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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自然灾害风险形成原理，综合考虑吉林省自然和社会经济现状，从致灾因子的
危险性、承灾体的暴露性和脆弱性及防灾减灾能力 & 个方面选取指标，利用自然灾害风险指
数法、加权综合评价法及层次分析法构建生态灾害风险评价模型，评价了各风险因子的贡献
率，并运用 ’() 技术生成吉林省生态灾害风险区划图* 评价结果对于正确认识吉林省的生态
环境风险水平，有针对性地确定生态恢复与管理决策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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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引? ? 言

或其共同作用形成，且目前人为生态灾害日益增多，
危害也日益增大［0］* 本文基于自然灾害风险形成原

生态灾害是生态系统过程（ 能量转化和物质循

理，综合考虑吉林省自然、社会经济现状，利用自然

环）的异常变化给社会系统所造成的危害* 它是由

灾害风险指数法、加权综合评价法及层次分析法构

环境条件突发性变化以及能量和物质输入输出不均

建生态灾害风险评价模型，评价了各风险因子的贡

衡或系统各部分的平衡失调所致* 生态灾害对社会

献率，并运用 ’() 技术生成吉林省生态灾害风险区

经济的危害除了具有直接的扰动和打击（ 如洪水、

划图* 评价结果对于正确认识吉林省的生态环境风

风灾）之外，更重要的是表现为生态系统的功能（ 生

险水平以及更有针对性地确定生态恢复与管理决策

产力或资源供给能力）衰退* 生态灾害由自然、人为

都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 十五”科技攻关项目（#%%&F20#.F$!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
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和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吉林省生态恢复
与生态系统管理实验室）开放课题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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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区域概况
吉林 省 位 于 我 国 东 北 地 区 的 中 心 地 带（ &%^
0!_— &/^!._5，!#!^$._—!$!^!-_[）* 其生态灾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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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趋势性灾害、气象灾害、地质灾害和环境污染

取一系列措施的能力，包括资源准备、减灾投入等!

等! 趋势性灾害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逐渐形成，有着

!# )" 生态灾害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

明显的过程性［"，#"，#$］! 吉林省主要包括土壤侵蚀、沙

从发展过程来看，生态灾害表现为突发式和渐
近累积式两种形式! 突发生态灾害（ 如洪涝、台风、

漠化、盐渍化及黑土退化 " 类，东部山区局部水土流
失严重，中部台地黑土日趋退化，西部草原沙漠化、
盐碱化及退化问题突出! 主要灾害性气候有低温冷

暴发性病虫害等）在短时间内给社会经济系统带来
巨大损失，易于被人们所认识；而渐近累积式生态灾

和霜冻较为严重，且水资源年内与年际分配不均，导

害（ 土壤侵蚀、环境污染、物种绝灭和长时间尺度气
候异常变化等）则不易被人们觉察，它们的不断累

致东部山区易发生洪灾，中部松辽平原易发生涝灾，

积会带来大范围不可逆的危害，使社会经济系统遭

西部地区易发生旱灾! 地质灾害多为突发性灾害，其

受毁灭性灾难，缺乏生态合理性的人类活动会加速

中构成严重威胁的主要有崩塌、滑坡、泥石流及地面

累积式生态灾害的进程，使其演化为实发性不可逆
的生态灾害［>］! 吉林省是我国生态灾害种类较多的
省份之一，按照灾害的诱发过程和灾害主要发生的

害、干旱、洪涝、霜冻等，其中东部局部地区低温冷害

塌陷等! 环境污染主要为地表水环境污染及农业污
染，农业污染主要是施用化肥、农药及农膜对生态环
境造成污染!

部位，生态灾害分为趋势性灾害、气象灾害、地质灾
害和环境污染等! 基于自然灾害风险形成原理及吉

!" 生态灾害风险模型的构建过程

林省生态灾害的特点，遵循指标体系确定的科学性、

!# $" 自然灾害风险形成原理

规范性、代 表 性、简 明 性、全 面 性 及 可 操 作 性 原
则［?，#@，#>，#?，&$］，将吉林省生态灾害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分为目标层、因子层、子因子层及指标层，并选取了

自然灾害风险指未来若干年内可能达到的灾害
程度及其发生的可能性! 一般而言，自然灾害风险是
危险性、暴露性和脆弱性综合作用的结果［%，&&，&"］，防
灾减灾能力对于自然灾害风险度的作用较大，因此
在区域自然灾害风险形成过程中，危险性（ ’）、暴露
性（ (）、脆弱性（ )）和防灾减灾能力（ *）缺一不可，
是四者综合作用的结果（ 图 #），自然灾害风险数学
公式为［&］：
自然灾害风险度 + 危险性（ ’）, 暴露性（ (）
, 脆弱性（ )）, 防灾减灾能力（ *）
危险性是指人、财产、系统或功能遭受损坏威胁
的频率和严重程度；暴露性是指可能受到危险因素
威胁的所有人和财产，如人员、牲畜、房屋和农作物
等；脆弱性是指在给定危险地区存在的所有由于潜
在的危险因素而造成对财产的伤害或损失程度；防
灾减灾能力是指政府及个人为防止和减小风险而采

%@ 个指标来描述生态灾害风险（ 表 #），其中权重系
数是在采用问卷调查法咨询相关专家的基础上运用
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出!
!# !" 生态灾害风险模型的建立
根据标准自然灾害风险数学公式，结合生态灾
害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加权综合评价法［$，&#，&%］
和层次分析法［A，#%，#B，&@，&>］，建立如下生态灾害风险指
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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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是生态灾害风险指数，用于表示生态灾
害风险程度，其值越大，则生态灾害风险程度越大；
&、!、(、# 的值相应地表示危险性、暴露性、脆弱性
和防灾减灾能力因子指数；在式（&）—式（>）中，* ,
是指标 , 量化后的值，’ , 为指标 , 的权重，表示各指
标对形成生态灾害风险的主要因子的相对重要性!
图 $" 自然灾害风险形成原理
%&’( $" -./0123.4 5/3463578 .9 412:/17 ;3<1<28/ /3<=!

*" 吉林省生态灾害风险评价
由式（&）—式（>）可分别得出吉林省各市、县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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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吉林省生态灾害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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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性、暴露性、脆弱性及防灾减灾能力因子指数值，

龙市、安图县危险性低，其中辉南县最低；而且可以

生态灾害风险分析需考虑组成其风险的 @ 个因子，

比较出同一地区不同风险因子对总体风险的贡献程

图 A 为吉林省生态灾害风险因子分析结果Z 由图 A

度及生态风险的形成原因，如长春市区生态灾害风

不仅可以比较出不同地区单一风险因子对总体风险

险主要受危险性及防灾减灾能力因子的制约，洮南

的贡献程度，如吉林省各市、县中，通榆县、洮南市和

市生态灾害风险主要受危险性因子的制约等Z

大安市危险性高，其中洮南市最高；长春市、榆树市、

基于式（:），运用 Q1, 生成吉林省生态灾害风

德惠市、双辽市、梨树县、长岭县、前郭县、乾安县、扶

险区划图（ 图 F ）Z 依据风险等级划分标准（ 表 A ），

余县及镇赉县危险性较高；而辽源市区、辉南县、和

属 轻风险水平的有:A 个区域，全部位于东部及中

NY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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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吉林省生态灾害风险因子
#$%& !" !"#$%&’ %( $)* *#%+%,-#"+ .-’"’$*& &-’/ -0 1-+-0 2&%3-0#*4
55：长春 5)"0,#)60；17：九台 1-6$"-；89：榆树 86’)6；:;：德惠 :*)6-；<=：农安 <%0,’"0；1>：吉林 1-+-0；;:：桦甸 ;6".-"0；1;：蛟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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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龙 ;*+%0,；LJ：汪清 L"0,M-0,；=7：安图 =0$64 N）危险性 ;"C"&.；O）暴露性 PQ@%’6&*；R）脆弱性 S6+0*&"I-+-$E；T）防灾减灾能力 PK*&,*0D
#E &*’@%0’* U &*#%3*&E #"@"I-+-$E4

图 ’" 吉林省生态灾害风险图
#$%& ’" V-’/ K"@ %( *#%+%,-#"+ .-’"’$*&’ -0 1-+-0 2&%3-0#*4

c 期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张继权等：基于 C$4 技术的吉林省生态灾害风险评价D D D D D D D D
表 !" 风险等级划分标准
#$%& !" ’()(*(+, -.(/0.(+, +1 .(*2 .$,2
!"#$
风险等级
#./0 1230

"%& ’(
轻
45.678

%& ’( ) %& *+ %& *+ ) %& +,
低
9:;

中
<:=>128>

- %& +,
高
?.67

部地区；属低风险水平的有 @* 个区域，大部分位于
东部及中部地区；属中等风险水平的有 @% 个区域，
大部分位于中部地区；属高风险水平的有 @A 个区
域，绝大部分位于西部地区B 从总体上看，吉林省生
态灾害风险水平空间格局大致为西部高、中部较高、
东部低，个别地区情况相反，如西部松原市区处于低
风险水平，中部长春市区及吉林市区处于轻风险水
平，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B
3" 结" " 语
@）本文所采用的生态灾害风险评价方法简单、
可行且提供了定量、可比较、统一客观的分析结果，
借助 C$4 技术，将吉林省生态灾害风险水平所处等
级直接显示在二维空间平面上，既可判读各评价单
元所处的风险水平，又能反映风险程度的地域差异B
A）研究结果表明，吉林省生态灾害风险评价指
标体系中选用的指标比较客观，能全面反映吉林省
的生态灾害风险水平B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
直接影响生态灾害风险模型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本
文的指标体系只适用于吉林省，对于其它地区，还需
要根据当地情况进行指标选择B
,）本文依据自然灾害风险分析原理构建吉林
省生态灾害风险评价模型，在分析构成生态灾害风
险的危险性因子、暴露性因子、脆弱性因子及防灾减
灾能力因子的基础上，以能综合体现风险程度的风
险指数（!"#$）作为指标，将吉林省分为 ’ 个生态灾
害风险区，评价结果可为有关部门确定生态恢复与
管理政策提供参考依据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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