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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suffers severe earthquake disasters. Earthquake insurance can effective transfer and disperse earthquake risk. 

This paper compared the keyword cluster and institution network of earthquake insurance, other catastrophe 

insurance and earthquake risk & loss. The keyword cluster showed that earthquake insurance and other catastrophe 

study relied on non-engineering approach, such as institutions, policy and risk management. While study about 

earthquake risk & loss mainly relied on engineering approach. Besides, the institution network of earthquake 

insurance and earthquake risk & loss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a lack of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and gaps between 

natural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As earthquake insurance is a multidiscipline reform of risk management, 

earthquake insurance study should need multidiscipline studies. 

Keywords: Earthquake insurance, Catastrophe insurance, Earthquake risk & loss, CiteSpace, Keyword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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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地震灾害频繁而强烈，地震保险是常用风险转移工具之一，本文使用 CiteSpace 分析“地震保
险”、“其他巨灾保险”、“地震风险和损失”三大研究主题的研究文献。关键词共现分析表明，地震巨
灾保险和其它巨灾保险研究较注重制度等非工程方面的研究，相关研究较少结合工程技术。而地震风险和
损失研究则多注重工程技术，较少结合制度、风险管理等非工程防御手段。研究机构共现网络分析则表
明，地震巨灾保险和地震风险和损失研究存在机构交流合作少、学科割裂的现象。因此，应结合工程和非
工程的研究，进行跨学的巨灾保险和地震风险损失研究。 

关键词：地震保险，巨灾保险，地震风险和损失，CiteSpace，关键词聚类 

1. 引言 

中国地震灾害频繁而强烈[1]-[2]。作为世界第一

人口大国，第二经济大国，中国面临极高的地震风

险，根据 GAR2009 报告，中国具有全球最高的地震

                                                 
* Corresponding author: wuxy1977@sina.com 

人口死亡风险指数 [3]。地震给我国造成巨大的损

失，历史上死亡人口最多的地震就发生在中国，

1556 陕西地震造成约 83 万人死亡[4]-[6]。改革开放

后，地震也给我国带来巨大的人口伤亡和经济损

失，2008 年汶川地震造成 8 万余人死亡和失踪，

6920 亿元直接经济损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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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是进行巨灾风险转移的手段之一。相比财

政拨款、慈善捐款、国际捐款和灾民自救，保险可

以克服国家财政拨款有限，捐赠不可预知的缺点，

在国际上广为应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

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国

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

出“建立巨灾保险制度”。2016 年 5 月，中国保监

会、财政部印发了《建立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

险制度实施方案》，指出要“结合我国国情，以地

震巨灾保险为突破口，探索建立专项巨灾保险制

度”。我国也在 2015 年 8 月，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

治州启动全国首个农房地震保险试点。预计在 3 年

的试点期限内，为大理州所辖 12 县（市）82.43 万

户农村房屋及 356.92 万居民提供风险保障。 

目前，国际上开展较多的巨灾保险包括洪水保

险、台风保险和地震保险[8]。地震保险是基于地震

风险和地震损失为基础的研究，有必要将之与已有

地震风险和地震损失研究进行比较，了解地震保险

对于基础研究的应用和发展情况，寻找未来可能的

突破点。同时，也有必要与其他巨灾保险对比，了

解巨灾保险的总体发展。 

因此本文使用 CiteSpace
[9]对 1980-2018 年的

“地震保险”、“其他巨灾保险”、“地震风险和

损失”三大研究主题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展示研

究领域的热点趋势和主题演进，对比研究差异，寻

找未来研究突破点。 

2. 数据来源与方法 

CiteSpace 软件[9]是文献热点趋势和演进研究软

件，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应用此方法开展多研究领域

的分析，本文使用此软件对“地震保险”、“其他

巨灾保险”和“地震风险和损失”三大研究主题的

研究文献开展关键词共性分析和时间演进分析，研

究目标的热点趋势和主题演进。 

本文指定检索范围为 CNKI 期刊数据库中的

“SCI 来源期刊”、“EI 来源期刊”、“核心期

刊”和“CSSCI”。检索时间段为“1990 年-2018

年”数据检索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28 日。 

地震保险相关内容的检索条件为标题或关键词

为“地震”和“保险”。得到检索文献共 93 条。 

其他巨灾保险检索条件为标题或关键词为“洪

水”和“保险”，标题或关键词为“台风”和“保

险”，标题或关键词为“巨灾”和“保险”且不含

“地震”，得到检索文献共 358 条。 

地震风险和地震损失方面的文献检索条件为标

题或关键词为“地震”和“风险”，“地震”和

“损失”，得到检索文献共 367 条。 

表 1 三大研究主题检索条件和检索结果 

研究主题 检索方式 
文献 

数目 

地震保险 
关键词：地震 并含 保险 

或篇名：地震 并含 保险 
93 篇 

其他巨灾保

险 

关键词：台风 并含 保险 

或篇名：台风 并含 保险 

且关键词和篇名不含 地震 

358 篇 

 

关键词：洪水 并含 保险 

或篇名：洪水 并含 保险 

且关键词和篇名不含 地震 

 

 

关键词：巨灾 并含 保险 

或篇名：巨灾 并含 保险 

且关键词和篇名不含 地震 

 

地震风险和

地震损失 

关键词：地震 并含 风险 

或篇名：地震 并含 风险 
367 篇 

 
关键词：地震 并含 损失 

或篇名：地震 并含 损失 
 

3. 结果和分析 

3.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章主题的高度凝练，本文首先对

所有文献的关键词频率进行分析，统计三大研究主

题文献的关键词频率。表 2 给出三大研究主题文献

的主要关键词对比（为便于研究，去掉了与主题相

同、前后重复和无意义的关键词）。表格中可以看

出，地震保险研究主要围绕地震保险制度、地震风

险度量、使用金融方法进行巨灾风险转移、再保险

对巨灾风险的处理、国外已有经验、费率厘定等内

容。其它巨灾保险研究主要围绕再保险风险分散方

式、制度、建立巨灾保险基金、农业巨灾、债券方

式转移风险、美国已有经验。而地震风险和损失研

究主要围绕风险和损失的评估、各种评估方法和地

震的易损性、危险性、不确定性。 

 

表 2 三大主题文献的关键词前十名统计 

排

名 

地震保险 a 其它巨灾保险 b 地震风险 

和损失 c 

1 地震保险制度 巨灾风险 风险评估 

2 巨灾风险 再保险 损失评估 

3 地震保险基金 巨灾保险制度 地震保险 

4 地震风险 巨灾保险基金 地震易损性 

5 再保险 农业巨灾保险 巨灾风险 

6 日本 巨灾风险管理 增量动力分析 

7 风险管理 巨灾债券 评估方法 

8 保险费率 分保 层次分析法 

9 保险基金 美国 地震危险性 

10 巨灾保险制度 风险分散 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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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去掉了地震保险、灾害保险、地震灾害、地震、巨灾保

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人保公司、保险业。 

b 去掉了巨灾保险、洪水保险、农业保险、巨灾、防洪保

险、保险、保险制度、灾害保险、保险业、洪水风险、赔

款、巨灾损失、洪水灾害、再保险人。 

c 去掉了地震、地震灾害、汶川地震、评估、风险、地震

风险、风险分析、直接经济损失、经济损失、地震损失、

风险评价、损失、地震灾害损失、易损性、滑坡、中国大

陆、间接经济损失、风险感知。 

 

使用 CiteSpace 对关键词的进行共现和聚类分

析，可以确定相关研究的关键词联系，找到核心研

究内容。图 1、图 2、图 3 分别给出地震保险、其它

巨灾保险、地震风险和损失三大主题的关键词聚类

分析。 

从图中可以看出，地震保险研究主要围绕地震

保险制度、巨灾基金、免赔额和保费、包头市的案

例、风险转移研究。 

其它巨灾保险主要围绕农业巨灾、洪水保险和

洪水保险基金、巨灾保险制度、巨灾债券开展研

究。而地震风险和损失研究主要围绕风险评价或评

估、地震易损性、地震损失和汶川地震的风险和损

失研究几个方面。 

3.2. 关键词时间线分析 

时间线可以展示关键词的时间演进。图 4、图

5、图 6 分别是地震保险主题文献的关键词共现时间

线图、其它巨灾保险主题文献的关键词共现时间线

图和地震风险损失主题文献的关键词共现时间线

图。 

早在 1992 年国务院就通过国办发文的形式明确

地震保险的地位，指出“开展地震保险是实现社会

互助、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提高抗震救灾能力的有

效途径”，而地震保险的研究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初就已经存在（如图 4 所示）。1996 年丽江 7.0 级

地震造成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危机，于是 1996 年中国

人民银行将地震作为一般财产保险的除外责任，另

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特别召开全国地震保险座谈

会，并资助《中国地震保险保险费率区划图编制暨

地震保险条款的制定》、《中国地震保险基金的建

立和渠道》、《中国地震再保险运作机制的研究》

三个地震保险课题，对地震保险开展专门研究[10]。

自此地震保险的相关研究和讨论逐渐展开。但 1997-

2007 年，地震保险相关研究保持平稳，期间仅有少

数新增关键词出现。2008 年，中国经历改革开放以

来最大损失的地震——汶川地震，它给我国人民的

财产和生命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以此事件为标志，

举国上下开始重视地震灾害及其影响，地震保险也

随之迎来又一个研究高峰。之后地震保险研究进入

持续热烈讨论期，研究内容和主题也不断增加和扩 

 

图 1 地震保险主题关键词共现聚类图 

 

图 2 其它巨灾保险主题关键词共现聚类图 

 

图 3 地震风险和损失研究主题关键词共现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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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形式从个人财产保险到对公指数保险，风险分

散方式也扩充到了国际金融领域，模拟方法也从定

性或概率性的方式进化到如蒙特卡罗为代表的随机

模拟阶段。但从整体而言，地震保险相关研究更多

注重于公共管理制度的研究和经济金融方面风险转

移和分担的研究，对于工程性的技术类的研究几乎

没有。 

图 5 给出其它巨灾保险文献研究的时间线。农

业巨灾保险是其它巨灾保险一直最为热烈的研究

点，从 1994 年美国农作物保险改革一直持续到现

在。洪水保险则在 1998 年长江中下游洪水灾害的背

景下，在 1998 年成为研究爆发点。巨灾保险制度研

究则在 1997 年开始，而巨灾债券 1995 年美国芝加

哥交易所最先推出，1998 年被介绍到中国学术界。

但总体而言，其它巨灾保险相关研究同样多注重于

制度研究和风险转移和分散的研究，对于工程性的

技术类的结合研究几乎没有。 

图 6 给出地震风险和损失主题文献的关键词时

间线。地震风险和损失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风险

评价、风险评估、易损性等方面。研究技术手段多

样，从模糊方法到云模型再到增量动力分析，从概

率性风险分析到解析函数法。研究内容不仅包括地

震本身，也包括地震引起的次生灾害——如滑坡、

地震相关的堤防工程以及水土流失。研究内涵上，

不仅包括工程方面，也包括社会人文方面的风险感

知。但总体而言，对于风险和损失的研究多集中在

技术手段，而风险管理相关研究较少，风险分散研

究几乎没有，社会人文方面涉及很少，只有汶川地

震相关的风险感知研究。 

因此，本文认为地震巨灾保险和其它巨灾保险

研究具有注重制度、技术等非工程方面的研究的相

似性；无论是地震巨灾保险还是其它巨灾保险都较

少结合工程技术。另一方面，地震风险和损失研究

则多注重工程技术，较少结合制度、风险管理等非

 

图 4 地震保险文献关键词时间线趋势图. 

 

图 5 其它巨灾保险文献关键词时间线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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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防御手段。巨灾保险研究和地震风险损失研究

之间跨学科研究较少，缺少融合式发展。 

3.3. 机构共现分析 

本文进一步对地震保险和地震风险损失两大主

题的研究机构之间的共现关系进行分析。图 7、图 8

分别是地震保险主题文献的研究机构共现图和地震

风险损失主题文献的研究机构共现图。 

由图 7 所示，参与地震巨灾主题的研究机构

中，各单位联结较少，只出现了 7 个组团的关系网

络，并且这仅有的 7 个组团网络的联结也都比较分

散，多为两点或三点型，只有国科大-四川大学-同济

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关系网络是多合作，且合作的关

系网中，也只有此关系网络是经管类学科和工程类

学科合作，其它组团的关系网络均为单一学科合

作。 

如图 8 所示，地震风险和损失的研究也存在类

似现象。首先各个单位的交流合作不多，只有 7 个

关系网络形成，其中只有一个关系网格是 7 点，一

个关系网格是 4 点，且这两个多点网格还未形成闭

合网络，各单位之间缺少交流合作。其次，同样存

在学科割裂的现象。参与地震风险和损失研究的机

构和单位绝大多数都是理工科院校或院系，其中只

有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武汉大学经管学院和防

灾科技学院经管系三个非理工科院系。并且这个三

个非理工科院系也和其它单位缺少有效交流，没有

 

图 6 地震风险和损失文献关键词时间线趋势图. 

 

图 7  地震保险主题文献的研究机构共现图 

2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ournal of Risk Analysis and Crisis Response, Vol. 8, No. 4 (December 2018) 209 - 215



 

 

形成联系。 

因此，本文认为地震巨灾保险和地震风险和损

失研究都存在交流合作少、学科割裂的现象。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使用 CiteSpace 软件对“地震保险”、“其

他巨灾保险”、“地震风险和损失”三大研究主题

的研究文献开展关键词共性分析和时间演进分析。 

分析表明，地震巨灾保险和其它巨灾保险研究

具有注重制度等非工程方面的研究的相似性；无论

是地震巨灾保险还是其它巨灾保险都较少结合工程

技术。而地震风险和损失研究则多注重工程技术，

较少结合制度、风险管理等非工程防御手段。巨灾

保险研究和地震风险损失研究之间的跨学科研究较

少，缺少融合式发展。 

进一步，地震保险和地震风险损失文献的研究

机构共现网络分析则表明，地震巨灾保险和地震风

险和损失研究存在机构交流合作少、学科割裂的现

象。 

地震是我国发生频繁且严重威胁国民安全制约

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灾害之一。为减少地震风险，

应同时设法减少暴露性和脆弱性，增加社会韧性，

做到真正的融合式发展，使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

相辅相成，降低全社会的地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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