风险被逐步引入了灾害研究领域。 由于涉及学科背景不同， 或对风险的应

用背景不同， 风险的定义也不尽相同［１３］。 目前， 自然灾害风险的概念主要可归为 ３ 类： ① 风险是不利事件

发生的不确定性。 该概念侧重于灾害的自然属性， 倾向于将风险归因于纯粹的物理现象。 ② 风险是不利事

件产生的可能后果。 该概念侧重于灾害的社会属性， 倾向于将风险主因归于人类活动。 ③ 风险是不利事件

的可能性与其产生不利影响的不确定性的综合度量。 该概念综合考虑了灾害的双重属性， 即自然属性和社会

属性， 认为风险是自然事件和人工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旱灾风险源于自然灾害风险， 但具体应该采用哪类概念来定义旱灾风险， 还需要从旱灾形成机理来考

虑。 所谓旱灾， 是指因干旱导致供水水源匮乏， 并对生活、 生产和生态造成危害的事件。 旱灾是由干旱所引

起的， 首先表现为资源问题， 随着其发生发展， 逐渐演变为灾害问题。 作为自然水循环过程的极值事件之

一， 干旱是在某地理范围内因降水在一定时期持续少于正常状态， 导致河流、 湖泊水量和土壤或者地下水含

水层中水分亏缺的自然现象。 而旱灾则是由干旱这种自然现象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是自然系统和社

会经济系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条件下耦合的特定产物。 干旱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灾害， 只有当干旱对人类社

会或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时才演变成旱灾。 综上所述， 旱灾兼具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
因此， 旱灾风险宜用第③类风险概念来定义， 即指干旱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的综合

度量。 其中， 干旱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即干旱风险。 从自然灾害系统理论及风险理论来说， 干旱风险表征的

是致灾因子危险性的大小， 而旱灾风险表征的是致灾因子危险性与承灾体暴露性、 灾损敏感性以及防灾减灾

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对于特定的承灾体， 在一定防灾减灾能力下， 干旱风险越大， 旱灾风险也越大， 但

是， 当承灾体、 防灾减灾能力不同时， 该规律也不尽然。 换言之， 干旱风险是形成旱灾风险的必要而非充分

条件。 从系统的角度来说， 干旱风险为系统输入， 承灾体暴露性、 灾损敏感性以及防灾减灾能力为系统转

换， 旱灾风险为系统输出。
１ ２　 旱灾风险物理形成机制

旱灾风险的原始驱动因子为大气环流异常或季风环流异常。 其中， 大气环流异常是指某些大气环流系统

的发展、 相互配置和作用、 强度和位置等发生异常变化； 季风环流的异常通常指季风来临的时间、 位置、 进

退速度以及强度较常年发生较大变化。 大气环流异常或季风环流异常导致某地区降水较正常状态偏少， 当偏

少程度和持续时间达到一定程度时， 意味着气象干旱发生。 由于降水是下垫面水分最主要的来源， 气象干旱

可能诱发水文干旱［１４］。 在气象干旱初期， 由于土壤的调蓄作用， 土壤含水量不会立刻降低， 但由于少雨常

伴随着温度的升高， 导致蒸散发的增强， 包气带水分消耗加快。 当气象干旱进一步蔓延加剧， 在其他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 一方面降雨产流可能随之减少， 另一方面包气带水分继续消耗且得不到补充， 土壤水分条件进

一步恶化， 汇流条件也可能随着削弱。 产汇流的减少， 直接影响河川径流的补给， 导致江河湖泊等地表水体

水量减少， 进而影响地下水。 当水文干旱持续发展时， 可能导致可供水量减少， 而与此同时， 维持整个经济

社会正常运转的农业、 城市和生态需水量仍保持不变， 甚至在某些条件下还会增加， 如此一来， 可能扩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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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供需水缺口。 在一定抗旱减灾能力条件下， 不同程度的供需水缺口状况， 进而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旱灾

风险。 旱灾风险物理形成机制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旱灾风险物理形成机制

Ｆｉｇ １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ｋ

２　 旱灾风险定量评估总体框架构建

２ １　 总体框架

基于上述旱灾风险定义及形成机制的研究， 针对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本研究提出 “基于干旱频率

及潜在损失的旱灾风险评估” 总体框架， 以实现对旱灾风险的定量评估。 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 通过水文

气象要素， 识别出所有的干旱事件， 提取干旱特征变量， 推求其对应的干旱频率或重现期； 采用统计模型或

机理模型， 确定一定抗旱能力作用下所识别的每一个干旱事件可能造成的旱灾损失； 基于所有干旱事件， 建

立干旱频率～潜在损失～抗旱能力之间的定量关系， 以此描述旱灾风险。 该旱灾风险定量评估框架概念模型

如下式：
Ｒ ＝ ｆ（Ｐ， Ｃ） （１）

式中　 Ｒ 为剩余旱灾风险； Ｐ 为干旱发生的可能性， 表征的是致灾因子危险性的大小， 可用干旱频率来表

达； Ｃ 为可能的不利影响， 理论上包括直接损失、 间接损失等可定量化的不利影响以及社会结构体系、 受灾

人员心理等不可定量化的不利影响， 在实际应用中， 可用一定抗旱能力下可能引起的损失来反映。
目前， 已有一些学者针对干旱频率、 旱灾损失、 抗旱能力等开展研究， 但都是从单一角度入手， 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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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这些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 本框架则是从灾害系统理论和灾害风险理论的高度， 将这些本质上紧密相关

的内容有机地联系起来， 构建成具有物理形成机制的且可定量化的风险评估框架。 该方法是建立在随机理

论、 游程理论、 灾害系统理论及灾害风险理论等理论基础之上， 构建了包括干旱频率分析技术、 灾损评估技

术、 抗旱能力评估技术和旱灾风险表征技术等在内的旱灾风险评估技术体系。 旱灾风险定量评估总体框架如

图 ２ 所示。

图 ２　 旱灾风险定量评估框架

Ｆｉｇ 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ｋ

２ ２　 关键技术及难点

２ ２ １ 干旱频率分析技术

干旱频率分析， 即确定致灾因子的危险性， 通过水文气象要素（如降雨、 径流、 土壤含水量和地下水

等）识别干旱过程， 提取干旱历时、 干旱烈度和影响范围等干旱特征变量， 并进行概率描述， 揭示干旱事件

的发生频次及其时空分布特征。 与洪水频率分析相比较， 干旱事件因具有年内、 年际间连旱或非旱现象的特

点， 所以无法采用洪水年极值频率分析方法进行干旱的频率计算。 目前采用游程理论进行干旱历时与干旱烈

度的识别， 再采用 ｃｏｐｕｌａ 多维联合分布理论进行干旱频率分析的方法， 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验证［１５⁃１９］。
应用该方法确定干旱频率及相应的重现期， 还需要关注以下 ４ 个关键性问题：

（１） 干旱表征指标的选取　 对于某地区一场特定干旱事件， 选取不同的干旱指标， 得到的干旱重现期

往往不一样。 但从理论上讲， 一场干旱发生以后， 所对应的重现期应该只有一个。 因此， 采用什么干旱指标

确切描述一场干旱事件非常关键。
（２） 干旱识别过程中阈值的确定 　 当阈值水平确定后， 某一干旱事件的开始时间、 终止时间、 历时、

强度和烈度等干旱特征变量也随之确定， 从而可以得到某地区所有干旱事件系列， 进而进行干旱频率分析。
当改变阈值水平时， 识别的干旱事件系列随之改变， 进而改变干旱频率分析结果。 可见， 阈值的确定是干旱

频率分析的关键所在。
（３） 区域干旱频率由点到面的尺度转化　 进行尺度转化时， 通常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先通过单个站点

资料进行点干旱频率分析， 再采取某种加权方法获得区域干旱频率； 另一种是先将干旱表征指标实现由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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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尺度转化， 再据此进行干旱频率分析。 两种尺度转化的原理不同， 得到的结果也不同， 究竟采用哪种转

化方法，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４） 如何确定最优且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干旱事件总体分布函数　 在洪水频率分析中， 中国一般采用 Ｐ⁃

Ⅲ型分布， 在干旱表征变量的频率分析中， 是否也能找到一种较为统一的分布线型？
２ ２ ２　 灾损评估技术

灾损评估技术， 即确定承灾体灾损敏感性， 确定农村（农业、 牧业和渔业等）、 城市（工业、 服务业等）、
生态环境（土地资源、 生物资源等）等不同承灾体受致灾因子影响及损失的程度。 由于旱灾本身具有缓慢发

展、 影响范围广和影响机制复杂等特点， 目前灾损评估技术还相对薄弱。 但是， 为了实现旱灾风险定量评

估， 研究并开发针对农业、 工业和服务业等主要承灾体的灾损评估技术是非常必要且迫切的。 总的来说， 灾

损评估中还需要特别关注以下两个难点问题：
（１） 作物生长模型的应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 随着对作物生理生态机理认识的不断加深和计算机技术

的迅猛发展， 作物生长动态模拟模型的研究得到了飞速发展， 如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推出的 ＡｑｕａＣｒｏｐ 模

型［２０］， 美国的 ＥＰＩＣ 模型［２１］、 ＤＳＳＡＴ 模型、 ＤＮＤＣ 模型， 荷兰的 Ｗａｇｅｎｉｎｇｅｎ 模型， 澳大利亚的 ＡＰＳＩＭ 模型

和中国的 ＣＣＳＯＤＳ 模型等［２２］， 目前都已经得到广泛应用。 这些模型能够定量和动态地描述作物生长、 发育

和产量形成的过程及对环境变化的反应， 为农业灾损评估奠定了基础。 但是， 这类作物模型往往综合考虑作

物生长与大气、 土壤、 水分、 生物乃至人文等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 且生长过程中可能遭受洪灾、 旱灾、 风

灾和虫灾等多种自然灾害的影响， 因此， 在运用这类模型进行农作物旱灾损失评估时， 需要将干旱影响从众

多影响中剥离出来。 换言之， 为了定量、 动态评估干旱对农作物影响， 需要对现行的作物生长模型进行应用

模块拓展。
（２） 工业、 服务业灾损评估模型的构建　 城市是工业生产和人口更为集中的地区， 与广大的农村相比，

城市一般具有较好的供水条件， 应对干旱的能力相对较强。 一旦发生干旱， 保障居民生活用水和城市公共安

全用水是首要的， 因此， 当遇到较为严重的干旱时， 城市干旱缺水将主要转嫁为工业、 服务业缺水， 从而造

成限产乃至停产损失。 尽管工业、 服务业门类繁多， 涉及纺织、 印染、 化工、 机械、 冶炼及造纸等， 各行业

干旱缺水损失千差万别， 仍需要从分析不同行业灾损敏感性着手， 构建工业、 服务业灾损评估概化模型。
２ ２ ３　 抗旱能力定量评估技术

抗旱能力是指一定区域范围， 在某一具体的发展阶段下， 以可预见的技术、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
人类为保证自身生存、 维持正常生活生产秩序而具有的抗御某种程度干旱缺水影响的水平。 目前关于抗旱能

力的评估， 主要是定性评价， 即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并结合评价模型进行抗旱能力等级评价［２３⁃２４］。 定

性评估结果可以描述抗旱能力的强弱， 可用于比较不同区域间的抗旱水平， 但不能反映某一地区干旱时期相

对于自身条件所具有的抵御干旱影响的能力。 结合前文中旱灾风险形成机制的分析， 干旱作用于经济社会主

要表现为由于水量的供需不平衡而造成的不利影响。 因此， 考虑通过构造反映干旱期间供需水平衡关系的变

量———抗旱能力水平指数［２５］， 即某一水平年、 某一来水频率下， 干旱期间的可供水量与相应条件下的应供

水量的比值， 来定量描述某一地区抗旱能力大小， 进而通过建立干旱频率～潜在损失～抗旱能力间的定量关

系， 将抗旱能力定量计算结果融入到旱灾风险的评估中。 在抗旱能力定量评估中， 还需要关注以下两个难点

问题：
（１） 干旱期间可供水量的计算　 干旱期间可供水量的计算涉及到干旱期的确定、 各水源可供水计算、

需水量计算、 用户概化、 水源划分、 工程安排及系统网络图设计等环节， 需要进行逐时段调节计算， 工作量

较大。
（２） 来水频率和干旱频率关系　 由于干旱事件的发生具有一年多次、 跨年及多年连旱的特性， 使得实

际发生的干旱事件的历时具有多样性， 然而来水频率是对应年时间尺度的， 这就导致某一实际干旱的历时和

其对应来水频率下的年尺度不吻合， 进而造成干旱频率和来水频率在时间尺度上不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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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４　 旱灾风险表征技术

目前， 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推动旱灾危机管理向风险管理的转变。 而清楚地掌握旱灾风险及其分布， 并通

过图谱形式来直观反映风险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性、 基础性工作之一。 目前一些部门及研究者多用降水等

气象干旱指标， 来简单替代或反映干旱灾害风险， 并依此制订风险图。 根据自然灾害系统理论， 从旱灾风险

形成机制出发， 旱灾风险主要取决于 ４ 个因素： 致灾因子的危险性、 承灾体的暴露性、 承灾体的灾损敏感性

和防灾减灾能力， 故降水偏少或气象干旱仅反映了致灾因子危险性，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旱灾风险图。 基于

本研究提出的 “基于干旱频率及潜在损失的旱灾风险评估” 总体框架， 采用 “一定抗旱能力下某一干旱频

率可能引起的可能因旱损失” 来表征风险， 其中干旱频率反映了致灾因子的危险性， 可能的因旱损失反映

了承灾体的暴露性和灾损敏感性， 抗旱能力反映了防灾减灾能力。 据此， 旱灾风险图可以通过干旱频率～潜

在损失曲线图（简称 Ｒ 图）、 干旱频率空间分布图（简称 Ｐ 图）、 旱灾损失空间分布图（简称 Ｃ 图）等一组图来

表达。

３　 结　 　 论

（１） 干旱风险和旱灾风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干旱风险是指干旱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或概率， 表征的是

致灾因子危险性的大小； 旱灾风险则是干旱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的综合表达。 表征的是

致灾因子危险性与承灾体暴露性、 灾损敏感性以及防灾减灾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２） 旱灾风险的原始驱动因子为大气环流异常或季风环流异常， 但直接驱动因子为水文干旱， 最终表

现为水资源供需矛盾的严重程度。
（３） 提出了旱灾风险定量评估总体框架， 即通过建立干旱频率～潜在损失～抗旱能力之间的定量关系实

现对旱灾风险定量评估。 该方法具有较强的理论基础， 是建立在随机理论、 游程理论、 灾害系统理论及灾害

风险理论等理论之上的， 同时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４） 干旱频率分析技术、 灾损评估技术、 抗旱能力评估技术和旱灾风险表征技术等共同构成了旱灾风

险评估技术体系， 是旱灾风险定量评估得以实现的根本技术支撑， 但同时这些技术在未来还有很多值得进一

步研究的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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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１６（４）：４８１⁃４８９．

［１７］ ＳＨＩＡＵ Ｊ Ｔ． Ｒｅｔｕ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ｂ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Ｊ］．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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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ＳＨＩＡＵ Ｊ Ｔ．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ｐｕｌａｓ［ Ｊ］．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６，２０（５）：
７９５⁃８１５．

［１９］ 程亮，金菊良，郦建强，等． 干旱频率分析研究进展［Ｊ］． 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３，２４（３）：２９６⁃３０２．（ＣＨＥＮＧ Ｌｉａｎｇ，ＪＩＮ Ｊｕｌｉａｎｇ，ＬＩ
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２４（３）：２９６⁃３０２． （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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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ＲＡＥＳ Ｄ， ＳＴＥＤＵＴＯ Ｐ， ＨＳＩＡＯ Ｔ Ｃ， ｅｔ ａｌ． Ａｑｕａｃｒｏｐ ｔｈｅ ＦＡＯ ｃｒｏｐ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 ｙｉｅｌ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ｗａｔｅｒ： ＩＩ． Ｍａｉ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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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１，６６（５）：６４３⁃６５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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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ｕｅｑ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ｃｒｏ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ｄｅｌｓ［Ｊ］． Ａｃｔａ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３，２９（５）：７５０⁃７５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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