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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事件树和模糊理论的犌犐犛
动态地质灾害评估

胡圣武１　王育红１

１　河南理工大学测绘学院，河南 焦作，４５４０００

摘　要：我国目前对地质灾害评估的研究主要是基于静态的，而实际上地质灾害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应进

行动态地质灾害评估的研究。首次探讨用事件树分析和模糊多层次综合评判结合ＧＩＳ，进行动态地质灾害评

估的研究，选择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浔中镇为实例，通过选用２０１２０８台风“苏拉”，０８０２：１５：００、０８０３：１０：００

与０８０３：２３：００等３个时刻的地质灾害情况，分别作出评价风险图，预测地质灾害的动态变化趋势，从而采取

相应的地质灾害防范的措施。其研究结果对地质灾害的防范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能减少一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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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在区域地质灾害风险评价中开展了大量

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现有地

质灾害风险评价主要是基于静态的，动态风险评

价还处于探索阶段，监测体系与预警系统还不够

完善［１３］。概括起来，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

题。

（１）地质灾害是一个动态的演化过程，随着

时间的推移以及影响因素的改变，地质灾害的状

态是发生变化的，然而目前的风险评价模型难以

反映地质灾害风险随时间的动态变化，无法满足

地质灾害应急与处置的需要。

（２）评价指标的选取不一，多数评价模型力

求各指标是相互独立的，尤其是缺少对指标属性

及各指标属性关联的标定，导致指标冗余，不具备

可操作性。

（３）承灾体数据由于调查成本过高，导致数

据缺乏，如果进行较大面积区域评价时以“点”扩

到“面”，将导致评价结果失真。

（４）失败的预警率高，监测预警模型的预警

对象是一个较大的区域范围，而山区通常有“一山

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现象，面域降雨量与地质

灾害点所在降雨量会有显著差异，同时地质条件

的差异，降雨的动态变化，因而准确预报的概率

低。

（５）常出现“监测不滑，滑未监测”现象，导致

了本该监测的没有监测和大量监测资源的浪

费［４］。

本文探讨用事件树分析和模糊多层次综合评

判并结合ＧＩＳ，进行动态地质灾害评估的研究，并

选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的浔中镇为实例进行动态

地质灾害评估的分析。

１　事件树分析法

１．１　事件树模型基本原理

事件树分析（ｅｖｅｎｔｔｒｅ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ＴＡ）是一

种逻辑演绎方法，由决策树分析发展而来［５］。它

由初始事件根据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进行初始事

件可能导致的各种后果进行分析。一般情况下，

事件的发生是由多种原因（后续事件）共同作用的

结果，而且这些后续事件是相互关联的，存在因果

关系。通过一步一步地分析各事件可能的后续事

件状态（成功、失败、正常、故障、安全、危险等），直

到系统故障或事故为止。最后形成水平放置的树

枝状图，故叫事件树。事件树分析法的步骤如下。

① 确定初始事件。初始事件是事件树在一

定条件下造成事故后果的最初原始事件。

② 找出与初始事件有关的环节事件。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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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是指出现在初始事件后的一系列可能造成事

故后果的其他原因事件。

③ 画事件树。

④ 说明分析结果。

１．２　承灾体状态变化事件树分析

承灾体状态包括人员状态与道路状态。人员

状态与道路状态可分为３类
［６］，如表１所示。

表１　承灾体状态类型

Ｔａｂ．１　Ｔｙｐｅ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ＢｏｄｙＳｔａｔｅ

承灾体类型 状态

人员 自然状态 警惕状态 转移状态

道路 自然状态 警示状态 封闭状态

图１　人员状态变化事件树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ＥｖｅｎｔＴｒｅｅ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ＳｔａｔｕｓＣｈａｎｇｅ

　　① 人员状态变化事件树

考虑降雨诱发滑坡灾害风险变化问题，降雨

为激发事件，可得到如图１所示人员状态变化事

件树，从图１可以清楚地看出降雨情况下可能发

生的事件。随着降雨的持续，降雨可能达到临界

值，岩土体可能出现宏观变形破坏迹象，即出现险

情。对于隐患点与非隐患点承灾体的状态是不同

的，隐患点一般具有应急预案，在险情达到一定程

度的时候，人员将采取相应的措施，转移、警惕等。

而非隐患点人员一般处于自然状态，具有较高的

易损性。

② 道路状态变化事件树分析

采用相同的方法进行道路状态变化事件树分

析，如图２所示。

４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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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道路状态变化事件树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ＥｖｅｎｔＴｒｅｅｏｆＳｔａｔｕｓＣｈａｎｇｅ

２　模糊综合评判的动态风险评价

影响地质灾害风险的因素是多层次与多方面

的，各因素对风险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风险级别

的划分以及各因素对应不同等级的界限是模糊

的。本文选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将实时更新的

降雨、险情、承灾体状态等因子以及其他静态因子

进行地质灾害动态风险评价。

２．１　模糊综合评判模型数学原理

模糊综合评判方法，是基于模糊变换原理与

评价模糊系统的一种综合评价方法。在处理难以

用精确数学方法进行描述的复杂系统问题时，表

现出了独特的优越性，所以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学

科领域［７８］。

① 模糊评语集的确定

将评判等级标准分为 “较低风险”、“中等风

险”，“较高风险”和“高风险”等４个等级，即评语

集为：犞 ＝｛ⅠⅡⅢⅣ｝＝｛较低风险 中等风险 较

高风险 高风险｝。

② 模糊评判标准的确立

从评价指标体系与模糊评语集出发，将定性

与定量化的指标按照统一量纲的原则，确定评判

标准。

③ 隶属函数的构造

在模糊综合评判中，隶属函数的建立是单因

素评判的关键环节，本文选取的评价指标中，即有

定性指标（离散型），如地层岩性、斜坡结构类型、

险情等，也有定量指标（连续型），如降雨量、人口

密度等。对于定性指标，首先划分出因子的风险

级别，赋予不同级别值，采用经验赋值的方法确定

隶属度。对于定量指标的隶属函数，采用梯形分

布函数来刻画［９１０］。

④ 模糊变换与综合评判

评判各因子由于各有侧重，需对各因子赋予

权重犠＝ 犪１ 犪２ … 犪｛ ｝狀 ，然后采用模糊综合

评判模型犅＝犠犻犚犻 进行一级模糊综合评判。然

后对评判结果作归一化处理，根据最大隶属原则

确定样本归属。本文为了将各因子对地质灾害动

态风险的影响程度都反映出来，故采用加权平均

模型犕 ，（ ）＋ 模糊算子进行模糊变换。其评价

流程如图３所示。

把用模糊综合评判的结果用于事件树分析，

确定出风险区划和采取措施。

３　实例分析

３．１　研究区特征

浔中镇隶属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管辖，位于

德化县南部，地理坐标：北纬２５°２６′～２５°３４′，东经

１１８°１１′～１１８°１８′之间，总面积５７．２０ｋｍ
２，为德

化县人民政府所在地。

浔中镇地质灾害主要类型有滑坡、崩塌、不稳

定斜坡等，此外还有众多的屋后潜在地质安全隐

患点，地质灾害点共有２７处，其中滑坡２６处，崩

塌１处，灾害点密度０．４７２处／ｋｍ２。

３．２　动态风险评价的ＧＩＳ建模实现

３．２．１　动态风险评价标准

评价因素主要考虑：坡度、坡向、表土层厚度、

坡形、降雨、人口密度、公路等。其他各因子等级

划分见表２。

５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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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评价流程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表２　浔中镇崩滑灾害动态风险评价标准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ｏｆ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ＸｕｎｚｈｏｎｇＴｏｗｎ

指标
分级

较低风险 中等风险 较高风险 高风险

表土层厚度／ｍ
＜１

＞６

１～２

５～６

２～３

４～５
３～４

坡向 ＮＷ，ＮＥ Ｓ，ＳＥ，ＳＷ Ｗ，Ｅ Ｎ

坡度／（°）
＜５°

＞５５°

５～１５°

４５～５５°

１５～２５°

３５～４５°
２５～３５°

斜坡结构类型 其他类型斜坡 反向坡 斜向坡 顺向坡

有效降雨量／ｍｍ ＜４０ ４０～６０ ６０～９０ ＞９０

小时雨强／ｍｍ ＜２ ２～４ ４～８ ＞８

险情 无险情 有险情

人员伤亡 无人员伤亡 人员受伤 人员死亡

道路毁坏 道路通行正常
道路部分破坏，

通行困难

道路堵塞或桥

梁毁坏，无法通行

人口密度 低 中 较高 高

人员状态 转移状态 警惕状态 自然状态

道路状态 封闭状态 警示状态 自然状态

道路等级 乡公路 县公路 省公路 国家公路

３．２．２　ＧＩＳ建模实现

１）试验区评价单元网格剖分

评价范围和工作比例尺：浔中镇面积为５７．２０

ｋｍ２，属于面评价。根据面评价的特点及该区地

质灾害分布特征及研究程度，选择１∶１万地形

图。

评价单元形式及大小：评价单元主要有地貌

形态单元，斜坡结构类型单元，行政区划和规则网

格单元，根据可操作性和简易性采用规则网格单

元划分。采用１０ｍｍ×１０ｍｍ的方格进行网格

化，依据基础图件为１∶１００００的地形图和工程

地质图，总共划分为５９６８个评价单元。

２）评价指标的栅格模型量化

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平台，对指标进行模型量

化，采用梯形隶属函数对定量指标进行隶属度计

算，对表土层厚度与坡度两个中间值最易发的指

标，采用“越大越优”或“越小越优”带入隶属度函

数进行运算。对于其他定量指标，如每小时雨强、

人口密度等，代入隶属度函数进行运算，分别得到

隶属度分布。对定性指标，如坡向、坡型、险情、承

灾体状态等指标直接采用经验对隶属度进行赋

值，在ＡｒｃＧＩＳ中采用编辑属性表的方式进行，得

到坡型隶属度分布。

３）０８０２：１５：００、０８０３：１０：００与０８０３：２３：

００风险评价结果图

根据上文事件树分析，进行降雨数据更新，危

险区域图更新，结合易损性区域图进行运算，得到

３个时刻的风险评价区划图（图４）。

６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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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３个时刻风险评价结果图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Ｍｏｍｅｎｔｓ

３．３　评价结果分析

３个时刻风险评价结果见表３所示，说明如

下。

１）０８０２：１５：００，没有高风险区域分布，除镇

中心东北部，乐陶村小面积为较高风险外，其他地

区为低风险中等风险区。主要由于０８０２：１５：００

降雨刚开始，除东南部乐陶村、凤洋村、后所村降

中雨，其他地区为小雨，风险等级较低。镇东北部

人口密集，灾害为较易发，风险为较高级。

２）０８０３：１０：００，风险分布如下。

① 高风险区

广泛分布在石山村、仙境村、石鼓村、龙翰村、

凤池、富东大部分地区、以及凤洋南部、蒲坂村周

边地区。主要由于这些地区地质灾害高易发，人

口较密集，省道Ｓ２０６和省道Ｓ２０３乐陶从此经过，

其中省道Ｓ２０６石鼓至石山段以及省道Ｓ２０３乐陶

段为风险最高。

② 较高风险区

主要分布在凤洋村、后所村、蒲坂村大部、石

山村、世科村、祖厝村南部以及龙翰村东南部与西

北部。主要由于地质灾害较易发，人口相对较集

中。

③ 中等风险区

中等风险区公布在凤洋村、石山村南部、县道

Ｘ３４６沿线。此地区在溪流域周边，坡度较缓，

地质灾害中等易发。

④ 低风险区

低风险区分布在祖厝村北部大部分地区，世

科村、后所村部分地区以及石鼓、后所两处隐患点

区。祖厝村北部大部分地区海拔较高，地质灾害

较不易发，风险较低。石鼓、后所两处隐患点为低

风险区。

３）０８０３：２３：００，风 险 分 布 区 域 大 体 与

０８０３：１５：００相同。主要分布在Ｓ２０６省道、Ｓ２０３

省道沿线和石山、仙境、石鼓、富东、后所等村庄以

及乐陶村地区。石鼓、后所两处隐患点以及龙翰

村９组滑坡区域为低风险。

３个时刻风险评价结果对比分析。

１）０８０２：１５：００，由于降雨等级较低，虽然人

员状态与道路状态为自然状态，具有较高的易损

性，然而危险性等级低，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小，

风险普遍偏低。

２）０８０３：１０：００，全镇范围降雨从０８０３：１５：

００的小雨转为暴雨，前期有效降雨达到临界值１，

风险普遍增高。根据应急预案，此时隐患点威胁

区域人员已经转移，威胁区域外围人员将处于警

惕状态。由于承灾对象不存在，因此，石鼓、后所

两处隐患点风险由高风险转为低风险。

３）０８０３：２３：００与０８０３：１０：００相比，高风

险区域面积扩大。虽然本时刻降雨已由暴雨转为

小雨，然后前期有效降雨量达到了临界值３，为最

高等级，地质灾害的发生具有滞后效应，此时危险

等级仍然很高，因此，风险等级与０８０３：１０：００相

近。此时石鼓、后所两处隐患点以及龙翰村滑坡

区域人员已经转移，虽具有高危险，但无承灾对

象，风险等级低。高风险区域面积扩大是由于龙

翰村９组发生滑坡灾害，与此滑坡相似地质环境

区域（图４紫色区域）为极易发区。其中高风险区

与极易发区重合区域（图中红色与紫色重合区域）

应为极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石鼓村、仙境村、浔

中村以及龙翰村。

３．４　动态风险管理

现就浔中镇地质灾害风险动态评价结果提出

以下风险管理建议。

（１）转移避让。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将隐患点

或威胁区域的人员进行转移避让。① 雨强达到８

７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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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３个时刻风险评价结果对比表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ａｂｌｅｏｆＴｈｒｅｅＴｉｍｅ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时间 特征
分级

高风险 较高风险 中等风险 低风险

０８０２：１５：００

单元数 ０ ４１ １９６０ ３９６６

面积／ｋｍ２ ０ ０．３９ １８．７９ ３８．０２

所占比率／％ ０ ０．７０ ３２．８４ ６６．４６

０８０３：１０：００

单元数 １４０１ ２３９６ １６７７ ４９２

面积／ｋｍ２ １３．４３ ２２．９７ １６．０８ １．８２

所占比率／％ ２３．４９ ４０．１５ ２８．１１ ８．２５

０８０３：２３：００

单元数 １５６７ ２１９１ ２０１８ １９０

面积／ｋｍ２ １５．０２ ２１．０１ １９．３５ １．８２

所占比率／％ ２６．２６ ３６．７３ ３３．８２ ３．１９

ｍｍ／ｈ或有效降雨量达９０ｍｍ时；② 斜坡出现裂

缝、隆起与沉陷、小型崩塌、冒浑水等险情时；③

发生灾情时。

（２）监测预警。具体措施如下：①对高风险区

域安排责任人进行险情巡查、监测、报警、速报。

② 对极高风险地区实行重点监测与加密监测。

③ 对处于高风险的重点区域（如学校、公路等）降

雨期间设立警示标志，警示或禁止人员与车辆通

行。

（３）应急准备。此时应将防灾重点放在高风

险区域，快速调度车辆、人员及物资，合理分配救

援力量以及救物质，提前做好应急准备。并根据

实时风险动态变化，进行方案调整。

４　结　语

本文运用事件树分析和模糊综合评判等理

论，通过ＧＩＳ建模的方式进行福建省德化县浔中

镇２０１２年第８号台风“苏拉”影响期间地质灾害

动态风险评价，包括网格划分、栅格模型量化、有

权叠加运算，得到３个时刻的地质灾害风险评价

结果，并进行了３个结果比较，提出动态风险管理

建议，验证了动态地质灾害风险评价模型的可行

性。

由于动态风险评价的复杂性，还有很多问题

需要解决，如隶属度的确定，数据的及时更新等。

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促进动态地质灾害风险

评价的大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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