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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洪水灾害的发生与演化具有典型的系统特征，该系统是受多因素影响的一个极其复杂的巨系

统，它的许多特性如有序化、突跳性、不可逆性、长期不可预测性以及模糊性、灰色特性等都是

传统的牛顿力学所不能描述的。然而，耗散结构、协同、突变论、混沌理论等非线性理论和复杂

性科学的出现，使得从总体上研究洪水灾害系统灾变的非线性动力学发生、演化过程及控制因素

成为可能。以耗散结构、协同、突变论、混沌理论为基础的非线性理论强调了系统发生、演化的

方向，非常恰当地拟合了洪水灾害系统演变过程的不可逆性。突变理论是一项成熟且发展完善的

奇点理论，是研究系统的状态随外界控制参数连续改变而发生不连续变化的数学理论，因此成为

研究灾变系统突跳特性的重要工具。在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研究中，人们认识到了突变理论的重

要意义，在一些灾种的系统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在洪水风险管理相关研究领域，该理论

的应用成果则相对较少，本报告通过深入文献检索与广泛的资料收集整理，并通过专家咨询，探

讨突变理论与洪水灾害的突变特性具有的重要的契合点，梳理现阶段自然灾害研究中突变理论应

用成果的主要特点，归纳凝练突变理论应用于洪水灾害风险评估和洪水灾害预警预报等方面的基

本思路,为我国在洪水灾害风险管理研究方面开拓新的研究方向,探讨突变理论在洪水灾害管理中

应用的主要方向和可能的发展趋势，特别是突变理论在洪水灾害及相关研究领域已经取得的主要

进展，探讨利用突变理论的基本思想建立洪水灾害预警预报模型和风险评价模型，并分析凝练突

变理论在洪水灾害风险评价等方面的应用价值和基本方向，增强我国洪水灾害预警预报能力和提

高洪水风险评价技术水平的新途径，为丰富洪水灾害管理理论增加新的线索。显然，对于提高洪

水风险管理的理论水平，增强洪水风险管理能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生产实用价值。 

1.1 洪水灾害系统的复杂性 

人们根据现代灾害事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将灾害定义为：由于自然变异、人为因素或自然变

异与人为因素相结合的原因所引发的对人类生命、财产和人类生存发展环境造成破坏损失的现象

或过程。以洪水灾害为例，人类所面临的洪水灾害各种各样，其成灾因子各有不同，既有自然因

素，也有人为因素及社会经济的影响，其过程十分复杂，是典型的复杂系统。洪灾不仅存在着多



因子、多系统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而且具有一些复杂且共同的基本特性：本质上的开放性和相

对封闭性共存；稳定与不稳定、平衡与不平衡、连续与不连续、线性与非线性、渐变与突变（灾

变）交替发生。洪水灾害系统具有多种时空尺度系统嵌套式的层次性；内因和外因的交互、耦合

作用以及共振作用等。 

灾害系统科学面对这种如此庞杂、多态、多变的复杂巨系统必然带来研究问题的极端复杂性：

一是涉及到众多学科的大交叉，如何从中找出客观存在的关键性基本规律就相当困难。既需要发

展一系列的新兴交叉学科，更迫切需要首先从方法论上寻求出路，以免陷于“瞎子摸象”和滑入不

确定性甚至不可知论的泥潭。二是过去由简单系统得到的一些定律、规则和方程，在解决此类复

杂系统问题时已面临很大困难，甚至显得无能为力。迄今仍然作为许多学科基础理论体系的牛顿

质点动力学在解决洪水风险管理这类问题时存在着两个根本性弱点：（1）不能描述不连续现象。

洪水灾害的发生与演变过程存在着大量的不连续，并且这种不连续往往是洪水灾害事件本身所具

有的固有特征。（2）牛顿质点力学基本方程中考虑的是力的作用，没有深入描述系统内部各个不

同因子的相互关系。因此，对于作为复杂巨系统的洪水灾害系统来说，仅仅依靠建立在牛顿质点

动力学基础上的理论体系，难以全面、客观、准确地进行描写，需要在牛顿质点动力学的基础上，

发展一种能够真实描写复杂系统尤其是其非线性突变过程的新型理论体系。 

1.2 洪水灾害系统的突变特性 

洪水灾害系统是由孕灾环境、承灾体、致灾因子共同组成具有复杂特性的地球表层变异系统，

灾情则是这个变异系统的直接表现形式，是孕灾环境、致灾因子、承灾体相互作用并发生突变的

结果。 

（1）孕灾环境：是由大气圈、岩石圈、水圈、物质文化圈所组成的综合地球表层环境，但

不是这些要素的简单叠加，而体现在地球表层过程中一系列具有耗散特性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

以及信息与价值流动的过程——响应关系。从广义角度看，孕灾环境的稳定程度是标定区域孕灾

环境的定量指标，这就是为什么要以全球变化、区域环境演变的研究才能够深入揭示灾害系统动

态以及动力机制的根本原理。地球表层之孕灾环境对灾害系统的复杂程度、强度、灾情程度以及

灾害系统的群聚与群发特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致灾因子：是指可能造成财产损失、人员伤

亡、资源与环境破坏、社会系统混乱等孕灾环境中的异交因子。根据目前的认识，史培军曾提出

了致灾因子的自组织体系把致灾因子系统划分为致灾因子亚系统、致灾因子类与灾种三级。（3）

承灾体：是指包括人类本身在内的物质文化环境，主要有农田、森林、草场、道路、居民点、城

镇、工厂等人类活动的财富集聚体。需要指出的是人类既是承灾体，同时又是致灾因子，如人为



灾害、环境灾害中的人为过度利用等。（4）灾情：是指在一定的孕灾环境和承灾体条件下，因灾

导致某个区域内、一定时期生命和财产损失的情况。灾情是孕灾环境、承灾体、致灾因子综合、

相互作用的产物，研究区域灾情是地科学研究灾害系统的重要内容。 

一场洪水是否致灾取决于多种因素影响，如山洪灾害的形成就与强降雨特性、流域地形地貌

及土壤含水量等基本要素有关，城市洪水灾害则与城市建筑物的布局、城市降雨分布与排水防涝

设施基本特性、城市洪水预警预报甚至城市应急响应能力等因素有关。因此洪水致灾过程是一个

典型的多要素组合的系统过程，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成为触发致灾的关键点，因此洪

水的致灾过程又是一个典型的系统概念。突变理论是关于奇点的理论，它直接处理一个系统的不

连续性而不联系任何特殊的内在物理机制，这就使它特别适用于像洪水灾害这种内在过程比较模

糊的系统特征的研究。如山洪灾害的预警阈值问题，洪水灾害的评价技术开发等，突变理论都有

较为广泛的应用前景。国内外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突变理论在解决自然灾害过程这种内在机理

不是十分清楚的研究领域的重要意义，陆续开展了一些实际应用研究，近些年已经发表了一些重

要成果。 

2 突变理论概述 

2.1 突变理论基本原理 

自然界中存在大量光滑的、连续不断变化的现象，这些现象都可以用微积分的方法来解决，

除此之外自然界中还有许多由于控制因素、环境条件等的渐变引发状态突然变化的不连续现象，

这种不连续性使得系统的行为空间变成不可微分的，如地震、桥梁的坍塌、水的突然沸腾、火山

爆发等，都是由开始的渐变、量变最终发展为突变、质变的过程，这种突变现象用微积分是无法

描述的，然而突变理论的出现使得上述问题得到了解决。突变理论的研究正是试图用数学方程的

思想描述这种过程，简单地来说，突变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就是一些事物从性状的一种形态突然

变化到根本不同的另一种形式的不连续变化，都包含着突然变化的瞬时过程。 

很早以前人们就利用数学方法研究突变现象:最早研究突变现象的是欧拉关于梁的屈曲理论，

突变理论的数学渊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法国杰出数学家庞加莱( Poincare )指出了在解常微

分方程时有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分别为动态稳定性、结构稳定性以及临界点集。但是由于庞加

莱的思想过于先进，超越了那个时代，人们理解不了了。1930年出现了莫斯(Morse )引理，对突

变理论的数学基础有着重要的贡献，莫斯引理逐渐成为突变理论的理论基础。在1955年，著名数

学家Whitney发表了一篇题为《曲面到平面的映射》的论文，论文介绍了有关光滑映射的奇异性



现象，奠定了新的数学理论基础并提出了折叠和尖点两种奇异性，对突变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很大

的推动力，奠定了初等突变理论的基石。后来，托姆(Thom)为了讨论系统结构的稳定性，引入横

截性概念来研究特殊的梯度系统，结果证明结构稳定系统是稠的，之后他又用这个概念对梯度系

统进行分类，逐渐形成了现在的突变理论。 

突变理论是托姆于20世纪70年代所创立的新兴的数学学科，被誉为“微积分以后数学上的一

次革命”。当时托姆比较早的认识到科学发展的新趋势，积极参与，并作出了巨大贡献。托姆对

纯数学有重要贡献，又很关心数学之外的“当代问题”。托姆所创立的突变理论虽然时间不长，但

突变理论给人们带来了新观点、新思想，引起了许多学科领域的广泛关注，众多学者展开了关于

突变理论的研究，将突变理论应用到科学应用中解决了许多难题，突变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

展。牛顿和莱布尼茨用微积分理论解释了所有自然界中渐变的和连续光滑的现象，而突变理论也

是试图用数学方程描述非连续的突变现象，研究系统从一种稳定状态突变到另一种稳定状态的现

象和规律。突变理论提供了一种研究不连续、跃迁和突变的普遍适应方法，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

关注，突变理论在数学家齐曼、阿诺尔德等人的丰富和完善下，在理论和实际应用研究方面都有

了全面的进展，关于突变理论的文章也日益增加。 

2.2 突变理论的发展 

数学家对解决自然界与社会现象中各种跳跃和不连续过程的数学理论和方法进行关注和研

究。1958年国际菲尔兹（Fields）数学奖获得者，法国巴黎高级科学院数学教授雷内•托姆（R•Thom）

博士，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于1968年发表了有关突变理论的论文。1972年又出版了《稳定性结

构与形态发生学》的名著，被称为突变理论的第一本名著，该书用拓扑学、奇点和稳定性的数学

理论来研究各种形态、结构的非连续性突变，系统的阐述了突变理论，为突变理论奠定基础，从

此突变理论诞生。以后十年英国数学家、英国瓦维克（Warwick）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皇家学

会会员齐曼（E.C.Leeman）教授等人从理论到世纪应用方面的改进和完善，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从美国的《纽约时报》到日本的通俗周刊杂志等都在介绍这个新兴的理论，有关突变理论的文献

与日俱增。由于“十年内乱”，对突变理论的着手较晚，从1978年才开始介绍突变理论，但也有所

应用。主张采用托姆的奇点理论和突变理论对微分对策中所产生的不连续性和奇异性进行分类及

研究，到目前为止，突变理论以从最初的数学、力学和物理等自然科学领域扩散到生物学、社会

科学和工程科学等相关领域。 



2.3 突变理论特点 

自然界中存在着一类可以由微分方程描述的运动及变化过程，利用微积分特别适合于连续而

光滑的变化规律。但微分方程所描述的仅仅是连续光滑变化的现象，即这些微分方程的解组必须

是可微分的函数，然而这些有规律、有很好性态的现象是很少的。相反，自然界与社会中充满了

突然变化和不容易预测的事件，而这需要不可微分的函数来描述。突变理论正是适应上述需要而

发展起来的，突变理论所要解决的是连续变化中的突变现象，因而必然与微分方程解的定性理论

有关，也与拓扑学特性有关。 

系统的发展趋势有三种基本形式:一是系统处于一种稳定结构;二是系统发生振荡或崩溃;三

是系统从一种稳态结构向另一种稳态结构演化。对于系统结构的这种稳定与不稳定演化现象，可

利用突变理论中势函数的极值特性来描述系统的稳定性。 

突变理论有效地将连续光滑的变化现象与突然的分散现象联系起来，以非常简洁优美的数学

方法(主要是拓扑方法)研究了上述两种变化在交界处的奇异性态，充分显示出突变理论的启发性

和预测性。 

2.4 突变理论研究对象及应用领域 

正是由于突变理论在处理不连续物理过程中不需要联系任何特殊的内在机制的特殊能力，特

别适用于内部作用过程复杂而无法直接描述的研究。突变理论就是研究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突

然变化的现象以及连续变化因素与状态突变变化之间的关系。突变理论与经典的分叉理论有些相

似，都是研究平衡点之间的相互转化问题，但分叉理论只是考虑单一参数的变化，而突变理论的

立足点比较高，它考虑的是多个参数共同变化时对平衡点附近分叉情况的影响。突变理论自创建

以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受到国内外科研人员的广泛重视，与其他学科结合和交叉中发展，在

很多学科领域都有应用，虽然突变理论的数学理论基础比较高深难以理解，但实际应用却不复杂，

解决了许多其它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突变理论主要有两种应用:一是直接运用用突变模型来研

究突变现象;二是运用突变极数法来探究多准则决策问题。 

2.5 初等突变基本模型 

突变理论的特点是根据一个系统的势函数将其临界点进行分类，研究各类临界点附近非连续

变化状态的特征，通常用表示系统全局性质的势函数v来研究，每一种突变都是由一个势函数决

定，系统的平衡曲面为满足势函数的一阶导数为零的所有点的集合，并且突变的过程可以通过相

应的平衡曲面来描述。在突变系统中有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状态变量表示系统的行为状态;控制

变量为影响系统状态发生改变的几类因素。托姆通过考虑不同参数和变量的作用情况，当控制变



量个数不超过四个，状态变量的数目不超过二个时，最多有七种突变形式即七种初等突变，分别

为:尖点突变、折叠突变、燕尾突变、双曲脐点突变、蝴蝶突变、椭圆脐点突变以及抛物脐点突

变。见表2-1所示。 

表 2-1 基本突变势函数类型 

突变模型 

控制变量维

数 

状态变量

维数 

势函数 

折叠突变 1 1 Va(x)=x3+ax 

尖点突变 2 1 Vab(x)=x4+ax2+bx 

燕尾突变 3 1 Vabc(x)=x5+ax3+bx2+cx 

蝴蝶突变 4 1 Vabcd(x)=x6+ax4+bx3+cx2+dx 

双曲脐点突变 3 2 Vabc(x,y)=x3+y3+axy+bx+cy 

椭圆脐点突变 3 2 Vabc(x,y)=x3-xy2+a(x2+y2)+bx+cy 

抛物脐点突变 4 2 Vabcd(x,y)=x2y+y4+ax2+by2+cx+dy 

从势函数出发，可以求得平衡曲面M，奇点集S，分歧集B. 

2.6 突变理论评价方法 

变评价法是基于突变理论的多准则评价方法，是在突变理论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综合

评价方法，该方法汲取了现有的层次分析法、效应函数法和模糊评价法的优点，通过对分歧集的

归一化处理，得到一种突变隶属度函数在使用这种方法时无需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只需分清各

评价指标的主次关系即可。 

常见的几种分歧集分解式如下 

尖点突变: 

 a=-6x2,b=8x3                                                       公式（2.1） 

燕尾突变: 

a=-6x2,b=8x3,c=-3x4                                                  公式（2.2） 

蝴蝶突变: 

a = -10x2, b = 20x3, c = -15x4, d = 4x5                                    公式（2.3） 

突变理论的多准则评价方法的步骤一般包括:评价指标的确定、突变模型的选取、归一化运

算和综合评价分析。 



（1）评价指标的确定 

评价指标确定合理与否直接影响整个模型评价结果的优劣。在选取评价指标时一般都要遵循

科学性、系统性、相对独立性、可操作性等原则。由于在突变理论中控制变量的数目一般不超过

4个，在评价体系中对于某些层的分支中的评价指标多于4个时，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筛选，选取对

整个评价模型影响比较大的指标。以建立符合突变理论的综合评价体系。 

（2）突变模型的选取 

在评价体系中，根据每一层分支的控制变量的数量和状态变量的数量进行突变模型的选取，

如经常使用的尖点突变、燕尾突变和蝴蝶突变。 

（3）归一化运算 

归一化运算是利用突变理论进行综合分析评判的基本运算公式，该公式将系统内各控制变量

不同的质态转化为可比较的同一种质态。通过对突变模型的分歧集进行归一化处理，可以得到突

变模型的归一化公式。常用的三种归一化公式如下: 

尖点突变: 

3
1

2
1

, bxax ba                                                        公式（2.4） 

燕尾突变: 

4
1

3
1

2
1

,, cxbxax cba                                                 公式（2.5） 

蝴蝶突变: 

5
1

4
1

3
1

2
1

,,, dxcxbxax dcba                                         公式（2.6） 

上述公式中，x为状态变量；a,b,c,d为控制变量，其重要性逐渐降低。经过归一化处理，状

态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取值范围均在0~1之间，称其为突变模糊隶属度函数，是突变多准则评价方

法的核心。0~1之间的数可取为概率、效用函数、模糊隶属度函数等。在评价体系中，由于各指

标数值单位及数量级数不一致，因此无法进行比较。在使用归一化运算之前，应该首先对各控制

变量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将原始数据转化到0~1之间的数值。其转化公式有两种，一种是用于指

标越大越好:(xi-xmin)/(xmax-xmin);另一种是用于指标越小越好:(xmax-xi)/(xmax-xmin)。 

（4）综合评价分析 

在评价体系中，由于评价指标众多，我们可以将各种因素划分为多层次的树状指标体系。通

过对底层控制指标的无量纲处理，得到可以进行比较的0~1范围内的数值，再利用归一化运算得

出底层指标的突变模糊隶属度函数，再利用底层结果逐一对其上层突变模糊隶属度函数进行计算，



无需赋值。经过一系列的运算，最终可以得到目标的评价结果。 

在使用突变理论进行评价决策时，根据问题的性质不同，可采用3种不同的准则。第一，非

互补准则:一个系统的诸控制变量之间，其作用可互相代替，即不可相互弥补时，按“大中取小”

的原则;第二，互补准则:诸控制变量之间可相互弥补其不足时，通常按其均值取用;第三，过域互

补准则:诸控制变量必须达到某一阈值后才能互补。 

3 突变理论应用研究进展 

突变理论是突变现象的一个数学模型，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研究自然界和社会领域内的不连

续变化的突变现象；说明现实事物，并对事物未来的突变进行预测，控制突变的发生。突变的应

用虽是初步，但范围广泛，涉及到生物学、医学、物理学、化学、心理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

和人文科学等等，借助突变理论不仅能加深数学、物理学、化学、工程技术等学科中已有定理或

定律的认识，且已获得了一些新的成果；特别是在生物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许多现象很

难用其他的数学方法处理，却可以应用突变理论解决传统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凌复华[1-4]教授翻译了突变理论，国内学者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

突变理论在处理自然界各种突变现象方面的特殊功能，突变理论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初步成

果。 

3.1 洪水风险评估的突变理论应用 

几千年来，洪水灾害一直是威胁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心腹大患，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发

展等特殊条件，存在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洪水灾害，表现出范围广，频率高，突发性强和损失

大的明显特征，这些防洪特征决定了我国防洪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经过治理，虽然洪灾面积

减少，但是国家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导致单位面积的财富和人口数量增加使得洪水灾害损失仍呈

增长的趋势，防洪减灾成为本世纪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研究课题。通过洪水风险评估，增强人们对

洪水风险的认识，极大提高各种防洪减灾工程与非工程措施的适应性是防洪减灾领域十分重要的

工作。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们对洪水灾害认识的深入，洪灾风险的研究从单一风险转向综合风险，

是防洪减灾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由于防洪减灾系统一般有空间位置不同或功能结构不同

的子系统组成，当防洪减灾系统中某个子系统或某地区发生变化，将会影响整个体系的综合风险，

甚至导致风险的空间转移或时间上的提前与延迟，从而增加洪灾的危险性，加重灾害程度。因此，

全面分析多个不确定性因子，综合考虑工程技术-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风险因素，对洪灾



的综合风险进行研究分析，将会大大提高防洪减灾的效率，可以实现防洪系统的良性循环和持续

发展，具有深远的科学理论意义和广泛的社会经济价值。 

就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而言，洪灾综合风险管理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

法上，前人研究很少，属于国际防洪科学研究的前沿课题， 2004年武汉大学李继清[42]在博士论

文中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并评述了洪灾风险并将其分为六类风险，包括洪水风险、

防洪工程风险、防洪投资风险、洪泛区风险、洪水生态风险和防洪决策风险以及综合风险两大方

面风险管理方法的研究现状。 

突变理论在洪水风险评估方面的应用并不是很多，李继清等[42-43]曾尝试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

分析洪水灾害影响对象的社会属性，将洪水风险评价中的四个主要综合风险评估因子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环境破坏、潜在破坏等的基本组成特征．结合洪灾风险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短时

间内发生转变的特性，应用突变评价理论，汲取了层次分析法、效用函数法和模糊评价法的长处，

给出了考虑风险可接受水平的洪灾综合风险社会评估的突变评价方法，建立了长江流域的评价指

标体系，利用该体系确定各层突变模型，计算出各子指标的风险突变级数[44-46]及评价结果。图3-1

为洪灾综合风险社会评估指标体系图。 

 

图3-1 洪灾综合风险社会评估指标体系图 



从图3-1所示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可以看出，对洪灾综合风险的社会评价指标进行分解的过

程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上一层指标比较抽象，对其进行分解成具体指标，直至分解到可

以直接计算的指标。通过对分歧集的归一化处理，得到一种突变模糊隶属度函数。由于该评价模

型对个指标的确定和量化，是根据各指标在归一公式本身中的作用机理进行的，因而相对地减小

了主观性，使决策或评价更趋于实际，且相对其他方法来说，突变评价方法计算简便快捷，结果

准确，适用简便。论证了运用突变理论进行洪灾综合风险社会评价的合理性。为推动洪灾综合风

险管理理论的发展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路，突破了当前洪水灾害评价工作中的难点和关键。但作

者所采用的评价指标体系明显忽略了洪水风险的风险源因素－洪水危险性特征值的指标，显然，

这是一种灾后损失评估结果，与一般的洪水风险区划所关心的灾前评估、应急处置所关心的灾中

评估等有较大区别，由此得到的评价结果只是一种相对水平的灾害损失等级划分，还不能完全满

足防洪减灾生产实践实际需求。即使是作者所采用的一整套社会经济指标体系中的合理性也有值

得商榷之处，如将伤亡风险分解为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的做法似欠妥当，而在第三层指标体系中

将受灾面积，房屋倒塌等因子归入伤亡风险也似乎不妥。对于洪水风险问题，牵涉到危险因子这

个外部作用条件和风险对象两个主要方面，如果仅仅采用洪水灾害后果的各个参数，显然不能综

合反映洪水风险特征的全部，因此评价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从洪水管理的角度看，不

考虑洪水危险性因子，得到的结论也只是灾害特征的局部反映，并不能作为洪水综合风险等级划

分的依据。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苏超[61]等人基于突变理论，利用初始模糊隶属函数和突变级数，

将突变理论与模糊分析结合起来建立城市防洪体系评价模型，对柳州市的城市防洪体系进行评价

研究。作者的工作是把城市防洪体系评价指标归纳为经济指标、工程效益、技术指标三大类，进

一步将这三大类指标分解为选取水利投入占GDP 比重、防汛岁修投资占GDP 比重、水库总防洪

库容/年径流量、堤防达标率、大专以上科研人员比例、堤防保护人口比例、堤防保护耕地面积

比例、防汛指挥系统覆盖率等8 个指标，根据归一公式进行计算，实现了城市防洪体系安全评价。

通过模型评价结果分析，得出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防洪体系的发展水平和今后一个时期应该

进一步完善和需要加强的主要方面，评价结果基本合理，为我国城市防洪体系的系统评价提供了

新的途径。从评价因子的选取内容可以看出，作者所作的工作属于一个系统工作状态的评价，虽

不属于风险评价的范畴，但利用突变理论开展防洪体系进行综合评价的思路是防洪减灾工程体系

建设的合理评估仍然是一个重要进展。 

传统的洪水风险评价研究对于多因子问题的处理有相当难度，这也是近些年来人们所关注的



技术瓶颈问题，突变理论在综合风险评价问题上解决了以往不能全方位关注洪水风险相关各个方

面的作用，研究成果可以为防洪减灾提供更科学、完整的决策依据。 

3.2 堤防安全评估的突变理论应用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抵御洪水和保障两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基本设施

和最后屏障，堤防安全是事关防洪大局的重大问题，做好堤防安全评价是堤防加固设计前期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加固后堤防工程安全运行管理的重要依据。我国目前进行堤防安全评价工

作的方法很多，如层次分析法、事故树法等，但采用这些方法所依据的的理论体系并不完善。由

于堤防安全与许多因素相关，如何合理选取评价指标并确定其权重十分困难，大多数情况下依赖

于评价工作者的主观认识和经验判断，具有很大的任意性。2011年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刘

亚莲[57]最早将突变评价法应用与堤防工程安全性评价中，根据突变评价原理和堤防工程安全机

制构建了堤防工程安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图3-2，参照大坝安全评价标准，结合堤防工程特点，

建立了堤防工程安全等级划分标准，利用突变评价的归一公式计算了北江大堤石角堤段设计洪水

情况的安全评价指标值，为堤防工程安全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也是堤防安全评价和安全管理的一

种新途径。 

 

图3-2 堤防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在堤防工程安全评价中，利用突变评价法对堤防安全性进行综合评价是一种新的尝试，在底

层指标的评分、层次的分解、正向、逆向指标的处理、同层指标间重要性的排序以及各指标的互

补与非互补关系等方面，需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3.3 泥石流灾害评估的突变理论应用 

泥石流是发生于山区极其普遍的自然灾害。泥石流活动范围广、数量多，为世界性的地质灾

害，受到全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我国是多山的国家，因此泥石流活动频繁、受灾严重，



尤其是地震影响范围内泥石流发生频率更高。因此泥石流的风险评价与防治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学

术意义和实际价值。 

2013年吉林大学徐黎明在他的博士论文中[58]运用突变理论对乌东德水电站近坝区泥石流的

风险评价和防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作者选取泥石流发生频率；流域面积；主沟长度；流域最大

相对高差；流域切割密度；松散固体物质储量；泥砂补给段长度比；日最大降雨量；流域内人口

密度；植被覆盖率等10个指标构建泥石流灾害评估的突变模型如下图，采用突变级数综合评价法

计算乌东德近坝区泥石流危险度和危害度，进而进行近坝泥石流的风险评价。 

表 3-1 泥石流灾害风险评估指标 

 

从作者的工作成果看，在泥石流灾害评估方面至少还有如下一些问题尚未解决： 

1.应用突变级数综合评价法进行泥石流风险评价过程中，根据计算得到的最终的突变级数确

定评价等级是一重要步骤，关系到最终的评价结果。目前，各评价等级之间尚无标准的突变级数

闽值。徐黎明采取的方法是由单指标等级划分的标准闽值计算各评价等级之间的突变级数闽值，

通过与现场调查结果进行对比，评价结果基本合理，但还需要更多的工程实例验证。 

2.通过分析泥石流突变起动模型确定了泥石流防治措施，但是对于泥石流的突变模型的分析

仅为定性分析，对于泥石流突变模型的定量分析以及通过定量分析确定泥石流防治措施并检验泥

石流防治效果还需进一步研究探索。 

3.4 蓄滞洪区洪水风险评估的突变理论应用 

在蓄滞洪区洪灾风险评价方面，2010年天津农学院李绍飞[47]等人以突变理论为基础，从系



统论的观点构建蓄滞洪区洪灾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图3-3），利用初始模糊隶属函数和归一公式对

其进行量化递归运算，得到蓄滞洪区内不同地点的洪灾风险的总的突变隶属函数值，为洪灾风险

评价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天津市引滦工程尔王庄管理处刘春艳[48]等人基于突变理论基本原理，

构建了突变理论洪灾风险评价模型后将突变模型应用到大黄浦洼36 个评价单元的洪灾风险评价

中，得出各评价单元洪灾风险等级，为洪灾风险评价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 

 

图3-3 蓄滞洪区洪水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3.5 水利科技其他行业的突变理论应用 

地下水的开发不仅仅关系水资源利用效益的问题，也存在环境影响、水质变异等风险问题，

吉林大学冶雪艳[49]等人从影响地下水开发利用的各类因素入手，构建了地下水开发风险评价指

标体系，根据地下水开发利用过程中出现的突变现象以及地下水环境的特点，认为采用突变理论

对地下水开发风险进行评价是可行的，并对黄河下游13个沿黄地区地下水开发风险进行了评价，

为地下水资源评价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同年，天津农学院李绍飞[50]等利用突变理论的基本原

理，根据海河流域地下水环境特征及几十年的演变过程，提出了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并将其应用到流域内的五个典型区域的评价中，为区域地下水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提供了新的方

法;2008年天津大学冯平[51]等人针对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价涉及范围广、影响因子多的特点，建立

了基于突变理论的地下水环境风险评价模型，为区域地下水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提供了新的途径。

2010年西安理工大学王天平[52]等人将突变理论应用于矿井疏干水评价中，在扩展了突变理论应

用领域的同时，为预防疏干水开发利用中的风险提供了可靠保障。在水利工程风险评估方面，1991



年华中师范大学宋强[53]等人分析了突变理论及其在水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应用，论证了利

用突变理论解决因子预测的可行性;1997年水力发电工程学院施玉群[54]在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

的基础上，用突变评价法确定施工截流标准，为施工截流标准的优选寻求出一种新的方法；1998

年武汉水利电力大学何金平[55]基于突变理论，对水电站环境影响综合评价及建设方案问题进行

探讨。结果表明利用突变理论环境影响综合评价方法对水电站建设方案进行优选是合理的；2004

年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杨旭[56]应用突变理论对基坑失稳的过程进行了探讨，旨在从

理论上弄清其突变条件，并确定失稳点临界位移值。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汤洁[62]对1998年

霍林河流域进行了尖点突变模拟和洪水后水环境突变态分区，对合理开发该区的水、土、生物资

源，预防洪水灾害有重要意义，并为研究洪水对环境的突变影响提供了一种新模式。2003年长江

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周绍江[63]介绍了突变理论的突变多准则评价法，并在环境影响评价中做初步

应用探讨；2009年大连理工大学王文俊[64-65]在硕士学位论文中以突变理论的多准则评价方法，选

取水体富营养化灾害性评价指标、难降解有机污染物灾害性评价指标、重金属污染物灾害性三个

评价指标。评价了1998年至2007年营口近岸海域海区的环境灾害性风险；2013年吉林大学张端梅

[66]在博士学位论文中采用突变理论对3个灌区分别进行了地下水环境风险综合评价，并采用灵敏

度分析法验证了灌区地下水环境风险指标体系建立的合理性； 

在自然灾害复杂性分析方面，2003年广西气象中心罗莹[59]根据影响旱涝灾害的因素较多的

特点，研究了预报因子与预报量之间的复杂非线性关系，采用门限回归方法针对突变、分叉等非

线性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利用分段线性处理的技术进行预报建模，是提高灾害预报能力的重要

途径；2006年重庆交通大学刘文方[60]硕士学位论文借用突变理论探讨了自然灾害灾变过程中的

复杂特性，寻求自然灾害灾变过程的规律，进而为防灾减灾及断链减灾机制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在水资源优化配置及安全阈值研究方面，王霭景在他的[67]硕士学位论文中利用水资源系统

的特性选取了城市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协同度作为状态变量，水量综合指标和水质综合指标作为控

制变量，进行了尖点突变模型的构建和拟合，并指明了水资源安全闭值判定的方法。同年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杜朝阳[68]等人将突变理论引入到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评价中，对西

部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进行评价，为西部大开发过程水资源合理有效利用和管理提供风险决策参

考依照。2014年华中农业大学胡源[69]采用突变级数法的研究方法对于区域耕地资源安全进行评

价，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弥补现有的方法忽略动态系统潜在的突变性和掩饰单一指标极值情况的缺

陷。2014年山东大学王迪迪[70]利用突变理论对回灌保泉方案进行安全评价，并把结果与模糊综

合评价结果进行比较，使最终评价结果更科学、准确。 



此外，2003年武汉大学熊立华[72]等人建立了用于时间序列变点分析的贝叶斯数学模型，以

此来研究随机水文时间序列均值的突变；同年四川大学水电学院王文圣[73]等人利用小波变换时

频局部化功能，将水文序列的频率特征在时间域上展现出来，清晰地给出了各种周期的强弱和分

布情况以及突变点，分析出其主要周期；福建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陈国灿[74]应用突变理论建立

两端铰支的梁柱稳定的尖点突变模型。借助数学方法，分析了梁柱失稳过程中平衡的特性。昆明

理工大学董坤烽[75]在硕士学位论文中探讨利用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越来越引起重视的小波分析、

突变理论等软计算方法分析变形观测数据，既丰富发展了监测理论，又解决了常规模型非线性映

射能力不强、受模型因子选择和相关性影响较大的缺点。 

3.6 突变理论在其他领域的应用简述 

突变理论自它的形成和初步发展完善就得到了广大科学工作者的广泛关注，虽然该理论的提

出与发展历史并不长，但它在应用科学领域的应用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极大的促进了各科学领

域的理论体系发展和实际生产应用的科技进步，虽然这些非水利学科的突变理论应用成果与我们

的联系并不是很大，但他们用以解决问题的思路仍然值得借鉴，因此，本报告中就有关文献中典

型应用成果简单回顾，对于我们全面了解突变理论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有益的。 

在地质力学方面，中国科学院的孙强[7]等人建立了斜坡系统的燕尾突变模型，发现斜坡失稳

与刚度比具有极大关联性。姜永东[8]利用突变理论建立了完善的边坡失稳燕尾突变模型，论证了

应用突变理论研究边坡失稳现象的可行性。在生态学方面，浙江大学苏世亮[9]利用突变理论建立

流域生态系统复合指标模型，并借助地理权重回归方法分析流域生态系统影响城市化的空间机制。

魏雪莲[10]将燕尾突变模型应用在生态学中研究由于作物状况、气象因素及天敌变化而引起的害

虫种群数量的变化，说明了害虫种群数量发生突变的条件和机理，为实际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胡晓婷[11]提出了将突变理论与神经网络和模糊数学相结合，将复杂的网络

系统行为用突变理论进行了预测研究。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戚增坤[12]将突变理论与控制相结合，

对鱼雷在水面航行时受波浪扰动的情况下的纵向运动进行了分析，讨论了鱼雷可能发生突变的情

况。北京航空航天的唐铁桥[13]给出一个算例表明了此方法预测的效果更符合现实。西南交通大

学的雷兵[14]利用燕尾突变模型建立了热烟气层轰燃模型，研究了客运车辆火灾的控制变量和工

况条件之间的关系，并用突变分叉集验证与实测的数值比较吻合。后勤工程学院基础部吴松林[15]

利用随机突变理论，对油气爆炸的突变模型进行了初步研究，说明了建立统计突变模型的可行性。

最后指出了突变理论用于火灾科学的未来研究方向。在物理学方面，武汉设计院的陈亮[16]应用

突变理论建立了Eider压杆问题的能量表达式，并对此模型进行稳定性分析，得出了系统全部的



分叉集与突变流形。地下工程系李荣强[17]从突变理论入手，建立了顺层边坡的尖角型突变模型，

并推导出边坡系统的总势能表达式以及这类边坡失稳的临界条件。验证了临界条件的实用性。成

都理工学院石油系施泽进[18]建立了断层运动过程中的势函数，通过对平衡曲面方程的Taylor级数

展开，求取其标准形式，结合Thom的尖点突变，讨论了再不同情况下断层的活动方式。西安科

技大学王玉涛[19]运用突变理论对浅埋采空区的煤柱-顶板力学模型进行了稳定性分析，得出了系

统失稳的突变机制，给出了浅埋采空区煤柱-顶板系统失稳的充要条件。对浅埋煤层采空区进行

覆岩稳定性分析和评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昆明理工大学杜俊[20]分析研究了层状边坡滑移弯

曲破坏的受力机制，采用系统科学中的突变理论建立了层状岩板结构系统的尖点突变模型，再现

了作用力渐变导致边坡系统状态突变的灾变过程。在矿业方面，中国矿业大学高峰[21]研究了尖

点突变模型在煤矿底板突水预测和深部巷道围岩失稳突变分析中的应用。极大地提高解决非线形

问题的能力。刘军为突变理论在采矿工程中的广泛应用开辟广阔的前景[22]。中国矿业大学岩层

控制中心王连国[23]引用突变理论建立煤层底板突水的一个尖点突变模型，对煤层底板失稳破坏

发生突水的机理进行了分析。验证了用突变理论进行煤层底板突水预测是较准确的。湖南科技大

学能源与安全工程学院谷新建[24]应用突变理论，建立冒落型矿震及其影响因素的力学模型和能

量释放表达式，较好地分析和研究了矿山采空区顶板冒落型地震机理，这对完善矿震理论和实现

矿山防震减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昆明理工大学周晓超[25]从地下矿山顶板-矿柱系统的非线性

出发，运用协同理念，应用突变理论建立了顶板一矿柱系统协同作用的尖点突变模型，推导出系

统失稳的充分必要条件。在社会科学方面，浙江大学詹伟[26]根据实测数据研究了隧道群路段交

通流的突变特征，利用突变模型分析得到了临界密度，量化了隧道群路段车流阻塞预警值，当实

际监测的车流密度接近或达到临界密度时，公路管理部门就应采取相应的预警措施，保证该路段

的畅通。大连海事大学李俊英[27]利用突变理论的多准则评价方法，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对该水

域航路的服务水平进行评价，最终得出该水域航路的服务水平处于第三等级，并分析出导致该结

果的主要影响因素，以便进行合理的改善。西南交通大学刘文辉[28]通过重新认识和分析现行的

脱轨评判标准，借助突变理论的思想对车辆脱轨进行研究，验证了用突变理论指导车辆安全运行

是有效的评判方法。在经济决策方面，山东财经大学刘丽[29]运用突变理论建立突变级数法对商

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进行评价研究，不仅对丰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评价的研究范式和方法有重要的

理论价值，而且对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在电力方面，华北电力大学宋雪梅[31]运用突变理论建立了电网工程项目风险评估体系，

验证了突变理论用于电网工程项目风险评估的合理性；谌军[32]提出了基于突变理论的变压器评



估模型，建立了一个基于尖点突变的油浸式变压器过热故障预测模型，证实了模型的可行性；冷

媛[33]运用突变理论相关原理求解了电力市场系统的势函数，通过实证分析展示了电力市场状态

识别的过程。令文君[34]应用突变理论模型评价法综合评价风机制造企业生态位态和势的状态值。

针对生态位评价结果，分析了风机制造企业的生态位状况，并提出提升我国风机制造企业生态位

状况的策略及建议。 

在国外，有关突变理论的应用成果不多，日本Osaka大学的It0[35]发现一个现象，在变切场中

液体水滴的破裂过程是不连续的，而且这个过程满足突变理论中尖点突变所具备的特征。Marco[36]

分析研究了两自由度弯曲枢轴平面系统的突变，并对突变进行分析得到系统稳定的平衡点组成的

曲面。美国的Ajjarapu[37]利用初等突变理论对电压系统的稳定性进行了分析，之后Feraidoonian[38]

通过借助突变模型研究了多机器电力系统的暂态稳定性问题，得到了系统暂态稳定和不稳定突变

流形的边界。Ranjan[39]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分析了两种典型的计算机网络模型，借助突变理论的思

想讨论了由倍周期分叉所引起的突变现象。加拿大的HallF.L[40]用突变模型进行速度预测，研究

发现突变理论模型相比于其他的模型有着明显的优势，在应用方面很实用。哥本哈根大学的

Kuijper.A[41]将突变理论用于医学图像分析，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 突变理论在洪水管理方面应用前景展望 

从已有研究成果看，由于其在处理复杂多因子系统突变方面的突出特点，突变理论应用于自

然灾害事件的风险评估具有广阔的前景，在进一步开拓灾害预警方法领域也具有独特的优势。自

然灾害事件形成灾害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复杂影响，具有大量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目前还

不大可能通过现有技术手段进行定量的描述，有些问题即使是定性描述都存在一定困难，形成一

种定量的评估方法存在很大的技术限制，突变理论在水利行业已开始得到初步应用，并且在洪水

风险、堤防安全工程、泥石流灾害等方面都有了一些开拓性研究，因此，在前人工作基础上，结

合我国目前洪水管理的重大战略需求开展突变理论在洪水管理方面的应用研究有望取得突破进

展。 

将突变理论应用于洪水管理相关研究的关键点和技术难点是洪水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合理

确定及数据处理。洪水风险是孕灾环境、致灾因子和承灾体综合作用的产物，三者的相互作用决

定了灾情程度的大小。综合评价洪水风险的指标体系是由孕灾环境危险指标、致灾因子危险指标

和承灾体脆弱性指标三大部分组成。致灾因子危险指标是指诱发洪水灾害的外部因素的危险程度，

洪水灾害发生的频次体现了洪涝灾害的频发程度，通常灾次越多危险性越大。人口和社会财产越



密集的区域，洪水灾害的危险性也就越大。研究区域内的人口和财产的集中程度，这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反映遭遇洪水灾害时的潜在损失程度。因此，用综合城市化水平作为承灾体脆弱指数，来

表征洪水风险对象也就是承灾体的脆弱性；而孕灾环境是洪涝灾害发生的背景，城市水灾孕灾环

境通常可以划分为天气因素和下垫面因素两部分。其中天气因素主要是指暴雨，可以选用多年平

均单位时间最大暴雨强度的统计参数和一定时间段的累积降雨量等构成暴雨危险指数。下垫面因

子相对复杂，也是洪水风险评价基本因子之一，一般由地形、河网、湖泊(包括水库)和防洪设施

等组成。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形成城市洪水灾害孕灾环境的特性。其中，地形对洪水起着关键性的

作用。承灾体脆弱指数危险性系数越高，其受洪水的危险程度就越大。由此，孕灾环境危险指数

即为暴雨危险指数与下垫面危险指数的算术平均值。通过对这些因子的全面分析，建立各种不同

类型洪水风险评价的指标体系，采用突变理论及相应的计算分析方法建立不同类型洪水风险评价

模型有望取得重大进展。 

对于城市洪水风险评价，可以通过城市洪水灾害发生的频次和洪水量级等指标来反映城市洪

涝灾害的危险性；通过城市单位面积人口数量和社会财产集中量来反映洪水风险的暴露度；通过

典型城市排水防涝系统的能力、建筑物类型及耐水性和主要城市特征指标如交通、车辆等系统的

抗灾能力以及公众的风险意识反映城市洪水风险的脆弱性，通过系统研究这些指标的表现形式，

可以构建一整套完整的城市洪水风险指标体系，因此为基础建立突变理论分析工具建立城市洪水

风险综合评价模型。 

山洪灾害是山区常见的自然灾害现象，其发生、发展与山区地质构造、地层岩性、地震活动、

暴雨分布关系密切。我国山洪灾害遍及25个省、市、自治区的广大山区，在活动强度、暴发规模、

经济损失、人员伤亡等方面均居世界前列，常常毁坏和淤埋山区城镇，威胁村寨和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冲毁和破坏山区交通线路和桥涵，破坏水利水电工程和通讯设施，淹没农田，堵塞江河，

淤高河床，污染环境，危及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造成的损失每年约100亿~200亿元人民币，

成为我国山区经济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自然灾害种类之一。 

面临山洪灾害每年都造成一定人员伤亡和大量财产损失的严峻形势，我们需要通过灾情调查

和评估工作，分析山洪灾害的损失规律，为国家制定减灾决策和措施提供依据。在灾害发生前，

根据区域环境背景条件，结合历史记载资料，评估潜在灾点成灾的可能性，编制灾点危险度评价

图；评估区域的危险性，编制区域危险度区划图；结合地方经济发展情况，预估灾点和区域的易

损性，编制灾点易损度分布图和区域易损度分区图；综合考虑灾点和区域的危险度和易损度，确

定灾点和区域的风险度，编制灾点和区域的风险度评价图，为政府部门防灾和减灾提供决策依据，



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在灾害发生后的发展过程中，采用一种快速评估方法对灾害的发展

趋势进行评估有助于开展积极的应急响应措施，减少灾害损失；而在灾后通过灾害损失评价则有

利于我们修订山区小流域防洪减灾规划，提高防灾减灾措施的针对性，有助于我们采取适当的工

程与非工程措施高效减灾。因此，对于山洪灾害风险评价问题，可以从洪水风险概念出发，通过

选择与山洪灾害发生的基本要素相关联的重要因子建立指标体系，构建山洪灾害风险评价的突变

模型，形成一套基于突变理论的山洪灾害风险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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