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应急灾情获取与评估决策技术创新团队
一、 团队组成
以地震局地质所聂高众研究员作为带头人的“地震应急
灾情获取与评估决策技术创新团队”囊括中国地震局地质研
究所、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
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和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 6 家单位的共
16 位科研人员，其中包括均为正高级职称的带头人和骨干成
员 6 人，以及青年后备人才 10 人。该研究团队主要致力于
震后应急期不同阶段的灾情快速获取、灾情快速评估与指挥
决策支撑相关的科研与技术攻关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具有创
新性的理论、方法和模型，为地震应急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
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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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向
创新团队以面向震后不同时段的灾情快速获取技术、灾
情快速评估技术以及基于灾情的指挥决策支撑技术的研发
作为团队的主要研究方向，主要包括：
1）震后不同时段的灾情获取技术研究。包括震后 0-60
分钟内基于公用网络设施破坏、人口热力图等社会媒介信息
和基于专业台网监测数据的极重灾区和影响场判断技术、震
后 1-2 小时内基于灾区零星上报信息的影响场判断技术、震
后 2-24 小时内基于航拍影像的地震灾情获取技术、以及震
后 10-36 小时现场灾情快速获取与实时汇聚技术等。
2）高精度震害快速评估技术研究。包括基于年鉴等公开
数据源和“Internet+”的高精度人口、经济、建筑物基础数
据集的产生与更新技术，基于自然分区的符合现今建筑物现
状的区域建筑物易损性研究和建筑物破坏－人员伤亡关系
研究、基于各类建筑物比例关系和地震烈度的致死性模型构
建、重点危险区灾害损失预评估与震后 30 分钟-24 小时内动
态评估技术、地震地质灾害损失评估技术等。
3）基于灾情的应急处置方案动态生成技术研究。包括基
于地理本体的应急处置对策知识体系研究、地震应急需求分
析系列模型研究(包括：1 小时处置方案生成模型、救援目标
分析模型、救援队伍数量估算模型、交通线畅通度分析模型、
救灾物资需求量估算模型、救援指引分析模型等)、基于区域
应急特点的分区应急处置方案模板库研发，研制国家级、省
级、地市级应急处置决策平台等；基于社会文化特征的地震

灾害社会影响动态信息实时采集和分析系统研发。
三、取得的研究成果
研究团队多年来一直从事地震灾情获取和震后快速评
估与决策分析方面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理念，
并在一些具体领域取得了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与应用成果。
1）地震危险区灾害损失预评估方面
聂高众研究员于 2014 年首次提出了地震灾害损失预评
估（以下简称预评估）这一概念，是指在可能发生地震的年
度危险区或中长期重点监视防御区内，在平时即对各个区域
内的人口分布、房屋建筑现状和抗震能力、交通道路现状、
地形地貌特征、现有应急救援能力等进行实地调研，并在调
研的基础上，开展未来地震后可能造成的灾害场景和损失情
况的分析。同时，结合现场所见和与当地政府和地震部门的
调研交流，收集了解各地现有应急准备情况，分析该地未来
一旦发生地震可能出现的震害情况和应急重点，给出震后可
能需要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建议，和震前应采取的应急准备
措施建议。目前该工作已经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同时在
我国 2016、2017 和 2018 年的年度危险区全面展开。此外，
聂高众研究员正积极推进我国中东部地区的地市级、县级地
震灾害损失预评估工作，如江苏省盐城市、宿迁市，山西省
运城万荣县等县市已先期展开，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
2）基础数据集的研制
从过去的实际震后应急评估来看，基础数据不能反映震
区的真实情况，是造成评估不准确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分

析，2005 年－2015 年，我国各地的建筑物数据变化达到了
50-100%，人口流动也大幅度增加，而我们现有的基础数据都
是基于 2005 年的应急基础数据收集工作而获取的，已经无
法满足对现今地震进行高精度评估的需要。本团队研究基于
高精度遥感数据快速判读和实地抽查的相结合的方法，研制
基于居民点房屋人口分布模型的中国西部地区高精度数据
集（新疆、青海、西藏、甘肃、内蒙西部、陕西、四川、云
南 ）， 以 适 应 地 震 应 急 快 速 评 估 需 要 。 齐 文 华 等 基 于
“Internet+”
，融合多源社会经济数据、高分辨率遥感、VGI，
并结合区域特点（本土知识 Local knowledge）
，研发了社区
级房屋人口暴露量快速获取技术，以改善地震应急快速评估
精度。
3）在震后灾情快速获取方面
2017 年 8 月，本研究团队在杭州组织了人口热力图在地
震应急中应用的调研活动，调研中听取了杭州个推公司和远
眺公司关于手机热力图的相关介绍，实地走访了远眺公司，
参与调研的专家进行了两次关于手机热力图在地震应急中
应用的座谈。通过调研，聂高众研究员研究指出，手机热力
图将能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1）极震区（宏观震中）
的快速判定；
（2）影响场方向判定；
（3）地震有感范围判定；
（4）实时人口分布和统计；
（5）灾区交通状况分析；
（6）人
口在室率研究。目前本研究团队在上述研究内容已取得一定
成果。
聂高众等在 2009 年提出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需要发

展以覆盖性网络为基础的灾情获取手段。中国地震局在“十
二五”科技支撑课题中，向科技部申请在若干方面开展先期
研究，包括：基于无线基站退服情况的极重灾区范围判断、
基于电力网络的极重灾区范围判断、基于物联网的极重灾区
范围判断和基于无人机影像的灾情分析、废墟手机信号扫描
仪研制等内容，通过研究发现基于无线网络基站退服和手机
热力图技术的极重灾区判断技术有更好的实现前景和应用
效果。这些技术的提出和先期研究，在国内属于创新，在国
际上也未见报道，且符合我国实际国情，在地震应急领域采
用上述技术收集灾情，具有创新性。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在利用台网数据快速给出
极重灾区范围的研究方面进行了多年的基础研究，并于 2014
年开始，尝试在每次地震发生后 1-2 小时内，给出基于强震
台网实测数据的烈度分布情况。本项研究在国际上虽不属于
原始创新，但它填补了我国在地震灾情快速获取方面的一项
空白。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范熙伟利用 VIIRS 传感器白天和
夜间通道观测得到的城市夜间灯光数据，通过分析地震后卫
星观测得到的城市灯光亮度值与正常情况下亮度值之差，构
建了一种快速提取地震灾区范围和受灾程度的方法。研究发
现，利用该方法提取出的 2015 年尼泊尔地震、智利地震等地
震灾区范围和受灾轻重程度与实际情况相符，能基本得到地
震后受灾较重的地区，这为大震后 24 小时内的灾情获取提
供了一种更加快捷有效的技术手段。此外，针对大中型地震

受灾面积巨大，无人机飞行和人工调研等手段无法及时获取
全面灾情信息的局限性，提出了基于中等空间分辨率卫星遥
感数据的灾情提取模型。该模型利用经过大气校正后的地表
反射率直接获取房屋倒塌等地表形变造成的反射率变化监
测地震重灾区，在剔除物候变化影响的基础上，具有较高的
精度。与 2015 尼泊尔地震对比发现，该方法提取出的尼泊尔
各个地区倒塌房屋面积与实际调研得出的倒塌房屋个数相
关性较高。
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从芦山地震开始，即开始尝试应
用无人机在废墟目标搜救方面进行应用，取得良好效果。并
提出了基于航拍影像的极震区宏观破坏识别中灾害信息提
取系列模型与方法，通过对航拍图像空间信息、光谱信息等
特征分析，为下一步开展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推进
建立了社会力量参与的卫星遥感与无人机灾情快速获取研
判机制,并在九寨沟等地震中得到应用。
此外，李志强，李晓丽等利用消费级无人机前往新疆皮
山、阿克陶、四川汶川、芦山等地震现场进行地震灾情的获
取，对得到的成果影像的精度进行了评价，探索了无人机在
地震应急现场科考工作中应用的优势及局限性，总结了小飞
机在实际操作中的问题和经验，研究发现消费级无人机在震
后的地表破裂、灾区高精度 DEM、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获取
方面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4）震后灾情快速评估
聂高众、李志强等从 2008 年开始通过多个地震行业专

项的支持，研制了适用于震害评估的全国公里格网精度承灾
体数据(包括人口、GDP、分类型房屋建筑)，并在国内首次将
该套数据应用到地震应急指挥系统中，同时将以往的很多专
家经验用模型方法引入了快速评估之中，极大地优化了评估
技术系统，大幅提高了震后灾情快速评估的准确度、速度以
及灾情空间分布精度，具有创新性。此项成果在损失评估的
精度和速度上与美国 USGS 的 PAGER 系统处于同等水平，已
发表相关论文。并在 2013 年至今所有的破坏性地震应急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评估数据和震后实际损失数据相比，除
鲁甸地震出现较大误差外，其他地震全部相符。评估数据和
决策建议在多次地震后，都得到政府有关方面的高度评价。
此外，聂高众研究员从历次地震中发现房屋等基础数据的精
度、房屋分类方法和房屋易损性基础上构建的人员伤亡评估
方法，给人员伤亡快速评估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基于此，
聂高众研究员首创提出了基于致死性矩阵的人员伤亡评估
模型，该模型无需精确的建筑物数据，仅需要研究区范围内
各类建筑物的百分比，即可获得精确的震后人员伤亡评估值，
并通过近年来历次地震检验，具有较高的精度。
林均岐等对地震灾害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命线系统
地震灾害的评估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
创新性的评估方法和模型，包括生命线工程地震灾害评估相
关的铁路和公路系统地震现场调查评估方法，地震灾害经济
损失快速评估技术，基于房屋建筑经济损失的生命线系统经
济损失快速评估方法，桥梁地震易损性研究，交通单元地震

破坏快速评估方法等；生命线系统地震灾害评估相关的公路
交通系统地震灾害评估研究，电力供应系统地震灾害评估研
究等。上述成果均为国内先进水平，部分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刘如山等以我国南北地震带区域为例，提出了适合我国
特点的精细化地震破坏与经济损失快速评估方法。该方法建
立了不同地区城市、乡村的房屋建筑面积比例分布模型，集
成了不同区域各类农居和城市建筑结构的抗震能力研究成
果，并考虑了生命线工程的地震损失。评估方法操作性强，
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又具中国特色。
王东明等在震害快速评估的核心问题——房屋震害评
估方面产出了多项重要的成果。①建立了区域建筑物抗震能
力评价指标体系和分析模型，首次绘制了全国县市尺度建筑
物抗震能力指数分布图(1:100 万)，为国家防灾规划提供重
要基础。②从承灾体脆弱性及地震的危险性两个维度对城市
地震风险进行分析，建立了基于脆弱性和危险性的地震风险
评估模型，分析了影响汶川地震损失的因素，从不同角度开
展了城市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建设的对策研究。
魏本勇等通过考虑地震灾区建构筑物倒塌率、人员在室
率与自救互救率，构建了一套针对地震灾害建构筑物倒塌引
起人员埋压分布的评估方法，并且通过对鲁甸地震实际震例
的验证，发现模型结果与实际调查结果基本一致。该模型的
评估结果可以为地震初期重点搜救区域的判定和应急救援
力量的调配提供方向性的指导，这对应对地震应急期的应急
救援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5）基于灾情的地震应急处置建议
震后，中国地震局需要在很短时间内向政府提交关于本
次地震的损失分析、灾区特点、应急要点和救灾分析的辅助
决策建议，而这种建议的编写需要专家对灾区具有相当的了
解和对地震应急各类事项轻重缓急的深刻认识，在以往的应
急实践中发现这是相当困难的，因此针对我国不同地域的实
际情况和应急特点，以及震后可能出现的灾害场景的分析，
编制具有地域针对性的辅助决策模版是十分必要的。这类模
版可以完全反映震区的实际情况和应急处置的重要事项，可
以极大缩短专家编制辅助决策报告的时间，可以将辅助决策
技术进行推广和在省局全面应用。因此本团队根据我国自然
地理地貌、坡度、河流、土地利用、人口、建筑物、地震危
险性等资料，利用区划分析手段，将我国划分为不少于 50 个
的特征明显的二类区域。同时根据历史地震震例，和对若干
应急对策分区的实际现场调研，编制各分区应急辅助决策模
版，目前该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
此外，针对区域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不同可能造成的灾后
社会影响迥异，本团队研发了地震应急期灾区社会影响调查
技术与分析系统，实时采集和分析地震社会影响的动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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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近三年专利、软件著作权和获得的奖励
1. 2016 年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学会测绘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排
名第二)

2. 软 件 著 作 权 ：《 地 震 灾 情 快 速 评 估 软 件 V2.0 》
(2017SR012843)
3. 软件著作权：
《基于致死性模型的应急震害评估软件 V1.0》
(2018SR191448)
4. 软件著作权：《县市房屋地震易损性差异化分析综合计算
程序软件》
（2015SR064814）
5. 软件著作权 ：
《工程结构地震易损性矩阵推演完善及数据
管理系统》
（2015SR208857）
6. 软件著作权：《地震人员伤亡评估系统》（2015SR211294）
7. 软 件著作 权 ：《人 员和经 济地震 损失综 合测试 系统 》
（2015SR211291）
8. 软件著作权 ：《地震灾害损失调查评估模拟训练系统》
（7SR632758）
9. 软件著作权：《地震灾害损失调查评估应急准备系统》
（2017SR636219）
10.

软件著作权：《地震灾害损失调查评估震时联动系统》

（2017SR633068）
11.

软件著作权：《国家地震安全示范社区信息管理系统》

（2017SR632743）
12.

软 件 著 作 权 ：《 建 筑 物 抗 震 能 力 评 估 系 统 》

（2017SR632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