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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变暖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导致区域及全球性灾害风险增大，中国更是几乎每年都会遭受旱灾，因此，开展旱灾风险评
估及影响因素研究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灾害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以前的旱灾风险评估在评估方法以及评估指
标选取方面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导致风险评估结果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这在划定我国的高旱灾风险区域时可能会造成问
题。基于旱灾风险的定义，合理假设“历史上旱灾损失高的地区遭受高旱灾损失的概率越大”，引入历史旱灾损失资料对旱灾
风险进行校正，构建了新的旱灾风险评估模型，揭示了中国旱灾风险的区域分异规律，并量化了各个影响因子的贡献水平。分
析结果表明，我国存在 5 个显著的旱灾高风险区： 东北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西北地区西部的小部
分区域。影响因子分析进一步表明，高暴露度和高脆弱性是导致地区出现高旱灾风险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旱灾； 风险评估； 危险性； 暴露度； 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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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obal warming and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ve led to the increased regional and global disaster
risk，especially China，which suffers from drought almost every year． Therefore，carrying out disaster risk assessment and
studying on influencing factors is importan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society an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The previous drought risk assessment was highly subjective in terms of assessment methods and assessment
index selection，resulting in a strong uncertainty in the risk assessment results，which may cause problems as delineating
high drought risk areas in China．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drought risk，this paper reasonably makes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areas with high drought losses in history are more likely to suffer high drought losses in the future”，then，we introduce
historical drought loss data to correct the drought risk． In this way，a new drought risk assessment model is constructed and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law of drought risk in China has been revealed． Besides，we have quantified the contribution of
each influencing fact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5 significant high drought risk areas in China，including Northeast
China，North China，east of Northwest China，east of Southwest China，and a small part in west of Northwest China． The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further indicates that high exposure and high vulnerability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high
drought risk in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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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干旱是指因较长时期无雨或高温少雨，导致水分缺乏

，而旱灾是危害性最大的灾害［2-3］，也是导致我国

经济损失最严重的三大灾害之一。2012—2016 年间，旱灾导致我国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2889．7 亿元，约占所有
［4］
气象灾害直 接 经 济 损 失 总 和 的 15． 6% 。 据 政 府 间 气 候 变 化 委 员 会 （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1］，在高排放情景下 （ ＲCP8． 5） ，21 世纪末旱灾发生频率会增加。《2005—
2015 年兵库县行动框架： 增强国家和社区应对灾害的能力 》于 2005 年提出“减轻灾害风险 （ Disaster Ｒisk
［5］
［6-10］
Ｒeduction，DＲＲ） ”
。灾害风险主要包括不同强度的
的概念，进而灾害风险研究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热点
［11-12］

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以及灾害造成不同损失程度的可能性

，是危险性 （ 由和气候变化相关的事件或趋势引

［1］
起） 、脆弱性（ 易受损害的程度） 和暴露度（ 面临风险的人群、财产或生态系统 ） 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IPCC
［13］

报告

指出，灾害风险是指特定时段由于危害性自然事件造成社区或社会出现剧烈改变的概率 ，进而可能导

致生命财产损失，需做出应急响应，以满足灾害应对的需要。因此，旱灾综合风险可定义为旱灾可能对生态环
境、社会发展及人类生产生活造成的潜在影响 ，是致灾因子危险性、承灾体暴露度和承灾体脆弱性相互作用的
［14］

结果，干旱主要被划分为三种类型，包括气象干旱、农业干旱、水文干旱
［15］

目前，国际上对旱灾的应对仍以灾后处置为主

，本文讨论气象干旱造成的影响。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以及自

2014—2018 年间，美国发生了 5 次严重旱灾，每场旱
然环境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该方式的弊端也越来越显著，
［16］

灾造成的损失均超过十亿美元
［17］

增加至每年 62 亿欧元

； 而 1991—2006 年欧洲年均旱灾损失较 1979—1990 年翻了一倍，近几年已

。2011 年，第十六届世界气象大会在日内瓦召开 ，呼吁各国制定减灾框架，降低灾害

风险，转换灾害管理模式，采取措施主动防灾减灾。中国也在寻求应对灾害的良策，并提出要从注重灾后救助
［18］

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

。评估并掌握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风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已经成为当前促进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
［19-24］

当前灾害风险研究已经成为各学科的研究热点

，近年来涌现了一批研究成果，但灾害的风险评估结

［25］

果难以验证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构建更加合理的风险评估框架已经成为灾害风险评估中的一个重要问

题。最常用的旱灾风险评估方法是结合层次分析法构建综合风险评估指数 ，但该风险评估过程具有较强的主
观性，从而对评估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基于此对该评估模型进行改进 ： 首先基于旱灾风险的定义作出合理
假设“历史干旱灾损高的地区遭受高旱灾损失的概率越大 ”，引入历史实际旱灾损失序列对旱灾风险的评估
过程进行校正，并基于多元非线性回归法建立新的旱灾风险评估模型 ，对中国旱灾综合风险进行评估，划定中
国高旱灾风险区域。本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旱灾风险评估思路 ，为我国进行旱灾风险管理和综合防灾减灾提
供了科技支撑。
1
1．1

数据
气象数据
气象数据集来源于全球标准化降水蒸散发指数 （ 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Evapotranspiration Index，SPEI）

［26］
数据库（ SPEIbase v．2．5） ，SPEIbase 提供了关于全球范围干旱状况的长期 、可靠的信息 ，数据获取自西班牙

的知识机构库 DIGITAL．CSIC（ https： / / digital．csic．es / ） ，该数据库应用 CＲU TS v3．24．01 数据集计算了 190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空间分辨率为 0．5° × 0．5°，多时间尺度的 SPEI 数据，本研究应用其中 3 个月尺度的
SPEI 数据［27-29］。
1．2

社会经济数据
NASA 社会经济数据及应用中心 （ Socioeconomic Data and Applications Center，SEDAC） （ https： / / sedac．

ciesin．columbia．edu / ） 提供的世界栅格人口数据集、
2000 年全球农区分布数据集、
2000 年全球牧区分布数据集
以及水库数据集作为本文研究所需社会经济数据集 。世界栅格人口数据集的空间分辨率为 2．5 min × 2．5 min，
http： / / 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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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2010、
2015 等 4 年及所预测 2020 年人口数。本研究所用数据为 2015 年人口资料。 农区、牧
包含 2000、
区分布数据集的空间分辨率为 5 min × 5 min，栅格值分别代表 2000 年耕地面积、牧草地面积占栅格总面积的
比例。水库数据集主要依据所修建大坝定位了 2011 年蓄水能力超过 0．1m 的水库。 各地市 （ 不包括港澳台
3

地区） 的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水资源总量、用水总量获取自各省市 2015 年统计年鉴。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与土地利用资料均获取自资源环境数据云平台 （ http： / / www．resdc．cn / ） ，其中，GDP 获取自 2015 年中国 GDP
空间分布公里网格数据集，空间分辨率为 1km × 1km，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 2015 年中国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
测数据集，包括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居民地和未利用土地 6 个一级类型以及 25 个二级类型，空间分辨率为
1km × 1km。
1．3

灾情数据
［4］

灾情包括灾害造成的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中国气象灾害年鉴 》 记录了旱灾所
导致的影响，包括旱灾直接经济损失数据、干旱受灾人口数据以及干旱导致的农作物受灾面积数据 。 本研究
应用 2011—2016 年的相关干旱灾情数据，由于数据缺失，不包含 2013 年灾情统计。
研究方法

2
2．1

旱灾风险综合评估框架
旱灾风险（ Ｒisk） 由致灾因子危险性 （ Haz） 、承灾体暴露度 （ Expo） 以及承灾体脆弱性 （ Vul） 三个因子组

［21］

成

：

Ｒisk = Haz ×Expo ×Vul

（ 1）

本文依据旱灾风险定义，认为风险评估得到的结果应当能尽量反映实际灾情，作出假设“历史干旱灾损
高的地区遭受高旱灾损失的概率越大 ”，基于此，本研究将灾损数据融入灾害风险评估框架中 ，运用多元非线
性回归方法，提出一种新的风险评估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1
Fig．1

旱灾风险评估框架

Frame of drought risk assessment

http： / / 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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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灾风险指标选取
致灾因子危险性表征气象干旱的严重程度 ，相较于其他干旱指标，标准化降水蒸散发指数 （ SPEI） 综合考

虑了降水、气温以 及 蒸 散 发 要 素 对 干 旱 的 影 响，并 具 有 多 时 间 尺 度 特 性，目 前 已 经 被 广 泛 应 用 于 干 旱 研
［30-31］

，其中，为了体现干旱的季节性变化，本研究选取 3 个月尺度 SPEI 指标计算致灾因子危险性［32］。

究

承灾体暴露度表征暴露于旱灾下的承灾体数量 ，承灾体暴露度指标的选取应具有代表性 。本文选取与干
［15］
旱密切相关且较为通用的多个指标进行计算 （ 表 1） 。其中，承灾体暴露度主要参考 Carro 所选取的指标，

考虑了易受旱灾影响的三类承灾体 ： 人类、耕地、牧草地。由于农作物生长对气候及水分的变化最为敏感，因
此最易受到旱灾影响； 旱灾对牧草地的影响则体现了旱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 此外，人类也是重要的承灾体
之一。
［33］
承灾体脆弱性表征受干旱影响的倾向，脆弱性指标的选取主要参考 Ahmadalipour 等 的相关研究 （ 表

1） ，具体指标如表 1 所示。旱灾具有缓发性，因此经济发达地区可更好地减轻旱灾不良影响； 而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越高的地区，经济受旱灾影响越大； 本研究将地区用水总量与水资源总量的比值定义为用水压力指
［15］

标

，当用水压力大于 1 时，表明地区用水量超过水资源量，地区用水安全受到威胁； 作物类型及耕作方式也

影响着旱灾脆弱性，农业生产总体上可以分为雨养农业和灌溉农业两种类型 ，其中雨养农业靠天然降水为水
源，更易受旱灾影响； 水库数量代表区域应对干旱的能力 ，通过调控区域水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干旱。
表 1 中各风险因子的指标权重是通过灾损数据与旱灾风险指标进行多元非线性回归分析得到 ，而对于旱灾直
接经济损失数据、干旱受灾人口数据以及农作物受灾面积数据则采用等权重策略构建灾情指标 。
表1
Table 1

旱灾风险影响因素的指标选取及权重确定
Indicators and weights of drought risk factors

影响因素
Factor

指标
Indicator

危险性 Drought hazard

SPEI

暴露度 Drought exposure

人口数量

正向

0．098

耕地面积比例

正向

11．170

牧草地面积比例

正向

0．801

GDP

负向

0．015

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

正向

18．897

用水压力

正向

0．347

灌溉面积占耕地比重

负向

0．019

水库数量

负向

2．301

旱灾直接经济损失

正向

0．333

干旱受灾人口

正向

0．333

农作物受灾面积

正向

0．333

脆弱性 Drought vulnerability

灾情 Drought loss

指标对影响因素的作用
Contribution of indicators

权重
Weight

正向

7．646

SPEI： 气象数据集来源于全球标准化降水蒸散发指数

由于各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首先要通过极差标准化方法消除量纲差异 ，当指标对影响因素有正向作用
时，采取正向标准化，否则进行负向标准化：
正向标准化：

x = ［x 0 － min（ x sequence） ］/［max（ x sequence ） － min（ x sequence ） ］

（ 2）

负向标准化：

x = 1 － ［x 0 － min（ x sequence） ］/［max（ x sequence ） － min（ x sequence ） ］

（ 3）

其中 x sequence 代表数值序列，x 0 是其中需要进行标准化处理的数值 ，x 为标准化的结果。
2．3

旱灾风险因子构建
旱灾风险因子包括致灾因子危险性 、承灾体暴露度、承灾体脆弱性三部分。 致灾因子危险性表征气象干

［34］
旱严重程度，本研究选取 3 个月尺度的标准化降水蒸散发指数 （ SPEI） 计算。 依据游程理论 ，定义当 SPEI

指标小于干旱阈值时，发生干旱，通常把干旱阈值定为 － 1。 干旱从开始到结束所间隔的时间段称为干旱事件
http： / / 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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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续时间（ DT） ，干旱期间的累计缺水程度为干旱强度 （ DI） ，表征干旱的严重程度。 通过采用对 1901—
2015 年多年的干旱强度进行累加的方法 ，综合考虑过去 115 年间干旱发生频率及强度，定义致灾因子危险性
指标：
n

dh =

（ 4）

DI i
∑
i=1

其中，i 表示干旱发生的频次。承灾体暴露度与承灾体脆弱性分别采用加权求和的方法得到 ，计算过程如下：
n

承灾体暴露度：

de =

αi
∑
i=1

承灾体脆弱性：

dv =

βj
∑
j=1

× I e，i

（ 5）

× I v，j

（ 6）

m

其中，de、dv 分别表示承灾体暴露度以及承灾体脆弱性因子 ，α i 和 β j 表示权重，I e，i 和 I v，j 分别代表第 i 个暴露度
指标与第 j 个脆弱性指标。
2．4

旱灾风险综合指标构建
旱灾风险综合指标的构建是一个两步的复合模型 ，在第一步中，进行数据的预处理，通过求取平均，计算

各省份的指标值，使其与灾损数据具有相同的空间尺度 。在第二步中，用灾情指标校正风险的评估结果 ，对灾
情与各指标值进行多元非线性拟合 ，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从而得到灾害风险评估模型。最后，将高分辨率的栅
格指标值代入模型，得到所评估的旱灾风险。具体的计算步骤如下：
灾情指标：

loss k = （ I le，k + I lp，k + I le，k ） /3

（ 7）

拟合指标权重：

loss k ～ λ × dh k × de k × dv k

（ 8）

Ｒ = λ × dh × de × dv

（ 9）

旱灾风险：

其中，I le，k ，I lp，k ，I lc，k 分别表示 k 省旱灾直接经济损失、干旱受灾人口以及干旱导致的农作物受灾面积 ，loss k 表示
k 省的灾情指标，dh k ，de k ，dv k 分别表示 k 省的危险性、暴露度、和脆弱性进，λ 为致灾因子危险性的权重系数。
3
3．1

结果与讨论
致灾因子危险性分析
综合区域气象干旱发生频率与强度 ，绘制致灾因子

危险性分布图 （ 图 2） ，高 （ 极高 ） 致灾因子危险性区域
（ Haz＞0．651） 集中于西北与西南地区，约占研究区面积
的 35．7%，而东北、华东以及华中、华南等区域等均属极
低或低致灾因子危险性区域 （ Haz＜0．525） ，面积比例为
53．5%。依据 SPEI 指标对干旱特征的监测情况分析气
象干旱特征，我们发现在高致灾因子危险性区域，干旱
强度大且持续时间长。 在干旱时期，平均干旱强度为
－ 1．5— － 1．9，干旱平均历时约 5 个月至 1 年。 依据游程
理论，干旱强度为负值，且干旱强度的绝对值越大，干旱
越严重； 而在低致灾因子危险性地区，干旱期干旱强度
在 － 1．1 至 － 1．5 之间，干旱严重性较弱，平均干旱历时小

图2
Fig．2

致灾因子危险性分布图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drought hazard across China

于 4 个月。从干旱频率看，情况则完全相反，低危险性
区域干旱频率约为每年 1 次，而高危险性区域干旱频率低于每 1．5 年 1 次。 我国西北和西南地区容易发生多
季节的连旱，干旱强度大且干旱历时长，而我国东部地区时常发生季节性干旱 ，这一点值得关注。
3．2

承灾体暴露度分析
承灾体暴露度指标包括牧草地面积 ，耕地面积，人口数量，通过上述指标计算承灾体暴露度 （ 图 3） 。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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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6］

到旱灾在无人区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记，因此剔除人口稀少区

。 研究发现我国高 （ 极高 ） 承灾体暴露度

（ Expo＞0．478） 区域占国土面积达 13．8%，主要集中在东北、华东及华中等区域，这些区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
属于我国主要粮食产区。具体来看，我国九大商品粮基地均处于高（ 极高） 承灾体暴露度水平 （ Expo＞0．478） ，
如东北的三江平原、松嫩平原； 华东的江淮平原、太湖平原； 华中的鄱阳湖平原、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 西南地
［37-38］

区的成都平原以及珠三角等。可以看出，耕地是受旱灾影响的主要承灾体。 通过相关性分析

评估了各

暴露度指标对旱灾风险影响因子的贡献率 ，研究发现耕地面积指标与承灾体暴露度指标的相关性达到 0．99，
远高于牧草地面积指标与人口指标 ，证明耕地对承灾体暴露度的贡献最大 ，是旱灾的主要承灾体。牧草地、人
口分布与暴露度指标的相关性分别为 － 0．024 和 0．22，人口分布的贡献较小，但对暴露度指标的构建起到了修
正作用，而牧草地分布与暴露度指标呈现负相关 ，且接近于 0，说明暴露度基本未考虑牧草地的作用，评估模
型中应用的历史灾损数据难以反映旱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可能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 。

图3
Fig．3

表2
Table 2

暴露度指标对旱灾风险影响因子的贡献度

Contribution of exposure indicators to driving factors behind

暴露度指标
Dxposure indicator
指标与暴露度的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between indicators and
drought exposure

3．3

承灾体暴露度及其指标分布图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rought exposure and exposure indicators across China

牧草地面积比例
Proportion of pasture area

耕地面积比例
Proportion of cropland area

人口数量
Population

－0．01534

0．99261

0．21648

承灾体脆弱性分析
［39］

关于承灾体脆弱性的研究较多

，与灾害相关的研究中［40-41］，所应用的指标具有很高的相似性，本文选
http： / / www．ecologic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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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5 个指标综合计算承灾体脆弱性（ 图 4） ，分别是国民生产总值 （ GDP） 、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灌溉面积占
耕地比重、用水压力以及水库分布，由于受数据来源限制，承灾体脆弱性为各地级市评估结果，但在历年记录
中，若存在数据缺失情况，则用省级数据替代。 为了使各等级的差异最大化，采用自然断点法分级。 图 4f 表
明，我国东北地区的承灾体脆弱性最高，达到 Vul ＞ 0．584，东北、西北、西南等区域均为高等级承灾体脆弱性
（ Vul＞0．373） 。上述区域具有较低的财政收入，并且对第一产业依赖性较大。从各指标与承灾体脆弱性的相
关性来看（ 表 3） ，对承灾体脆弱性影响最大的指标是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二者的相关系数达到 0．988，对承
灾体脆弱性空间格局起到决定性作用 ，其他指标作用较小。另外，GDP、灌溉面积占耕地比重以及水库数量均
与承灾体脆弱性呈现负相关，即经济发达，发展灌溉农业并且基础设施建立更加完善的地区可以降低承灾体
脆弱性，使区域防御旱灾的韧性增加。

图4
Fig．4

承灾体脆弱性及其指标分布图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rought vulnerability and relevant influencing factors acros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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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脆弱性指标
Drought vulnerability

脆弱性指标与 承灾体 脆 弱 性 的
相关性
Correlation between indicators and
drought vulne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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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指标对承灾体脆弱性的贡献

Contribution of indicators to vulnerability of disaster-affected body
国内
生产总值
GDP

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
Proportion of
primary industry
in GDP

灌溉面积占
耕地比重
Proportion of
irrigation area
in cropland

用水压力
Water pressure

水库数量
Ｒeservoir number

－0．089

0．988

－0．119

0．082

－0．170

旱灾风险评估
将各指标数据代入旱灾风险评估模型进行计算 ，得

到的最优评估结果与灾情数据的相关系数 r 为 0． 59。
将致灾因子危险性、承灾体暴露度以及承灾体脆弱性按
照公式（ 1） 结合，得到旱灾风险空间格局 （ 图 5） 。 我国
高（ 极高） 旱灾风险区 （ Ｒisk ＞ 0．796） 主要分布在东北、
西北部分地区，上述区域均具有较高脆弱性以及暴露
度。在危险性方面，区域间有较大差别，东北地区旱灾
发生频率高，而西北地区旱灾强度大。 总体来看，我国
高（ 极高） 旱灾风险区的面积比例达到 4． 33%，其中极
高旱灾风险区 （ Ｒisk ＞ 1． 49） 占研究区面积的 0． 89%。
中等风险区（ 1．49 ＞Ｒisk ＞ 0．796） 分布更加广泛，面积比
例为 10．83%，并主要集中于华北地区。

图5

针对各行政单元进一步统计各省市及全国部分区

Fig．5

旱灾风险空间分布

Spatial pattern of drought risk across China

域（ 中国港澳台除外 ） 不同等级旱灾风险面积 （ 图 6） 。
我国约 61% 的面积范围属于极低旱灾风险，中高等级干旱风险区面积比例占到 15%。 在各行政区中，山东省

图6
Fig．6

中国及各地市不同等级旱灾风险面积比例

Percentage of areas with different classes of drought risk across China and major provi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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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极低风险区所占面积比例最少 ，同时，山东省高风险及极高风险区面积比例也极低 ，绝大部分区域属于中等
风险区及低风险区，占省份总面积的 96%。 中等风险、高风险及极高风险区总面积占比最多的省份是河南
省，其中中等风险区的面积约占全省面积的 67%。 河南省与山东省轻度、中度干旱发生频率高，并且都属于
农业大省，容易受旱灾影响，但实际上两个省份的经济发展均以工业 、制造业为主，对第一产业的依赖性较小，
并且修建有多座水库，可对水资源进行调控，综合各方面因素，旱灾风险基本处于中高水平。从高风险及极高
风险区来看，总面积占比最高的省份是黑龙江省，高达 32%，其次为宁夏回族自治区，达到 26%，黑龙江省与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 ，黑龙江省位于湿润 － 半湿润区，但降水量年内分布不均，水库蓄水灌溉
［42］

条件分布不平衡，容易发生春旱

，同时，黑龙江省作为我国的主要粮食基地，旱灾风险高； 而宁夏回族自治

区属于水资源型缺水，水资源空间分配不均，导致南部水资源缺乏，虽然黄河流经该地区，但供水量有限，导致
［43］

干旱严重

，上述两个省份需更加重视旱灾的防范及应对 。甘肃省的极高风险区占比例较高，集中于陇南地

区，不利的气象条件，加之高暴露度、高脆弱性，导致该地区极易受到旱灾影响。
3．5

旱灾风险影响因素分析
分析旱灾风险的每个影响因素对其空间分布的影

是各地区实施干旱政策的重要依据 。本文对旱灾风
响，
［44］

险进行归因

，将危险性、暴露度、脆弱性按照不同等

级进行组合，得到各地区旱灾风险结构组成，根据各影
响因素的中值可以划分 8 个区域（ 危险性 = 0．562，暴露
度 = 0．614，脆弱性 = 0．620） ，并确定适当的防灾减灾对
策（ 图 7） 。低危险性-低暴露度-低脆弱性地区，属于极
低旱灾风险区，在当前的产业结构下，不需要采取额外
的减灾措施。总体来说，对于具有高危险性（ H high ） 的地
区，
水资源短缺是地区面临的重要问题 ，需要因地制宜，
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例如，我国实施
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帮助缓解了一部分西北地区的用水
困难，此外，通过普及雨水集蓄利用的方式，可以一定程
图7

度上缓解旱灾风险； 在农业生产方面，通过推广农业节
水技术，完善农牧地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节水灌溉等方
式，提高用水效率。 具有高暴露度 （ E high ） 的地区，是我
国人口、耕地最为集中的区域，如黑龙江省、山东省、河

Fig．7

旱灾风险影响因素区划图

Hazard-exposure-vulnerability pattern map of China

H high ： 高 危 险 性 H low ： 低 危 险 性 E high ： 高 暴 露 度 E low ： 低 暴 露 度
V high ： 高脆弱性 V low ： 低脆弱性

南省等广阔的东部地区，在历史旱灾中往往遭受严重的
损失，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在这一类地区防治旱灾可主要从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减少承灾体暴露度，例如，严
［45］

格控制耕地面积、落实退耕还林还草政策

，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对耕地等承灾体的保护，降低脆弱性，例如，

通过科学选取节水抗旱作物品种 ，调整种植结构，加强农牧地的抗旱能力，推广农业保险，保障我国的粮食生
［46］

产，保护生态

。对于具有高脆弱性（ V high ） 的地区，可从多方面采取相应措施，如，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减少

对农业的依赖性，促进非农经济和经济发展的多样化 ，通过促进农畜产品的深加工，提高农畜产品附加值，促
［45］

进产业转型

，除此之外，还需因地制宜，结合实际情况，通过修建水库等水利设施，调节雨水的时空分布，保

证农业适时灌溉； 同时加大监管力度，治理水资源污染等。
4

结论
本文基于致灾因子危险性、承灾体暴露度以及承灾体脆弱性三个部分 ，构建了新的旱灾风险评估框架，通

过绘制中国旱灾风险分布图，直观表示出当综合考虑各地区的财产数量以及防灾减灾能力后 ，旱灾风险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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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情况，并分析了各地区旱灾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 ，从而使各级政府之间能够更好地协调 ，可为政府决策提供
科学依据。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结果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
（ 1） 建立假设“历史上旱灾损失高的地区遭受高旱灾损失的概率越大 ”，通过将旱灾损失数据融合进风险
评估模型，对旱灾风险进行校正，构建了新的旱灾风险评估模型，克服了以往研究方法中权重主观性太强和理
论依据薄弱的问题。评估得到的旱灾风险将影响因素与评估结果联系起来 ，为旱灾影响因素分析提供了依
据，该方法为旱灾风险评估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
（ 2） 绘制了中国旱灾风险分布图，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存在 5 个显著的旱灾高风险区： 东北地区、华北地
区、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西北地区西部的小部分区域 。其中，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甘肃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四川东部以及新疆部分地区属于高风险地区 ，需着重加强对旱灾的风险管理以及灾害防范 。
（ 3） 进一步对不同地区的旱灾风险进行了影响因素分析 ，发现我国高风险地区均具备高暴露度与高脆弱
性，说明社会经济财富的增长可能会导致地区遭受更高的旱灾损失 。在此基础上，地区可以采取针对性措施
降低风险，研究表明，暴露度中的重要指标为耕地面积比例，而脆弱性中的重要指标主要是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因此，高旱灾风险地区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降低旱灾风险，减少旱灾造成的损失： 加强对耕地的保护；
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调节产业结构，减少对第一产业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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