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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是目前国际上防灾减灾和灾害管理较先进的措施和模式，是针对各种自
然灾害的全灾害的管理，是贯穿于灾害管理全过程，集中于灾害风险和承灾体脆弱性分析并强调多层
面、多元化和多学科参与合作的全面整合的灾害管理模式。介绍了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概念和本质，探讨了综合自然灾害管理的基本理论、对策及其实施过程和实施战略，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对我国实施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建议，为强化和推动我国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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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natural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comprehensive and
integrated model and Chinese strategy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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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2. Laboratory of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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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tegrated natural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INDRM）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rategy and model
in contemporary disaster management. It is a comprehensive，holistic and integrated approach that fits in all types
of natural disasters，all the phases of the natural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focuses on disaster risks and hazard-affected body’
s vulnerabilities，i. e. the underlying conditions of disasters，and emphasizes multi-level，multi-dimensional，multi-disciplinary coordin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the essentials of the integrate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discusses the rationale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integrated natural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proposes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integrated natural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and suggestions 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grated natural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in China.
Key words：natural disaster；natural disaster risk；hazard；exposure；vulnerability；risk management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各种损失与日俱增。而且，由于过去灾害管理的工作
重点是危机管理，因此，社会总是从“ 一个灾害走向另一个灾害”，很少降低灾害风险。考虑到自然灾害风险
的多因性（ 产生的原因复杂）、系统性（ 多种灾害风险并发并带着复杂后果）和不可预期性（ 新风险或不常见
风险随时可能爆发），近年来人们在总结自然灾害管理的历史经验中提出了新的防灾减灾战略，这就是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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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风险管理（ INDRM）
。在世界上，以日本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冈田宪夫（ Okada Norio）教授和多多

纳裕一（ Tatano Hirokazu）教授为代表的课题组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提出了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理论［2，3］，同
时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推广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模式，世界银行从 2001 年起资助由日本京都大学防灾研究
所和维也纳国际工学研究共同召集，每年在不同地方举办一次题目为“ 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国际学术研讨
会。迄今为止，已在维也纳、日本和北京等地成功地举办了五次。在已经举办的“ 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国
际学术研讨会上明确提出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是今后灾害管理的最佳模式，优化组合工程与非工程的综合灾
害风险管理措施将成为今后防灾减灾和灾害管理的主要措施。纵观国内外的最新研究工作，综合自然灾害
风险管理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是一门新的理论和方法，尽管目前日、美等一些发达国家在灾害
管理上已经采取了这一崭新的理论和方法［2 - 9］，但是发展中国家还没有有效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我国虽
然对自然灾害风险评估和管理的研究得到了相应的重视，并开展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工作，但至今关于综合自
然灾害风险管理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已成为制约我国有效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和防灾减灾工作深入开展的
瓶颈。为此，在作者们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和借鉴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为了推动我国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
的研究和应用，本文在介绍了综合自然灾害管理的必要性、概念和本质的基础上，探讨了建立具有系统性和
可操作性的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理论框架、对策和实施战略，并且提出了我国实施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
理的政策建议。

1 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1. 1

自然灾害风险的形成机制与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
自然灾害系指自然变异超过一定的程

度，对人类和社会经济造成损失的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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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所示，根
据目前比较公认的自然灾害风险形成机制，
一定区域自然灾害风险是由自然灾害危险
性（hazard）、暴露（ exposure）或承灾体、承灾
体的脆弱性或易损性（ vulnerability）3 个因素
相互综合作用而形成的［9，10］。我们认为，除
了上述的 3 个因素外，防灾减灾能力（ emer-

图1
Fig. 1

自然灾害风险形成机制示意图

Formation mechanism of natural disaster risk

gency response & recovery capability）也是制
约和影响自然灾害风险的因素（ 图 2）。基于以上认识，可以得出自然灾害风险的中文及其数学计算公式为：
自然灾害风险度 = 危险性（ 度）× 暴露（ 受灾财产价值）× 脆弱性（ 度）× 防灾减灾能力
自然灾害危险性，是指造成灾害的自
然变异 的 程 度，主 要 是 由 灾 变 活 动 规 模
（ 强度）和活动频次（ 概率）决定的。一般
灾变强度越大，频次越高，灾害所造成的
破坏损失越严重，灾害的风险也越大。
暴露或承灾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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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生命线等。一 个 地 区 暴 露 于
各种危险因素的人和财产越多即受灾财
产价值密度越高，可能遭受潜在损失就越
大，灾害风险越大。
承灾体的脆弱性或易损性，是指在给

图2
Fig. 2

自然灾害风险四要素示意图

Four components of natural disaster risk

定危险地区存在的所有任何财产由于潜在的危险因素而造成的伤害或损失程度，其综合反映了自然灾害的
损失程度。一般承灾体的脆弱性或易损性愈底，灾害损失愈小，灾害风险也愈小，反之亦然。承灾体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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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易损性的大小，既与其物质成分、结构有关，也与防灾力度有关。
防灾减灾能力表示出受灾区在长期和短期内能够从灾害中恢复的程度，包括应急管理能力、减灾投入、
资源准备等。防灾减灾能力越高，可能遭受潜在损失就越小，灾害风险越小。
综上所述，区域自然灾害风险是危险性、暴露性、脆弱性和防灾减灾四个因素相互综合作用的产物。通
过考虑灾害的主要原因、灾害风险的条件和承灾体的脆弱性等与灾害风险及其管理密切相关的关键问题全
面和综合地概括灾害管理过程的各个环节，并且弥补其缺欠或薄弱环节，采取全面的（ comprehensive）、统一
的（ holistic）和整合的（ integrated）的减灾行动和管理模式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
1. 2

应对日益增多的自然灾害需要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
当代自然灾害数量和所造成经济损失急剧增加，发展中国家受害尤甚。根据德国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的

有关全球灾害数据［11］，需要国际援助的自然灾害的发生数 20 世纪 60 年代约 4 件，而 20 世纪 90 年代约 13
件，是 60 年代的 3. 2 倍；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各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按 2000 年价
格比较）则增加了约 8. 6 倍。如果考虑此期间的经济成长，被害额实际按照年间 19% 的速率在增加［9］。在
发展中国家，因各种自然灾害死亡的人数占死亡人口的 95% 。在过去 30 a 中，世界上近乎一半以上的自然
灾害发生在亚洲。亚洲是世界上各种灾害多发的地区，占世界灾害受影响人口的 80% ，占死亡人数的 40% ，
占经济损失的 46% 。造成自然灾害多发和损失增加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如下几个主要方面［12］：
（ 1）地理位
置，发展中国家多处于自然灾害多发地区；
（ 2）人口增长和城市化；
（ 3）气候和环境变化；
（ 4）灾害险情地区价
值；
（ 5）保险投保率的变化；
（ 6）在存在风险地区开发；
（ 7）现代社会对灾害的脆弱性（ 易损性）；
（ 8）忽视和低
估自然灾害风险；
（ 9）缺乏有效而可操作的自然灾害管理方法。从实际情况看，一方面发生各种风险和灾变
的可能性增加，但另一方面，社会和政府的对应机制和管理模式似乎并那么有效，更重要的是，社会有效治理
能力的缺乏和社会缺乏有效的灾害预防和综合管理的能力造成各种灾害风险大大增加。
当代自然灾害数量不仅急剧增加，而且还呈现出诸多新特征和发展趋势：
（ 1）灾害由个别的孤立事件变
成普遍现象；
（ 2）灾害由偶发事件变成频发现象；
（ 3）灾害由主要是单一因素事件变成复合型事件；
（ 4）一些
局部性灾害往往会迅速蔓延，酿成全局性危机；
（ 5）灾害所造成的一国危机随时可能转化为跨国危机，甚至
造成全球危机。
自然灾害的上述特征和变化趋势，加剧了灾害管理的难度，同时也说明了政府灾害管理能力的大小取决
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因此，考虑到自然灾害风险的多因性（ 产生的原因复杂）、系统性（ 多种灾
害风险并发并带着复杂后果）和不可预期性（ 新风险或不常见风险随时可能爆发），从国际社会和灾害管理
先进国家的经验出发，建立系统化、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体系是十分重要的。
1. 3

全面提高自然灾害的管理能力需要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
长久以来，面对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缺乏有效而可操作的自然灾害管理方法和模式。具体表现在：

（1）自然灾害常常被视为一种局部和偶发现象，以单项灾种的职能部门减灾应急管理为主，管理分散、各单
一灾种部门缺少相关沟通及协调机制；
（ 2）对灾害的处理也大多是采取临机处置的方式，通常是按照常规和
经验来处置，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完全处于被动应急的局面，缺乏制度化的灾害“ 疏缓、准备、回应和恢复”的
“ 全过程灾害管理“ 机制。
由于过去的灾害管理的工作重点是危机管理，强调灾后的救济和恢复，轻视灾前的预防和准备，即重救
轻防，综合管理力度不够。因此，社会总是从“ 一个灾害走向另一个灾害”，很少降低灾害风险。随着灾害在
全球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转向降低灾害风险方面，即通过采取各种减灾行动及改善运
行能力的计划降低灾害事件的风险，对灾害进行风险管理［13］。风险管理是指采用科学、系统、规范的办法，
对风险进行识别、处理的过程，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最大的安全保障或最大可能地减少损失的科学管理方法。
对于灾害管理，预防与控制是成本最低、最简便的方法。灾害风险管理正是基于这个道理提出的。风险管理
强调的是在灾害发生前着手进行准备、预测、减轻和早期警报工作，对可能出现的灾害预先处理，将许多可能
发生的灾害消灭在萌芽或成长的状态，尽量减少灾害出现的概率。而对于无法避免的灾害，能预先提出控制
措施，当灾害出现的时候，有充分的准备来处理灾害，以减轻损失。
图 3 表示了灾害危机管理和灾害风险管理的区别［1，14］。由此可看出，除了在管理的方法、依据和决策等
方面灾害危机管理和灾害风险管理存在着本质差异外，在管理过程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灾害危机管理集
中于灾害临近或已发生时的管理，而灾害风险管理则贯穿于灾害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倡导灾前的准备，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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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纳入疏缓、准备、回应、恢复四大循环进程中。因此，面对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对于政府而言，如何将风
险管理纳入灾害管理中，建立起一个全面的整合的自然灾害管理体系和模式，即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体系
和模式，不断提升政府和社会的灾害管理能力，可以说是当今灾害管理的最大挑战。

图3
Fig. 3

自然灾害危机管理和风险管理的比较

Comparison between crisis manage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for natural disaster

2 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基本内涵和原则
所谓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是指人们对可能遇到的各种自然灾害风险进行识别、估计和评价，并在此基
础上综合利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教育与工程手段，通过整合的组织和社会协作，通过全过程的灾害管
理，提升政府和社会灾害管理和防灾减灾的能力，以有效地预防、回应、减轻各种自然灾害，从而保障公共利
益以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实现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模式核心是全面
整合的模式，其管理体系体现着一种灾害管理的哲思与理念；体现着一种综合减灾的基本制度安排；体现出
一种灾害管理的水准及整合流程；体现出一种独到灾害管理方法及指挥能力。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基
本内涵体现在：灾害管理的组织整合，建立综合灾害管理的领导机构、应急指挥专门机构和专家咨询机构；灾
害管理的信息整合，加强灾害信息的收集、分析及处理能力，为建立综合灾害管理机制提供信息支持；灾害管
理的资源整合，旨在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为实施综合灾害管理和增强应急处置能力提供物质保证。其核心是
要优化综合 灾 害 管 理 系 统 中 的 内 在 联 系，并 创 造 可 协 调 的 运 作 模 式。综 合 自 然 灾 害 风 险 管 理 原 则 如
下［1 ～ 3，15］：
（1）全灾害的管理（ all types of natural disaster management）。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自然灾害是各种各样
的。尽管每一种自然灾害的成因不同、特点不同，但是，从风险管理的角度都是相同的。此外，各种自然灾害
之间也有相互的关联性，灾害之间的相互关联使得某一种单一的灾变会转化为复杂性灾害。因此，自然灾
害管理要从单一灾害处理的方式转化为全灾害管理的方式，这包括了制定统一的战略、统一的政策、统一的
灾害管理计划、统一的组织安排、统一的资源支持系统等等。全灾害管理有助于利用有限的资源达到最大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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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过程的灾害管理（ all phases of natural disaster management）。如图 4 所示，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
贯穿灾害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包括灾害发生前的日常风险管理（ 预防与准备），灾害发生过程中的应急风险
管理和灾害发生后的恢复和重建过程中的危机风险管理。风险管理过程是不断循环和完善的过程，主要包
括 4 个阶段：疏缓（ 防灾 / 减灾）、准备、回应（ 应急和救助）和恢复 / 重建。它表明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是从
自然灾害风险的结构和形成机制出发，将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看成是一个系统的从灾前预防和缓解风险、灾中
高效的防灾抗灾和遇灾后合理地恢复与救济的周期过程。也就是说，自然灾害的发生和发展有其生命的周
期，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也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和循环。按照风险管理的理论，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与通
常的灾害管理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倡导灾害的准备，并要使之纳入疏缓、准备、回应、恢复四大循环进
程中。之所以在灾害风险管理中更多地强调“ 准备”，是因为它包括管理规划、危机训练、危机资源储备等重
大预防的事项。因此，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是一个整体的、动态的、过程的和复合的管理。

图4
Fig. 4

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过程

Cycle of integrated natural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3）整合的灾害管理（ integrated natural disaster management）。整合的灾害管理强调政府、公民社会、企
业、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的不同利益主体的灾害管理的组织整合、灾害管理的信息整合和灾害管理的资源整
合，形成一个统一领导、分工协作、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机制。通过激发在防灾减灾方面不同利益主体间的
多层次、多方位（ 跨部门）和多学科的沟通与合作确保公众共同参与、不同利益主体行动的整合和有限资源
的合理利用。
（4）全面风险的灾害管理（ total risk management of natural disaster）。当代灾害管理的一个重要的趋向
在于从单纯的危机管理转向风险管理。风险是指发生可预期的损失的可能性。风险管理是指运用系统的方
式，确认、分析、评价、处理、监控风险的过程。灾害管理的风险管理是这样一种灾害管理的主张和行为，即把
风险的管理与政府政策管理、计划和项目管理、资源的管理，就是与政府日常的公共管理的方方面面有机的
整合在一起。在灾害管理的过程中，实施风险的分析和风险的管理，这包括建立风险管理的能动环境；确认
主要的风险；分析和评价风险；确认风险管理的能力和资源；发展有效的方法以降低风险；设计和建立有效的
管理制度进行风险的管理和控制。图 5 给出了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决策过程。
（5）灾害管理的综合绩效准则（ performance based natural disaster management）。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
所强调的是以绩效为基础的管理，也就是讲，为了实现有效的灾害管理，政府必须设立灾害管理的综合绩效
指标。在灾害风险管理中随时关注灾害风险的发生、变化状况，多方位检测和考察灾害风险管理部门和机构
的管理目标、管理手段以及主要职能部门和相关人员的业绩表现。特别是要针对灾害风险管理过程中的主
要风险、多元风险、动态变化的风险等监测和预警工作，加强备灾、响应、恢复与减灾等各环节工作，全面掌握
灾害风险预警与管理行为的实际效果，减少灾害风险漏警和误警造成的危害。同时也要通过制定正确的激
励机制来强化灾害风险控制能力，加强灾害的风险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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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决策过程

Decision-making process for integrated natural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3 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对策与实施过程
根据风险管理理论和自然灾害风险的形成机
制，图 6 概括了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对策［9］。概
括而言，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对策主要有两大类：
控制型风险管理对策和财务型风险管理对策。控
制型风险管理对策是在损失发生之前，实施各种
对策，力求消除各种隐患，减少风险发生的原因，
将损失的严重后果减少到最低程度，属于“ 防患
于未然”的方法，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
通过降低自然灾害的危险度，即控制灾害强度和
频度，实施防灾减灾措施来降低风险；二是通过降
低区域脆弱性，即合理布局和统筹规划区域内的
人口和资产来降低风险，包括风险回避、防御和风
险减轻（ 损失控制）等。财务型风险管理对策是
通过灾害发生前所作的财务安排，以经济手段对
风险事件造成的损失给予补偿的各种手段，包括
风险的自留和转嫁。
图 7 描述了两种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对策的作
用机制和它们的区别。由图可知，风险控制对策
可以减少损失，降低风险水平，而风险财务对策只
能改变风险分布，不能减少损失。两种自然灾害

图6
Fig. 6

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对策

Countermeasures for integrated natural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风险管理对策侧重点不同，二者相互补偿，因此，
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对策则是最佳的灾害风险管理途径，也是综合自然灾害风险
管理的核心内容［3，10］。
图 8 概括了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对策和实施过程［16］。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实施过程是不断循
环和完善的过程，主要包括为灾前降低风险、灾害时的应急对应和灾后恢复及其相应的管理对策。它整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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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Fi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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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对策的作用机制和比较

Functional mechanism and comparison of countermeasures for integrated natural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所有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内容和对策，可以获取有效的防灾减灾、应急对应和可持续减灾。如图 8 所示，综
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如同人间的健康保健，具有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和循环，因此它是
一个行之有效的灾害管理模式。

图8
Fig. 8

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对策的实施过程

Implementation process for integrated natural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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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实施战略
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实施战略可以用图 9 中的 6 个关键词来描述。其具体含义为：
（1）建立科学而完善的灾害风险评价流程和风险的全过程监控机制，并将灾害风险评价列入采取充分
和成功减灾政策和措施的必要步骤和作为减灾的一个首要原则。
（2）构建灾害风险管理的协调机制和法制体系。
（3）将减灾的理念和灾害管理整合到正在进行中的社会发展规划和过程中。
（4）改进灾害风险信息共享和管理的方法和手段。
（5）鼓励和引导企业、社区、民间组织和民众等多元的管理主体参与灾害风险管理。
（6）广泛普及“ 预防文化”和“ 风险管理”的理念，提高全民灾害风险意识和防灾减灾意识。

图9
Fig. 9

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实施战略的关键词

Keywords of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for integrated natural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5 中国自然灾害风险管理问题及战略选择
自然灾害风险评估和管理研究工作在我国起步较晚，大约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其中以地震、洪涝、干旱
等为主要灾种。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我国参与“ 国际减灾十年”活动以来，虽然对自然灾害风险评估和管
理的研究得到了相应的重视，并开展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工作，但至今关于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研究还比
较缺乏，已成为制约我国有效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和防灾减灾工作深入开展的瓶颈。与国际上发达国家先
进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体制相比，我国的自然灾害风险及其管理问题研究还存在一定不足之处［17，18］，其主
要是：管理体制以分领域、分部门的分散管理为主，缺乏整合和统一的组织协调；自然灾害管理的重点在灾害
治理和危机管理而不是风险管理，缺乏整合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对策；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以政府为主，没有
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和普通民众等作用；缺乏独立的、常设的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机制和机构；整个
社会缺乏足够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意识；缺乏有效的信息支持和信息沟通的机智；缺乏统一的灾害风险管理
体系和缺乏系统化和制度化的灾害风险教育和训练机制。因此，改革我国现有的灾害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综
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体制，是提高我国自然灾害综合管理水平的关键。
从中国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现状出发，借鉴国际上发达国家和有关组织等的先进的自然灾害风险管
理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体制和战略，全面提升政府和全
社会的自然灾害管理能力，是中国构造和谐社会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及现代化的基本保障。针对中国未来
的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战略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将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纳入未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规划活动中。包括把自然灾害风
险管理同经济的发展、资源和环境保护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发展结合起来。
（2）建立一个综合性、常设性的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和协调部门。协调中央与地方、国家各部
门间的关系，整合全社会的减灾资源，发挥其整体功效，进而全面部署和领导减灾规划和灾害的预防、救助及
灾后的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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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制定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政策和法规，把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关键环节和基本框架、主
要内容、对策措施等以国家基本法的方式确定下来，同时界定受灾人和受益人的权力和义务，确定不同利益
主体之间的风险分担机制，以期提高我国的综合管理和减灾能力。
（4）建设中国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体系。对灾害预警、预报，灾害评价，灾害规划，灾害应急处置（ 应
急预案、救援队伍等）进行系统和综合管理。
（5）建立跨部门的政府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包括灾害资料库、知识系统、
规范模型、灾害的预警系统、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平台等。建立有效的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沟通机制和
制定灾害风险信息共享计划，实现各部门间、中央与地方间、宏观决策机构与救灾部门间灾害信息的及时传
送与交换和综合自然灾害风险信息的共享。
（6）合理地组织与协调不同管理部门和利益主体在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风险管理对
策中的功能和作用，充分发挥各减灾主体的作用，是建立我国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关键。通
过制定正确的激励机制来强化灾害风险控制能力，加强灾害的风险管理工作。
（7）全民动员，广泛普及“ 预防文化”和“ 风险管理”，加强灾害风险管理的教育和训练，增强整个社会灾
害风险意识和应对灾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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