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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专栏:安全韧性雄安新区构建的理论方法与策略研究
【编者按】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 日ꎬ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ꎬ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ꎮ 这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ꎬ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ꎮ 为了给雄安
新区安全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 ２０１７ 年设立“ 安全韧性雄安新
区构建的理论方法与策略研究” 项目ꎬ从安全韧性雄安构建的顶层设计、面向自然灾害的防灾能
力提升、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综合监管能力提升、公共卫生应急能力提升、城市基层社区公共安
全风险评估机制与韧性提升、社会安全新态势与社会治理新模式、生态安全保障机制、水安全保
障及治理机制等 ８ 个方面组织专家学者开展研究ꎮ 为了及时地介绍项目研究成果ꎬ以利于研究
成果应用于人类当代城市治理ꎬ便于广大学者交流ꎬ本刊编辑部与项目组合作共同推出“ 安全韧
性雄安新区构建的理论方法与策略” 专栏ꎮ 欢迎广大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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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ꎬ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ꎮ 雄安新区

的安全发展ꎬ要用最先进的理念从顶层设计开始进行构建ꎮ 本文从安全韧性城市先进理念出发ꎬ对韧性概念的源起与内涵、安全
韧性城市发展趋势进行分析ꎬ提出城市安全韧性表征模型ꎬ阐述安全韧性城市所应具备的特征ꎮ 依据雄安新区的定位与特点ꎬ剖
析凝练雄安新区“ 规划—建设—运行” 全过程所应具备的安全韧性特征ꎬ为构建安全韧性雄安提供科学参考ꎮ
关键词:雄安新区ꎻ安全韧性ꎻ城市ꎻ韧性特征
中图分类号:Ｘ９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 － １９３Ｘ(２０１８) － ０７ － ０００５ － ０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ｓａｆ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Ｘｉｏｎｇａｎ Ｎｅｗ Ａｒｅａ
ＨＵＡＮＧ Ｈｏｎｇ１ꎬ２ ꎬＬＩ Ｒｕｉｑｉ１ꎬ２ ꎬＦＡＮ Ｗｅｉｃｈｅｎｇ１ꎬ２ ꎬＳＨＡＮ Ｃｈｕｎｃｈａｎｇ３

(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ｓꎬ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４ꎬ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４ꎬＣｈｉｎａꎻ

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１３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Ｘｉｏｎｇａｎ Ｎｅｗ Ａｒｅａ ｉ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ｒａｄｅ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ｐｌ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ｏｒ￣

ｄｅｒ ｔｏ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ｔｈｅ ｓａｆ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Ｘｉｏｎｇａｎ Ｎｅｗ Ａｒｅａꎬ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ｉｄｅａ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１４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７１７４１０２３ꎬ７１７７４０９３)
作者简介: 黄

弘ꎬ博士ꎬ教授ꎬ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公共安全科学与技术ꎮ

李瑞奇ꎬ博士研究生ꎬ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公共安全科学与技术ꎮ
范维澄ꎬ中国工程院院士ꎬ教授ꎬ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安全科学与技术ꎮ
闪淳昌ꎬ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ꎬ教授ꎬ主要研究方向为应急管理ꎮ

 ６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第 １４ 卷

ｆｒｏｍ ｔｏｐ￣ｌｅｖｅ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ｃｉｔｙꎬ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ｒｅ￣
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

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ｃｉｔｙ ｗｅｒｅ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ｏｎｇａｎ Ｎｅｗ Ａｒｅａ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ｉｔ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Ｘｉｏｎｇａ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Ｘｉｏｎｇａｎ Ｎｅｗ Ａｒｅａꎻ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ꎻ ｃｉｔｙꎻ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０

引言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 日ꎬ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

雄安新区ꎬ旨在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的水准打造
探索人类发展的未来之城ꎬ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ꎮ 安
全发展是城市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ꎬ城市安全是城市功
能运转的基础保障ꎬ雄安新区面临着新的安全发展形
势ꎬ在“ 规划—建设—运行” 全过程中坚持安全韧性的
顶层设计理念符合国际先进发展趋势ꎮ

ｌｉｏ”ꎬ原意是“回弹至初始状态”ꎬ后来法语和英语先后引
入了这个词汇[３] ꎮ 最初ꎬ韧性是物理学和机械学领域的

概念ꎬ用来指物体或材料在外力作用下发生形变后恢复的
能力(一般译为“弹性”)ꎮ １９７３ 年ꎬ加拿大学者 Ｈｏｌｌｉｎｇ[４] 在
生态学范畴中引入了韧性的概念ꎬ用以描述生态系统复原
稳态的能力ꎮ 此后ꎬ在工程学领域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中ꎬ
韧性的概念被不断推广ꎬ在网络结构分析[５] 、社会组织分
析[６] 、疾病应对分析[７] 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应用ꎮ

随着韧性概念应用范围的推广和人们对系统认识

安全韧性是当前公共安全科学的前沿理念ꎬ在实践

角度的变化ꎬ韧性概念的内涵也在应用中得到了发展ꎮ

中也被不断推广ꎮ 安全韧性城市涵盖科技、管理、文化

目前ꎬ在工程学领域ꎬ对韧性认识的主要观点有工程韧

各领域ꎬ覆盖事前、事中、事后应急管理全流程ꎬ强调城
市对公共安全事件的抵御、吸收、适应、恢复、学习的能

性、生态韧性、演进韧性 ３ 种 [３] ꎬ每次概念的修正都体现
了人们对韧性这一概念的新的思索ꎮ

工程韧性是 ３ 种观点中最早被提出的ꎬ其与传统的

力ꎬ被认为是城市安全发展的新范式ꎮ 目前学界对于安
全韧性城市的内涵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ꎬ理论和应用研

物理学、机械学上的概念更加相似ꎬ因此被称作是工程韧

究还较为欠缺ꎮ

性ꎮ 工程韧性指的是系统在受到干扰的影响后恢复至平

本文对韧性概念进行解析ꎬ并在城市安全领域对其

衡状态或稳定状态的能力[４] ꎮ １９９６ 年ꎬＨｏｌｌｉｎｇ [８] 对韧性

进行应用和拓展ꎬ深入阐释安全韧性城市的内涵ꎬ基于

的定义提出了改动ꎬ认为韧性更应该强调系统在结构改

公共安全科学基本理论构建城市安全韧性模型ꎬ分析安

变之前能吸收多大量级的干扰ꎬ并且强调了系统多稳态

全韧性城市应具备的特征ꎬ以期为安全韧性城市研究提
供理论框架ꎻ并结合国内外安全韧性城市实践经验与雄
安新区的实际情况及功能定位ꎬ探讨安全韧性城市构建
对于雄安新区安全发展的启示ꎬ以期实现基础理论与前
沿实践的融合ꎮ

１

韧性概念解析
在传统的城市减灾理念中ꎬ人们试图提高城市系统

应对突 发 事 件 的 稳 定 性ꎬ 追 求 一 种 “ 安 全 防 御” 的 状

态 [１] ꎮ 然而ꎬ这样的设计并不能真正地做到万无一失ꎬ
一旦灾害的强度超过阈值ꎬ便可能引起防灾措施的失

效ꎬ甚至产生连锁效应ꎬ造成严重的后果ꎮ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ꎬ

的存在ꎬ由于这种韧性描述源于生态学领域的研究ꎬ因此
被称 作 是 生 态 韧 性ꎮ 随 着 对 系 统 认 识 的 进 一 步 加 深ꎬ
Ｗａｌｋｅｒ和 Ｈｏｌｌｉｎｇ[９] 等提出了适应性循环理论ꎬ进而产生了
演进韧性的概念ꎬ在这种理论下ꎬ系统不存在稳定状态ꎬ韧
性强调系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适应、转换的能力ꎮ

２

安全韧性城市概念解析
随着韧性概念的不断推广ꎬ韧性在安全领域也得到

了越来越多的应用ꎬ系统安全是维持系统功能的重要保
证ꎬ韧性理念与此高度契合ꎬ系统的安全韧性即系统为
维持其功能而在安全方面具备的韧性水平ꎮ 城市是经
济社会与自然环境密切耦合而形成的复杂系统ꎬ建设安
全韧性城市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ꎮ 目前ꎬ对于城市

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了美国东南部ꎬ造成了空前的损失ꎬ

安全韧性的概念ꎬ尚无公认的标准或定义ꎮ Ｍｉｌｅｔｉ [１０] 将

新奥尔良市防洪堤坝被冲毁ꎬ城市大面积淹没在洪水

极端自然事件而不经历毁灭性的损失、不损害生产力和

中ꎬ居民被迫大规模疏散ꎬ由此导致的社会结构的破坏
严重影响了城市复建 [２] ꎮ 近些年来ꎬ人们更加关注城市
在突发事件应对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内在属性ꎬ韧性这一
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ꎮ
韧性(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这个单词的词源是拉丁语词汇“ｒｅｓｉ￣

安全韧性定义为ꎬ一个地区在无巨大外界帮助下ꎬ经历
生活 质 量 的 能 力ꎮ 联 合 国 国 际 减 灾 战 略 署 ( ＵＮＩＳ￣

ＤＲ) [１１] 将安全韧性定义为暴露于灾害下的系统、社区或

社会为了达到并维持一个可接受的运行水平而进行抵
抗或发生改变的能力ꎮ 一些对于城市安全韧性的典型
表述总结如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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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１ 中可以看出ꎬ城市安全韧性的关注点也经历

韧性城市系指城市自身能够有效应对来自外部与内部

了由从灾害中恢复能力转变为城市系统自身的抵抗与

的对其经济社会、技术系统和基础设施的冲击和压力ꎬ

重组能力、再转变为城市系统不断适应和学习能力的过

能在遭受重大灾害后维持城市的基本功能、结构和系

程ꎬ反映出了韧性概念由工程韧性到生态韧性再到演进

统ꎬ并能在灾后迅速恢复、进行适应性调整、可持续发展

韧性的变化过程ꎬ体现出城市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ꎮ

的城市ꎮ 安全韧性城市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公众的伤

安全韧性城市是具有良好的安全韧性特性以应对
公共安全事件影响的城市ꎬ通过对城市安全韧性概念演
进过程的分析ꎬ可以看出ꎬ安全韧性城市的构建应贯穿

“ 规划—建设—运行” 全过程ꎬ覆盖预防准备、监测预警、

亡损失ꎬ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ꎮ

３

国内外安全韧性城市规划建设经验分析
近年来ꎬ安全韧性城市的建设受到了发达国家和国

救援处置、恢复重建全流程ꎬ并注重城市学习和适应能

际组织的高度重视ꎬ发达国家不少城市或地区制定了各

力的提升ꎮ

自的安全韧性计划ꎬ一些国际组织也发起国际行动为安

综上所述ꎬ可将安全韧性城市的概念表述为:安全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作者

全韧性城市建设提供支持ꎮ

城市安全韧性概念典型表述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年份

定义

韧性理念

１９９１

安全韧性是应对未期的风险ꎬ在变形之前回弹的能力ꎮ

工程韧性

Ｍｉｌｅｔｉ [１０]

１９９９

安全韧性指的是一个地区在无巨大外界帮助下ꎬ经历极端自然事件而不经历毁灭性的损失、不损

Ｐｅｌｌｉｎｇ [１３]

２００３

安全韧性是处理和适应危险压力的能力ꎮ

ＵＮＩＳＤＲ [１１]

２００５

安全韧性是指暴露于灾害下的系统、社区或社会为了达到并维持一个可接受的运行水平而进行抵

Ｃｕｔｔｅｒ [１４]

２００８

安全韧性是指一个社会系统对灾害响应和恢复的能力ꎬ包括系统吸收影响、应对极端事件的内在

Ｄｅｓｏｕｚａ [１５]

２０１３

安全韧性是指城市系统面对改变时吸收、适应和反应的能力ꎮ

Ｍｅｅｒｏｗ [１６]

２０１６

城市安全韧性指的是一个城市系统以及它的组成部分跨时空尺度组成的社会生态和社会技术网

Ｗｉｌｄａｖｓｋｙ

[１２]

害生产力和生活质量的能力ꎮ

生态韧性
生态韧性

抗或发生改变的能力ꎮ

条件和重组、改变、学习以应对威胁的能力ꎮ

络在面对干扰时ꎬ维持或迅速恢复期望功能的能力ꎬ以及适应当前和未来变化的快速转型能力ꎮ

生态韧性

演进韧性
演进韧性
演进韧性

美国纽约« 一个更强大、更具韧性的纽约» [１７] 城市

韧性计划ꎬ以提升城市应对环境风险的能力ꎬ并提供资

计划是国际安全韧性城市规划中典型代表ꎬ该规划重点

源支持ꎬ如提供风险评估技术、聘任首席韧性官等ꎬ我国

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暴潮、洪灾、极端高温等灾害的
影响ꎬ从沿岸保护、建筑、交通、通讯等子系统进行安全
韧性强化ꎬ如进行大规模的防洪改造、多样化出行方式

湖北黄石、四川德阳、浙江海盐、浙江义乌 ４ 座城市获得
了该项目的支持ꎮ 我国政府也越来越关注安全韧性城
市的建设ꎬ我国北京市、上海市的最新城市总体规划中

强调“ 与水

( «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１６ 年—２０３５ 年) » 、« 上海市城

措施提升鹿特丹对水的适应能力、消减灾害风险ꎻ英国

性” ꎬ内容涉及城市建设、社会发展、生态保护、资源保障

等ꎻ荷兰鹿特丹的« 鹿特丹气候防护计划»

[１８]

共生” ꎬ通过防洪工程建设、漂浮屋建设、水环境治理等
伦敦« 管理风险和增强韧性»

[１９]

规划为应对洪水、干旱、

极端天气等风险ꎬ通过优化管理部门架构、绘制风险地
图、扩大绿化面积等方法提高城市安全韧性ꎮ 此外ꎬ新
加坡、芝加哥、德班、基多、开普敦等城市的安全韧性提
升计划也提供了各自的经验ꎮ

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发起的“ 全球 １００ 韧性城市”

项目是构建安全韧性城市相关的国际行动的典型代表ꎬ
该项目依据不同城市的城市功能、面临的挑战ꎬ从城市
防灾、社会发展、城市管理等不同角度为城市制定安全

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５ 年) » ) ꎬ 都 提 出 “ 提 高 城 市 韧
等诸多方面ꎮ

分析国内外安全韧性城市规划建设经验ꎬ可总结出
如下特点:

１) 重视风险态势分析预判ꎬ提高规划时间跨度ꎮ 城

市安全韧性的提升涉及成本与效益的权衡ꎬ为达到经济
合理的安全韧性水平ꎬ需进行城市风险态势分析研判ꎬ
明确城市主要风险所在ꎬ如洛克菲勒基金会“ 全球 １００

韧性城市” 行动对每个入选城市都要分别进行风险评
估ꎬ针对性制定安全韧性计划ꎻ同时ꎬ提高风险预判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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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跨度ꎬ才能保证相关措施的长期合理性ꎬ如纽约的城

击下系统功能下降、恢复的过程ꎬ通过事前预防、应急处

市计划的风险评估覆盖本世纪中叶之后ꎬ保证了计划的

置等方法ꎬ可以改善系统功能对外界冲击的响应情况ꎬ

科学性与长效性ꎮ

该曲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系统的安全韧性ꎬ因此可

２) 从大系统工程视角出发ꎬ强化城市功能保障ꎮ 城

市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ꎬ城市功能的维系既依赖于经

以称为安全韧性曲线ꎮ
从安全韧性曲线的概念出发ꎬ研究者通过不同的数

济社会ꎬ又 依 赖 于 自 然 环 境ꎬ 不 能 “ 头 痛 医 头ꎬ 脚 痛 医

学定义式ꎬ考虑系统状态、恢复时间、成本投入等因素ꎬ

性城市提升计划都是从“ 经济社会—自然环境” 大系统

ｎｅａｕ [２１] 在社区应对地震灾害的安全韧性研究中引入了

脚” ꎬ需要从整体上把握城市发展节奏ꎮ 国内外安全韧

构建了 各 种 模 型 对 系 统 安 全 韧 性 进 行 表 征ꎮ 如 Ｂｒｕ￣

视角出发ꎬ内容涉及基础设施、城市管理与资源环境的

安全韧性曲线ꎬ如图 ２ 所示ꎬ横轴代表时间 ｔꎬ纵轴代表

多方协调ꎬ以便整体提高城市各项功能的自适应能力ꎮ

３) 注重城市内环境建设ꎬ优化系统适应能力ꎮ 城市

的适应能力是城市安全韧性的重要内涵ꎬ城市的环境涉
及自身的内环境与面临的外部环境ꎬ需要强化城市内环
境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ꎮ 如鹿特丹城市计划通过建

系统功能 Ｑ( ｔ) ꎬ通过系统功能 Ｑ( ｔ) 在时间 ｔ 上积分的
方式定义安全韧性 Ｒꎬ若选取研究时间段为 ０—ｔ１ ꎬｔ０ 为

系统受到冲击而遭到破坏的时间ꎬ系统的安全韧性可按
照公式(１) 定义ꎬ其物理意义即为图 ２ 中阴影部分的面
积占整体面积的比例ꎮ

Ｒ ＝

设水广场、漂浮屋提升城市应对洪涝灾害的适应能力ꎬ
纽约计划亦重视渡船在风暴潮灾害的作用ꎬ提升城市交
通系统的适应能力ꎮ

∫ Ｑ( ｔ) ｄｔ
ｔ１

０

(１)

Ｏｕｙａｎｇ [２２] 也借用了这一定义方式ꎬ并 依 据 安 全 韧

４) 建设安全韧性城市应当坚持安全发展、改革创

性曲线形状将系统状态划分为灾害抵御、灾害传播、评

好安全与发展、继承与创新、治标与治本这 ３ 个关系ꎬ始

失情况ꎬ并在此基础上考虑投资成本和恢复成本ꎬ通过

新、依法监管、源头防范、系统治理 ５ 项原则ꎬ重点把握
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ꎮ 在提高基础设施安
全配置标准的基础上ꎬ要重点加强对城市高层建筑、大
型综合体、隧道桥梁、管线管廊、轨道交通、燃气、电力设
施及电梯、游乐设施等的检测维护ꎬ构建系统性、现代化
的城市安全保障体系ꎬ建立源头治理、动态监控、应急处
置相结合的长效机制ꎮ

４

估恢复 ３ 个阶段ꎻＴｕｒｎｑｕｉｓｔ [２３] 使用这一方法衡量系统损
一定成本下系统损失情况的概率来表征系统安全韧性ꎻ
Ｂａｒｋｅｒ [２４] 考虑系统功能的瞬时变化情况ꎬ将安全韧性定
义为系统功能的瞬时维持比例ꎻＦｒａｎｃｉｓ [２５] 考虑了系统功
能恢复过程的差别与系统功能灾后改进的可能ꎬ综合系
统初始功能、系统最低功能、系统改进功能及恢复时间
因子定义安全韧性ꎮ

安全韧性表征模型和安全韧性特征分析
安全韧性可以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为系统提供持

续性的保障ꎬ使系统功能维持正常运转ꎮ 当前ꎬ对于安
全韧性的表征模型ꎬ主要依托安全韧性曲线的概念框
架ꎮ 安全韧性曲线如图 １ 所示( 由文献[２０] 整理) ꎬ横
轴为时间轴ꎬ纵轴代表系统功能ꎬ曲线体现出在外界冲
图２
Ｆｉｇ. ２

积分法韧性表征示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但是ꎬ这种安全韧性表征方式亦有不足之处:过多
强调系统功能的外在变化情况ꎬ而忽视系统内部结构对
于系统功能的影响机理ꎬ从而难以从根本上指出系统安
全韧性的提升方向ꎮ 因此ꎬ需要构建能反映系统本质特
征的安全韧性表征模型ꎮ
图１
Ｆｉｇ. １

安全韧性曲线示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当前ꎬ公共安全科技界具有共识性的理论模型为范
维澄等 [２６] 提出的公共安全三角形模型ꎬ该模型以突发

事件、承灾载体、应急管理作为 ３ 条边ꎬ以灾害要素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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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接 ３ 条边的节点ꎬ揭示了公共安全科学的基础要素ꎮ

６) 快速稳定性:城市在安全事件影响下能快速反应

将公共安全三角形模型应用于安全韧性城市研究领域ꎬ

并提供良好、稳定的内环境的能力ꎻ

安全事件、城市承灾系统、安全韧性管理作为 ３ 条边ꎬ通

复自身结构、功能的能力ꎻ

本文提出了城市安全韧性三角形模型( 如图 ３) ꎬ以公共

 ９

７) 恢复力:城市承灾系统在遭遇破坏后ꎬ能迅速恢
８) 学习力:城市在经历安全事件干扰后能学习相关

过抵御、吸收、恢复、适应、学习的响应过程联接各条边ꎮ

经验ꎬ调整自身结构与功能ꎬ以更好地应对未来安全事
件的能力ꎮ
其中ꎬ冗余性、多样性、多网络连通性、适应性主要
体现为城市承灾系统的结构特点ꎬ协同性、快速稳定性、
恢复力、学习力是安全韧性管理重点关注的功能特性ꎮ

５

对雄安新区安全发展的启示
２０１８ 新年伊始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 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 ꎮ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０

日ꎬ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 ꎬ确

定了雄安新区规划总格局与建设总基调ꎬ明确提出构建
图３
Ｆｉｇ. ３

城市安全韧性三角形模型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ｃｉｔｙ

公共安全事件是给城市系统带来冲击的直接因素ꎬ
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连锁性、耦合性的特点ꎬ包括自
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各类
可能在城市中发生的突发事件ꎻ城市承灾系统是公共安
全事件的作用载体ꎬ既包括建筑、基础设施等城市物理
实体ꎬ也包括人及由人的行为产生的经济社会和信息社
会ꎻ安全韧性管理是对由公共安全事件和城市承灾系统
构成的城市灾害体系施加的人为干预作用ꎬ可以减弱公
共安全事件对城市承灾系统造成的影响ꎬ增强城市的安
全韧性ꎬ涉及领导协调、资源保障、应急处置等诸多方面
的内容ꎻ响应过程贯穿于城市安全韧性构建与提升的各

韧性雄安ꎮ
目前的安全韧性城市计划往往是因问题而生ꎬ侧重
于已有城市的改造、提升ꎬ如纽约计划是由卡特里娜飓
风在美国东部沿岸造成的巨大损失而催生ꎬ鹿特丹相关
经验源于多年的抗洪过程ꎬ我国北京、上海面临着“ 大城
市病” 的问题等ꎮ 而雄安新区近乎在白纸上动工ꎬ是贯
彻新城市安全发展理念的样板工程ꎬ不同于任何目前已
经存在的城市ꎬ因此必须从规划伊始便注重安全韧性理
念的融入ꎬ在“ 规划—建设—运行” 全过程中提升雄安
新区安全韧性水平ꎬ这也是时代赋予雄安新区的历史
使命ꎮ
通过现场调研ꎬ作者发现ꎬ目前雄安新区规划范围

内的 ３ 县及周围地区近些年未遭受较大突发事件ꎬ应对

个阶段ꎬ包含抵御、吸收、恢复、适应、学习等ꎬ是安全韧

经验相对不足ꎬ公共安全管理基础设施和能力比较薄

性管理的关键环节ꎮ 城市承灾系统面对安全事件风险

弱ꎬ未形成公共安全治理合力ꎬ亟待建立统一的公共安

会经历上述响应过程ꎬ安全韧性管理将优化这个过程ꎬ

全管理新框架ꎮ 雄安新区面临的安全风险和挑战主要

使得遭遇的风险最小ꎮ

包括: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之前一段时间相比ꎬ不会

从该模型出发ꎬ分析城市承灾系统结构特点与安全
韧性管理重点环节ꎬ安全韧性城市应具备如下特征:

有太大变化ꎬ地震与洪水风险依然存在ꎬ但是新区的建
立ꎬ带来了大量人口、城市建筑和设施ꎬ导致自然灾害的

１) 冗余性:城市的各子系统及其耦合环节具备一定

承灾载体发生变化ꎻ建设过程中拆迁、施工的安全风险

２) 多样性:城市的各类系统要素具有较高丰富度ꎬ

全与疫情管控方面的风险ꎻ城市综合管廊运行风险加

３) 多网络连通性:城市要素结构与功能广泛连通ꎬ

行、消防、安保等方面的安全风险ꎻ新能源引发的安全风

４) 适应性:城市承灾系统要素具备根据外界环境的

新风险ꎻ防恐维稳压力增大ꎻ外来群体与原住群体融合

５) 协同性:城市在调整自身时能够整合相关资源ꎬ

结合国内外安全韧性城市规划建设经验ꎬ立足新区

的安全裕度ꎬ在系统发生变化时能够保持正常功能ꎻ
以应对不同形式的突发事件干扰ꎻ

在应对安全事件时具有整体性的弹性ꎻ
变化而灵活调整并适应的能力ꎻ

并顾及尽量多利益相关者的情况ꎻ

及群体性事件压力增大ꎻ人口流动性增大带来的社会安
剧ꎻ地下交通、人防工程等地下空间开发工程带来的运
险ꎻ网络舆情态势、虚拟社会运行带来的智慧化、智能化
过程中的风险等ꎮ
定位ꎬ依据新区现状及未来安全风险和挑战ꎬ为保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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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安全发展ꎬ在新区 “ 规划—建设—运行” 全过程中建

的内涵亦发生变化ꎬ要突出京津冀区域主体间的关系ꎬ

议从“ 公共安全事件—城市承灾系统—安全韧性管理”３

协调好新入驻群体与原住群体的关系ꎬ为此需要加强工

个维度规划部署新区公共安全体系顶层设计ꎬ并坚持以

程防灾减灾能力建设、重视新区建设过渡阶段的风险防

下原则:

１) 坚持高点定位ꎬ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根

本ꎬ以做好预防与应急准备为主线ꎬ建设安全韧性雄安ꎻ

２) 坚持安全发展ꎬ从规划阶段开始做好顶层设计ꎬ

控ꎬ推进新区智慧安全运行与应急平台、新区 “ 互联网
＋ ” 公共安全大数据信息平台等建设工程ꎮ

在中期发展阶段ꎬ新区 ５ 个外围组团与若干特色小

城镇、美丽乡村的建设将展开ꎬ雄安新区将进一步按功

早规划早实施ꎬ将“ 智慧雄安强韧工程” 纳入新区建设

能定位、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ꎬ新区特色产业

同步实施ꎬ贯穿新区“ 规划—建设—运行” 全过程ꎻ

进入快速发展阶段ꎬ城市承灾系统要素多样性全方位增

３) 坚持底线思维ꎬ基于最坏最难的情况进行顶层设

计ꎬ对新区进行系统性风险评估ꎬ编制全方位、立体化的
公共安全网ꎻ

４) 加强统筹协调ꎬ构建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

加ꎬ城市功能逐渐成型ꎬ基础设施的冗余性、多网络连通
性、适应性需要进一步增强ꎬ并依据起步区 “ 规划—建
设—运行” 相关经验ꎬ进一步增强新区不同区域间、新区
与京津冀区域间的协同性建设ꎬ同时在城市功能、产业

敏、运转高效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与长效模式ꎬ有效形

布局及安全管理上提高新区的快速稳定性与恢复力ꎬ以

成新区城市治理合力ꎻ

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ꎬ为此需要进一步构建和优化

５) 集成先进技术ꎬ充分运用下一代通信网络、大数

与京津冀跨区域联动的公共安全管理协同机制、强化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理念和技术手段ꎬ实现智能

区巨灾风险应对能力建设ꎬ进一步推进新区应急信息异

化、精细化的城市安全管理ꎮ

地容灾备份中心、新区安全韧性社区等建设工程ꎮ

整体而言ꎬ在新区 “ 规划—建设—运 行” 的 全 过 程

远期ꎬ新区建设规模成型ꎬ城市功能完备ꎬ需要在城

中ꎬ要注重新区城市功能的保障ꎬ打造具备冗余性、多样

市承灾系统和安全韧性管理等各方面保证冗余性、多样

性、多网络连通性、适应性、协 同 性、快 速 稳 定 性、恢 复

性、多网络连通性、协同性、快速稳定性、恢复力的建设ꎬ

力、学习力等特征的安全韧性城市ꎬ但在不同阶段ꎬ新区

全面提升新区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基础能力保障ꎬ着重

所承担的任务不同ꎬ其安全韧性特征亦具有不同的内

培养新区城市承灾系统安全管理的适应性和学习力ꎬ根

涵ꎬ现结合新区特点与城市安全韧性三角形模型ꎬ探讨

据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优化自身的结

雄安新区在“ 规划—建设—运行” 全过程中应具备的安

构与功能ꎬ吸纳先进的技术手段ꎬ保障运行安全平稳ꎬ使

全韧性特征ꎬ并提出相关建议ꎮ

新区在京津冀区域乃至中国、世界的城市体系中发挥适

当前阶段ꎬ雄安新区仍处于规划、建设的初期ꎬ雄安

合自身定位的安全枢纽作用ꎬ为此需要在原有基础上ꎬ

新区规划体系还在进一步编制和完善中ꎬ除市民中心、

持续性推进安全文化与素质建设、强化新技术应用与科

“ 千年秀林” 等少数标志性工程的建设外ꎬ新区整体上

技支撑能力建设ꎬ重点加强对虚拟空间的非传统安全防

还未开始大规模开发建设ꎬ保证原有居民生活有序进

护保障能力ꎬ完善新区公共安全教育培训演练基地建设

行、改善规划建设基础条件、适应应急管理部组建后的

工程等ꎮ

安全管理大部门体制是当前阶段的重点任务ꎬ这一阶段

６

在新区管理方面应重点突出协同性建设ꎬ开展公共安全

小结

事件的动态评估ꎬ为此需要建设新区风险综合评估体

本文对安全韧性概念的内涵进行了分析ꎬ依据国内

系、新区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新区安全管理指挥体系ꎬ打

外安全韧性城市规划建设实践情况总结经验ꎬ分析城市

造新区智慧安全运行与应急平台ꎬ从风险监管、物资储

安全韧性的表征方法ꎬ提出了包含公共安全事件、城市

备、培训演练等方面开始规划部署一系列贯穿新区“ 规

承灾系统、安全韧性管理的城市安全韧性三角形模型ꎬ

划—建设—运行” 全过程的重点工程ꎮ

并通过该模型提炼出冗余性、多样性、多网络连通性、适

下一阶段ꎬ起步区将先期开发ꎬ尤其将先行规划建

应性、协同性、快速稳定性、恢复力、学习力等安全韧性

设起步区ꎬ起步区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将全面开展ꎬ新区

城市特征ꎬ结合雄安新区的现状与发展趋势ꎬ分析雄安

城市承灾系统各类要素数量将快速增加ꎬ起步区的功能

新区面临的主要风险和挑战ꎬ提出构建安全韧性雄安的

要求打造具备冗余性、多样性、适应性的多网络连通的

同阶段的安全韧性特征ꎬ并提出相关建议ꎬ为构建安全

定位是“ 重点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ꎬ在这个阶段ꎬ
基础设施系统ꎬ即基础设施种类合理、技术先进、抗灾冗
余、耦合强韧ꎬ以便为起步区建设提供全面保障ꎬ协同性

原则ꎬ分析雄安新区在 “ 规划—建设—运行” 全过程不
韧性雄安提供科学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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