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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综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重大研究计划的

系统研究成果.重点涵盖了在“非常规突发事件的信息处理与演化建模”、“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应急

决策”、“紧急状态下个体和群体的心理与行为反应规律”等３个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性创新进展.简

要展望了中国社会应急管理领域发展态势与前景,特别是应当发挥学科交叉的优势,在管理机制、
应对模式以及技术革新上实现跨越式发展,开辟韧性社会研究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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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是指在短时间内突然发生,对社会与

公众生命财产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事件,可以表现

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

件等,而非常规突发事件特指事件发生前兆不充分,
并表现出时间稀有性、时间紧迫性、后果严重性等明

显的复杂性特征,采用常规管理方式难以应对处置

的突发事件.现代文明社会是由人类与自然组成

的耦合系统,呈现出复杂巨系统的典型特征,越复

杂的系统往往越脆弱,近年来非常规突发事件呈高

频次、多领域发生的复杂态势更突显出现代社会对

科学的应急管理的迫切需求.同时,政府的职能转

型要求提升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科学的应

急管理有助于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是实现现代化

建设的快速发展条件下社会安全和稳定的必要保

障.因此,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的发展涉

及国家安全与国家应急管理决策,是基于公共安全

战略的提升,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执政能力的重大

需求.

１　项目实施情况

１．１　立项背景

我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人口众

多和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得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
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计

划立项前发生的突发事件,如２００３年SARS的首次

出现和蔓延、２００８年中国南方雨雪冰冻灾害的意外

广泛影响、２００８年中国汶川特大地震及其后续影

响、２００８年中国三鹿奶粉事件产生的社会冲击、

２００８年西藏拉萨３．１４事件;计划实施中出现的突

发事件,如２００９年新疆乌鲁木齐７．５事件、２０１１年

利比亚撤侨、２０１１年温州动车事故、２０１２年北京特

大暴雨灾难、２０１４年上海外滩踩踏事件、２０１５年天

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等体现出频发的突发事件使得

应急管理研究成为国家的重大需求,迫切需要针对

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创新思考.党的十六大

以来,我国政府全面加强了应急管理工作,２００６年１
月,«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公布,全国应

急预案体系基本形成,２００７年８月,国家颁布了«突
发事件应对法»,逐步形成了以该项法案为核心的应

急管理法律体系框架,２００７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要

求“坚持安全发展,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

２００８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强应急体系和机制

建设,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计划立项

前相关研究主要部署在技术和工程层面,对应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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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科学问题研究较少,针对“预测 应对”型研究较

多,对“情景 应对”型没有给予高度重视,缺乏支撑

应对决策环节的应急管理科学系统研究,且针对跨

学科的研究比较薄弱.本研究计划的立项以应急决

策环节为核心组织交叉学科研究,将“国情特征”作
为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的基本参量,并考

虑特殊的研究约束条件:实时性、极端环境、资源紧

张、信息缺失或过载、心理压力、利益冲突、系统结构

复杂,将多学科的研究成果综合集成到非常规突发

事件应急管理体系之中,为国家应急管理决策提供

坚实的科学基础.

１．２　总体科学目标

“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重大研究计划

通过相关多学科的观测、实验和理论创新与综合集

成,着重研究非常规突发事件的信息处理与演化规

律建模,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应急决策理论,紧急状态

下个体和群体的心理反应与行为规律,总体科学目

标为[１]:
(１)集成多学科的观测、实验和理论成果,形成

对应急管理中的核心环节———监测预警与应对指

挥———的客观规律的深刻科学认识,并提供科学

方法;
(２)在非常规突发事件应对方式上有所突破,

构建“情景 应对”型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理

论体系,增强应急管理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
(３)提高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包括应急平台/预

案体系)的科学性,为国家高效有序应对非常规突发

事件提供决策参考;
(４)构建应急管理交叉学科,培养应急管理创

新型人才,在国际应急管理科学领域居于重要地位.

１．３　总体布局和实施思路

根据本研究计划的研究目标和科学问题,共资

助培育项目９１项,重点支持项目２５项,集成项目４
项,资助项目共计１２０项.其中,重点项目和培育项

目围绕３个关键科学问题划分:非常规突发事件的

信息处理与演化规律建模,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应急

决策理论,紧急状态下个体和群体的心理与行为反

应规律.
鼓励不同项目间开展实质性的多学科交叉,设

立４项集成项目:(１)非常规突发事件动态仿真与

计算实验系统集成研究,重点突破非常规突发事件

动态仿真与计算相关的科学和技术问题,构建人工

社会模型、优化算法进而开展仿真推演;(２)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与应急准备集成研究,重点突破应急预

案体系与应急准备体系的相关的理论和科学问题,
提供应急预案编制及修订指南以及完成相关的决策

理论、系统和实践验证;(３)国家应急平台体系基础

科学问题集成升华研究,重点围绕模型推演、数据融

合、案例推演、心理行为演化,构建“情景 应对型”应
急决策理论方法,围绕网络集成、计算集成、应用系

统集成三个方面进行数据集成、模型集成和心理行

为集成研究;(４)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总集成

升华研究,在三个集成项目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

个总集成平台,可与国家应急体系的相关平台进行

对接,如国家应急平台体系、国家应急预案体系等,
该集成平台能研发、集成、验证最新的基础研究成

果,直接服务于国家应急体系.

２　项目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

在该计划实施的８年期间,参研人员获得国家

奖励５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１项,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４项;国际学术奖３项;省部级奖励３０
项,其中一等奖１２项,二等奖１８项.共发表期刊文

章２９５２篇,其中包括国际期刊论文１１４３篇,国内

核心刊物１４３３篇,申请国内发明专利９８项,授权

７２项,申请国外发明专利４项,授权１项.参研人

员中１人当选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负

责人;５人成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６人获得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组织国际会议７３次,国内会

议１５０次;在国际会议做特邀报告４７次,在国内重

要会议做特邀报告１５２次.
该计划实施过程中认真贯彻“有限目标、稳定

支持、集成升华、跨越发展”的指导思想,以国家公

共安全发展形势与需求为导向,紧密结合国家安全

和公共安全的重大战略规划,着力解决非常规突发

事件的共性关键科学问题,突出基础研究的特点和

对国家战略需求的支撑作用;分别在三个核心科学

问题的相关研究方向上,取得了创新成果和重要影

响力,同时,总集成项目的设立和成果实施,制度

政策与技术手段结合,实现了发散成果的集成创新

升华;为未来应急管理研究的深化和拓展,为国家

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科学

支持.

２．１　非常规突发事件的信息处理与演化建模

(１)大规模应急云服务体系.提出了三元世界

概念,形成了信息 物理 社会融合的信息分析构架,
完成面向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云服务体系和

关键技术的研究,并从食源性疾病应急管理等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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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需求出发,研究了适应应急管理的云服务体系

的层次结构、各层次的构成、核心组件及其关系等,
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完整应急管理云服务体系理

论和方法,支持应急管理决策的共性需求;突破了云

端应急数据快速感知、海量应急信息的柔性可扩展

云处理、支持应急决策的集成式时空分析与可视化、
云服务平台中应急管理系统快速构建等关键技术的

研究;形成了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云服务平台

的建设(图１),支持快速汇聚移动信息、网络舆情以

及跨部门数据的获取,应急模型的动态部署和特定

应急管理系统的快速构建[２７].研究成果将提升应

急管理中海量信息管理与决策支持能力,为集成升

华平台提供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和应急管理应用

模式.
(２)主动感知与应急指挥的物联网方法.基于

应急物联网数据存储、情报深度挖掘、统一应急指挥

调度技术的革新,构建面向非常规突发事件主动感

知与应急指挥的物联网技术与系统,重点突破异构

传感器流式时空相关数据的统一数据库模型、物联

网海量传感器数据存储、基于物联网的突发事件分

布式主动感知、应急资源统一时空管理、基于时空逻

辑的统一指挥等关键技术,研制相应的应急物联网

实验系统并部署典型应用[８１１].研究成果对于在第

一时间内探测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发生、迅速整合合

理的应急资源并进行一体化的应急指挥与调度、最
大限度地降低灾难的后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３)重大传染病事件演化规律建模.提出人工

系统与计算实验相结合的“情景 应对”型应急管理

方法———基于人口与社会网络的计算建模,结合传

染病时空传播及社会动力学等模型(图２),采用多

智能体技术构建人工系统.建立公共卫生事件与舆

情事件相互诱导、衍生及耦合SATＧGERTS网络转

化模型并设计其求解算法,在此基础上,开发一类公

共卫生事件与舆情事件相互诱导、衍生、转化等的情

景推演软件,包括舆论传播中的 Agent模型、舆论传

播中的信息描述模型、舆论传播仿真模型、以及提供

统计性个体属性数据、网络舆论事件数据等能够支

持舆论模型的参数设置,达到理论与实践、方法与技

术相结合,发挥舆论的社会预警与应急管理等功

能[１２１８].利用涌现的计算实验方法来研究非常规突

发事件中社会网络的结构演化规律及其应急处置策

略的影响.
(４)重大网络舆情事件在线监测预警模型.突

破非常规突发事件在线应急感知、预警与危机情报

导航的社会计算方法,全面完成了在线危机情报的

抽取与标准化技术、多源危机情报智能分析与态势

研判技术、动态危机情报网上—网下交互机制、在线

异常探测与预警、动态危机情报导航与在线协作、在
线危机指挥控制的组织设计与优化等技术的研究任

务,并对提出的各种方法理论和原型以高校网络舆

情作为应用示范进行了实践和验证[１９２４].

图１　应急管理云服务体系架构

图２　北京市甲流疫情 网上网下映射

２．２　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应急决策

(１)应对决策预评估系统.构建非常规突发事

件应急处置的全过程动态评估模型,研究原生事件、
次生事件和衍生事件链的演变机理和突变条件.围

绕气象灾害的应对,提出了一种结合先验知识和观

测数据的气象因子时空分布估计与危险性分析方

法,并针对气象灾害防御方案,提出了基于场景元的

表达和推演模型,并提出了以方案执行行为和效果



　

　３００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８年

为导向的应急方案预评估模型[２５２７].突破快速灾情

评估方法、多源信息共享交换与融合方法、实时信息

和数据挖掘的多阶段多目标应急方案的动态生成方

法、应急方案效果评估与动态调整方法,为集成升华

平台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２８３０].
(２)应急群决策模型.突破多部门应急决策协

调机制、协作规划的理论与方法和应急协同决策模

拟系统的关键技术,建立多属性智能应急决策理论,
构造多阶段智能动态应急决策理论[３１],构建不确定

性多准则智能应急决策模型,解决了不完整信息下

多准则应急决策问题;利用多准则群决策思想,构
建了基于距离的多人多准则群决策模型(图３),并
从协调机制层、协作规划层、综合模拟层三个层面

的研究,形成和检验合理的非常规突发事件应对方

案,大大丰富和发展决策理论与技术,为应急管理

决策部门提供有益借鉴[３２].以三峡区域洪水灾害

应急响应为背景开发综合防洪应急协同决策原型

系统.
(３)中国应急管理体系顶层设计.综合运用系

统论、现代组织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揭示了影响制

度演变的事件推动模式和技术推动模式,实证调研

发现应急管理体制运行现状及问题,初步构建了比

较完整的应急预案体系,并逐步开始预案更新和升

级的探索,提出了下一代应急管理体系的顶层设计

和模式重构的思路与建议(图４).设计和建立了政

府应急办以及安全生产应急机构建设情况数据库和

主要应急管理人员个体对应急工作评价的数据库、
案例搜索引擎网站和演练平台以及报警和电子足迹

数据库,解决了不确定性极高的应急管理需求和较

为确定的组织模式之间的矛盾[３３３４].
(４)应急管理运作优化方法.基于应急预案管

理的应急决策优化与协同机制研究,对应急预案管

理中关键应急运作决策进行动态优化,并构建应急

协同机制促进协同执行;确立了非常规突发事件应

急决策的总体框架,得到了应急决策科学模型与应

急协调的系列机制,促进了地方应急管理的科学化,
解决了应急预案启动、动态应急方案形成、应急协同

机制等科学问题.
(５)基于情景推演的决策支持.建立历史案例

和事件实时信息的融合机制及事件特征信息挖掘的

技术方法,设计面向应急决策者需求的案例推演流

程及案例库效用评估模型,揭示人机交互条件下基

于案例推理的“提示 顿悟”机理,以人工智能技术方

式实现应急平台决策需求和案例推理过程的动态交

互,实现基于案例推理的应急决策支持系统与应急

平台的功能整合.
(６)应急资源保障与协调优化模型.完成基于

组群信息刷新的非常规突发事件资源配置优化决策

研究,构造非常规突发事件资源配置优化决策模型,
并评估各配置优化模型的效率及其社会公平性[３５].
选取随突发事件演化而变化的、影响应急资源配置

决策的关键信息作为决策模型的组群信息,设计具

有 GIU特性的随机运筹优化方法,分析比较各应急

资源配置优化模型的可行性、效率与公平性,为非常

规突发事件应急资源配置体系的建立与实施提供依

据和政策启示[３６].

图３　多人多准则群决策模型

２．３　个体/群体行为反应

(１)危机环境中身心互动效能模型.探讨在应

激与耗竭条件下个体心理系统的变化规律,并分析

心理系统对生理系统的某些特定的影响路径,构建

危机情境中个体与群体的身心互动效能模型(图

５),为研究危机下个体及群体心理问题提供了一个

新视角,发现并验证了“利他的自激励效应”、揭示了

危机情景中认知与行为的特殊规律;从事先干预的

视角,以全新思路提升民众危机应对的能力,尤其对

于解决危机中因利己动机引发的冲突,慢性疼痛等

问题有新的突破,可为国家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

理平台建设标准化工具库提供直接支持[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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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中国应急管理体系模式重构策略

　　(２)基于生理 心理 行为耦合的风险认知.创

新性地提出了“氛围 个体 群体”和“生理 心理 行

为”三个层面形成耦合与交互关系,研究非常规突发

事件下个体的认知与情绪过程,揭示群体行为规律,
形成模块化干预方法.探讨从众和反从众的神经机

制,以及基于多agent计算仿真的口碑传播机制,形
成面向实际管理应用的干预模块,通过模块组合达

到有效 疏 导 群 体,预 防 次 生 灾 害、化 解 危 机 的

目的[３８３９].
(３)突发事件的群体心理反应特征、演化规律.

结合突变理论和情绪控制理论,提出了常规事件演

化为非常规事件的突变理论构建:在个体处于紧急

情景时,前额叶无法控制杏仁核的情绪反应,是使得

个体转向非理性行为的认知神经机制;在群体水平,
控制变量中的某些因素会促发群体事件中的主体由

非暴力向暴力对抗转变[４０４１];充分分析了人群行为

规律和风险特点,并对此提出了一系列干预措施,包
括疏导标识的优化和拥堵防控标准的制定,对于重

点区域进行风险分析,并编制突发事件人群疏散预

案,最终开发人群疏散智能控制系统.
(４)大规模的群体行为检测及干预策略.系统

地研究非常规突发事件中大规模人群的三个关键要

素:信息、心理、疏散行为及三者的相互作用.建立

了体现大规模人群特征的元胞自动机模型、跟驰模

图５　身心互动效能模型

型和力学模型,定量考虑了自驱动力、视野信息、出
口条件、交通拥挤等因素,并开发了基于地理信息系

统的人群疏散模拟平台.研究了危机环境下的人群

合作行为以及个性特征对行为的影响及其神经机

制,发现非匿名情况下,人更容易表现出的利他行

为,即更可能倾向于合作互助.分析了人群运动状

态,发现了人群由拥塞流到湍流的相变特征,结合人

群运动的团簇特征,提出了监测人群运动状态的聚

类分析方法,形成了基于人群情景模型(CCM)的人

群跟踪及异常判定方法(图６)[４２４３].发展了大规模

人群的多目标监测、预测和干预方法,形成“虚实空

间协作系统”的方法体系和验证平台,在省级应急平

台上开展了试用研究,为重大研究计划集成项目提

供了数据库和模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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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基于人群情景模型的人群行为分析系统框架

２．４　集成升华平台

在信息集成、应急预案和应急平台体系三个层

面分别构建集成平台,进而构建了体现国情的预防

准备 模拟仿真 决策支持型总集成平台,为我国应

急预案和应急平台体系壳资源提供了科学内涵,并
在我国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应对和重大活动保障中

发挥出重要作用.
聚焦信息处理与演化建模、应急决策、个体与群

体行为反应三大科学问题,系统运用管理、信息、心
理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通过多学科观测、实验和

理论创新与综合集成.在信息处理与演化建模放

面,形成面向平行应急管理的动态模拟仿真与计算

实验平台,通过计算实验为总平台的决策提供特定

情景的演化过程,配 合 总 平 台 进 行 应 用 案 例(疫

情、舆情等)研究,同时也探索了与总平台集成的

途径;在应急预案方面,完善我国的应急预案体

系,形成了应急准备规划理论框架,构建了应急

准备规划文件体系,提高了我国应急预案体系的

实用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提升了我国应急体系

规划建设的科学性;在应急平台方面,主要集成

多渠道(新闻、微博、社会网络)信息监控和多阶

段预警(潜在事件和虚假信息识别、事件演化和

关键点预警)的应急信息管理模型,构建“情景

应对型”应急决策理论方法,形成了初具规模的

面向非常规突发事件的研究集群,构建了新的理

论、概念,积累了新的知识、工具(图７).
在上述３个方面研究的基础成果上,进行总集

成升华,形成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基础科学问

题与“情景 应对”型总集成升华平台,在风险理论、
预测预警方法与机制、安全管理决策、应急管理方案

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推进了中国非常规突发事件

图７　“情景 应对”型应急平台集成成果

应急管理领域的跨越式发展:
(１)在应对方式上,实现了从预测应对到情景

应对的方式转变,为基于底线思维构建公共安全网

络注入了科学内涵;
(２)在应急模式上,由专注抗灾和救援走向韧

性和能力提升实现了应急响应到应急准备的转变,
为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规划编制实施提供技术支

撑,提升了中国应急体系的科学性;
(３)在管理机制上,提出应急决策技术支持系

统集成原理与方法,实现由简单行政管理向数据驱

动的复杂系统治理转变,为国家应急平台提供支撑;
(４)在影响范围上,实现了中国方案到全球治

理的转变,为世界卫生组织提供应急平台方案,牵头

制定应急能力评估国际标准,为厄瓜多尔、委内瑞拉

等国设计建设公共安全系统平台,提升了中国在国

际应急管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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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展望与建议

当前,我国仍处在公共安全事件易发、频发阶

段,公共安全事件总量居高不下,公共安全问题复杂

性加剧,潜在风险和新隐患增多,突发事件防控与处

置救援难度不断加大,维护公共安全的任务重要而

艰巨.随着上述工作的开展,在非常规突发事件演

变规律、风险治理理论与方法、应急准备理论与方

法、监测预警技术体系与模型、典型事件的监测预警

方法、灾害心理行为规律、应急指挥决策理论方法、
典型事件的应急处置策略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

重大影响的突破性研究成果.总集成平台的设立和

成果实施,制度政策与技术手段结合,实现了成果的

集成创新升华,增强了重大研究计划服务国家战略需

求的现实可能性.本重大研究计划大幅提升了我国

在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域的基础研究水平.
未来的公共安全科技发展趋势是更全面的准备

更准确的预测、更科学的响应和更迅速的恢复.同

时公共安全科技发展将更加重视预防、应对和韧性

理念,推动公共安全保障向风险可控化、预测智能

化、应对高效化和保障一体化发展,针对未来发展需

求,重大研究计划提出如下研究建议:
(１)突出强调常规、未知风险识别和评估.对

常规、未知风险识别和评估是实现公共安全风险预

防主动管理、超前实施的发展理念及执行思路的前

提和基础.一方面,针对已知和可预测的风险,从突

发事件、承灾载体、应急管理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推动风险评估的定量化和规范化,将已知灾害或风

险的危险性和潜在致灾程度控制在最低限度;另一

方面,针对未来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革命性发

展,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模拟仿

真、情景推演等技术构建风险预测预判工具,要在产

业规划、工艺设计、政策发布、技术推广之前引入安

全风险评估,考虑其与人类、环境、社会进行碰撞融

合所产生的未知、模糊风险,进行理念颠覆性的预先

性风险评估与预防管理

(２)监测预警向主动感知、智能预测和预警应

急联动发展.伴随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智能

化、网络化的监测预警技术和信息发布技术不断发

展完善,公共安全监测预警科技将在信息技术的支

持下向自动化监测判识、预警应急联动方向发展,从
工程科技的发展趋势方面来看,国际上近年来公共

安全监测预警科技发展的前沿问题是公共安全监测

大数据应用、监测评估预警模式开发(突发事件诱导

因子识别预警)以及预警应急联动模式形成.数据

分析和计算技术的提升推动公共安全监测预测预警

向主动感知、智能预测、预警应急联动方向发展,基
于大数据分析和大规模快速计算的预警应急联动体

系成为国际趋势.
(３)应急平台和应急装备向智能化、自动化方

向发展.为应对人工智能、万物互联、信息泛在和国

家战略实施对公共安全的重大需求,需构建智能硬

件、平台软件和高端智库为一体的新型公共安全应

急平台,建立自动化、智能化、一体化现场保障、生命

救护、高机动多功能应急救援等大型或特种应急装

备;建立多层次、多维度、高内聚、低耦合、自适应、自
学习、安全可靠运行的平台软件系统;建立具有科学

性、专业性、系统性和前瞻性公共安全智库,科学地

预测、预警、预判中长期大势大局,对可能出现的危

机及预期影响进行先导性分析,为公共安全提供全

局性、方向性和制胜性战略.
(４)智能化新兴技术推动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

向系统性和协同性发展.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

发展,未来智能终端为人类塑造万物互联、人机合

一、全景式的数字化生活,实现人、机、云端无缝交互

和全面情景感知,公共安全需求的重心由建立连接

和实现语音沟通,转变为实时获取各种形式的信息

内容和服务;信息泛在和无限带宽实现政府 社会

公众高度协同,引导公共安全向创新活跃、协同发

展、联动融合、开放共治转变.
(５)突发事件应对由单一化向多元协同和高效

化发展.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发展,公共安全

的国际化、地区化趋势日益明显.面向国家重点战

略部署,特别是“一带一路”的提出和推进,安全的国

际化、地区化趋势日益明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安全与公共安全耦合的立体化保障机制,统筹多元

力量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信息化领域的深度

合作,形成利益、责任、命运共同体,实现资源深度共

享,研究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

耦合的信息策略库、应急资源库、快速远程应急响应

与救援平台体系,以“一带一路”战略部署为突破和

示范,形成面向重大国家战略的系统化风险识别、分
析与预警技术,形成技术与政策耦合优化的推进模

式,保障国家战略的高效实施.
(６)基于全生命周期理念的安全保障与韧性城

市成为发展趋势.基于公共安全科技三角形框架

(突发事件、承载载体和应急管理)和城市复杂巨系

统全局观,采用全生命周期的理念对城市危化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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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源和关键设施进行管控,保障城市危化品、重要

能源和关键设施的持续稳定安全运行,实现公共安

全的关联诊断、自动反应、自主保护、主动服务和快

速恢复,全面提升城市韧性与安全保障能力应用物

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将公共安全应急管理流程(风
险评估与预防、监测监控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和

安全综合保障)与全生命周期管理(生产、进口、储
存、运输、销售、使用和废弃)深度融合,保障城市

危化品、重要能源和关键设施的持续稳定安全运

行,实现城市危化品、重要能源和关键设施潜在致

灾因子和运行状态全面准确监测预测预警;事故现

场危险要素快速监测检验和救援以及事故后的勘

验与事故重构等.
(７)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向多行业大整合、高

共享、深应用发展.随着网络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互
联网＋促进我国打破“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加
速推进互联网与各行业的深度融合,特别在当前信

息化和国际化快速推进时期,物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等新技术助力公共安全科技发展,但也催生了新

的风险隐患,给公共安全科技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公共安全单打独斗难以满足跨界融合

形势下的安全需求.通过广泛采用物联网、云计算、
人工智能、数据挖掘、虚拟现实等技术,整合交通、电
力、水利、通信、危化品、生命线、社会舆情等行业资

源,实现多元化、智能化、一体化的生活、交通、卫生、
医疗、灾害等信息实时获取和共享;以及在交通安

全、危化品安全、水安全、电网安全等方面实现应急

联动和防控,最终实现公共安全电力、水利、通信、危
化品、生命线、社会舆情等行业资源大整合、行业信

息高共享和行业保障深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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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oftheachievementsofmajorresearchplanon“Studyon
UnconventionalEmergenciesManagement”

FanWeicheng１　　HuoHong２　　YangLiexun２　　WengWenguo１　　LiuTiemin３　　MengXiaofeng４

(１．ResearchInstituteofPublicSafety,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１０００８４;２．DepartmentofManagementSciences,NationalNatural
ScienceFoundation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０８５;３．ChinaAcademyofSafetyScienceand Technology,Beijing１０００１２;４．Schoolof
Information,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０７２)

Abstract　Inthispaper,theprocessoftheMajorResearchPlanby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
Chinaentitled“StudyonUnconventionalEmergenciesManagement”isreviewed．Majorachievementsand
breakthrougharesummarizedinthefollowingthreeareas:“Informationprocessingandevolutionmodeling
forunconventionalemergencies”,“Emergencydecisionofunconventionalemergencies”,“Psychologicaland
behavioralresponsesofindividualsandgroupsinastateofemergency”．Thefuturedirectionand
perspectiveofChinassocialemergency managementisbrieflydiscussed,particularlyonhowtotake
advantageoftheinterdisciplinaryresearchtofurtherpromotemanagementmechanism,copingstyle,and
technologicalinnovation,aswellastoopenupanewareaintheresearchofResilienceSociety．

Keywords　majorresearchplan;unconventionalemergency;emergency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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