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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victim’s rational and 
irrational behavior during recovery stage in natural 
disaster,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victim’s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during recovery stage based on 
lots of literatures and an interview with victims. 
Besides, a cusp catastrophe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explore the mutation mechanism of victim’s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at the role of physical 
demand factors and emotional needs factors. 
Finally, the paper put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victim’s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during recovery stage based on the cusp 
catastrophe mode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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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自然灾害恢复期灾民理性行为和非理

性行为之间的变化问题，根据文献分析和灾区调

研分析了恢复期灾民心理行为的特征及影响因

素，构建了灾民心理行为形成机制图和灾民心理

行为尖点突变模型，探讨了恢复期灾民心理行为

在物质需求因素和情感需求因素作用下的突变

机理，分析了两种需求因素的不同作用，应用灾

区调研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局部验证。最后基于模

型分析给出了应对灾民心理行为突变的两个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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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突出，各类自

然灾害事件发生的频率不断增大，影响范围越来

越广。据民政部统计，我国 2014 年各类自然灾

害共造成 24353.3 万人次受灾，1583 人死亡，

601.7 万紧急转移安置，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3373.8亿元[1]。自然灾害不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和经济损失，也给受灾群众的心理造成了不同程

度的创伤，在短期甚至长期内都可能影响个体的

行为[2]，许多案例已经表明灾害情景下焦虑情绪

会促使受灾儿童做出一些攻击性行为[2]，这些负

面心理行为体验会增大救援和安置困难，如果得

不到及时有效的缓解而被逐渐累积，很容易外化

为违法行为，甚至演化为群体性事件[4]，降低社

会的稳定性和安全性[6]。灾民行为分析对于危机

管理、灾害应急响应、疏散计划实施有着重要作

用[8]，也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的核心科学

问题之一[9]。因此，为有效救援和阻断个体事件

演化升级，科学制定灾后救援策略，需要深入分

析自然灾害发生后受灾群众的个体心理行为状

态突变机理。 

 

 
 

许多研究者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发生后受

灾群众的心理及行为进行了相关研究。Doherty[10]

分析了气候变化对人们心理的三种影响：直接心

理影响（急性应激障碍或创伤后应激障碍）；间

接心理影响（幸福感下降）；社会心理影响（社

会冲突）。Norris [11]对 1981年至 2001年期间 160

多个关于灾害的实证研究进行分析，发现自然灾

害的发生会给人们带来一些特定的心理伤害、身

心失调等短期或长期心理问题。针对自然灾害与

自杀行为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Kõlves[12]对已有

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自然灾

害对自杀率的影响不同，自杀率主要受到经济条

件的影响。Hu等[13]认为灾害发生后人们在撤离和

临时安置中具有恐慌行为，而且恐慌行为具有传

染性，使更多受灾群体产生恐慌，Helbing[14]也

对突发事件下群体的恐慌逃跑非理性行为进行

了仿真模拟。突发事件下恐慌心理和非理性行为

容易导致踩踏事件，是生命财产损失加剧的重要

影响因素[15]。另外，有些研究证明灾后人们之间

具有亲社会行为，表现出抗逆力，Bonanno[16]运

用问卷调查和多变量分析发现抗逆力主要与受

灾群众的经济收入、社会支持等因素相关。van 

der Linden[17]，Akerlof等[18]研究者也运用实证

方法探讨了风险认知与自然灾害发生后社会结

构、经济等控制因素之间的相关性。这些研究为

探讨灾民心理行为状态的突变机理奠定了理论

和实证基础。 

然而目前关于自然灾害与灾民心理行为的

研究中存在一些不足，其一是研究者只分析了自

然灾害是否会引发人们心理及行为异常，注重的

是自然灾害发生后人们的行为结果，缺乏对自然

灾害导致灾民心理行为变化的过程机制研究；其

二是现有实证方法假设控制因素与灾民心理行

为之间是线性连续的，而这种假设在现实灾民心

理学的研究中具有局限性，Vallacher
[19]分析了

社会心理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很难用传统方法

和实证研究来描述这种现象，需要用系统论来进

一步解释，突变理论作为系统论的一个重要分支，

可以较好地分析内部作用机制未知的系统。 

突变理论是法国数学家 Rene Thom[20]提出的

一种研究系统随外界控制参数连续性变化而使

系统产生跳跃、非连续性变化现象的理论。

Zeeman[22]对突变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并提

出了齐曼突变机制，分析了尖点突变系统的几个

特征：（1）系统具有多态性，随着控制系统参数

的变化，系统会从一个稳定状态向另一稳定状态

跳跃变化；（2）不可达性，系统不同状态之间不

存在绝对稳定状态，并在现实中是不可达的；（3）

发散性，在控制系统变化的分歧集附近两条相似

路径会使系统产生完全不同的状态；（4）滞后性，

系统经过一次扰动变化后要重新恢复到原来的

状态需要一些时间。 

突变理论是以拓扑学、分叉理论、稳定性理

论为基础的理论，它直接处理不连续性而不联系

任何特殊内在机制，这就使它特别适合研究内部

作用未知的系统，可以有效解释“黑箱”问题，

当系统具有上述突变特征时就可用突变理论来

进行解释
[21]。Zeeman[22]和 Stewart[23]将突变理论

应用到心理学的研究中并阐述了突变理论描述

人们态度变化的一些特定假设，van der Maas[24]

也将突变理论应用到人们态度变化的突变机理

分析中，并用实证数据证明了突变理论模型描述

态度变化的可行性。Scott[25]针对临床心理学中

的精神分裂症、情绪失常、攻击性等其他理论无

法解释的临床心理现象用突变理论给出了有效

的解释。Flay[26]认为人们心理过程和社会行为不

能简单用梯度函数表示，它满足尖点或蝴蝶突变

模型的一些特征，并分析得到尖点突变模型更适

合描述人们行为变化。突变理论不仅能够很好地

研究社会科学问题[27]，也可以很好地分析企业管

理中员工的行为问题，赵旭、胡斌等运用突变理

论分析了企业中员工的反生产行为[28]、冲突行为
[29]、团队知识共享行为[30]、员工行为突然变化[31]

等企业管理中的员工行为突变机理。Yiu[32]分析

了建筑行业中员工冲突行为特点并建立了尖点

突变模型，同时运用数据说明了尖点突变模型比

线性模型、回归模型更好地拟合员工冲突行为。

Chen[33]阐述了随机尖点突变模型能够很好地分

析社会行为中的理性及非理性行为，并用实例说

明了突变模型在社会行为中的应用。 

综上所述，突变理论可以很好地分析人类的

心理态度变化，行为突然变化等社会心理行为现

象，为研究自然灾害发生会后灾民的心理行为状

态突变机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借鉴。但是灾民的

心理行为状态与一般突发事件和企业员工的行

为变化有很大不同，有着自己独有的影响演变机

制，并且目前少有文献分析灾后灾民的心理行为

状态的突变机理，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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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合已有文献和灾区调研分析了灾民心理

行为状态的特征、影响因素，并基于此构建了灾

民心理行为状态突变模型，对灾民心理行为状态

突然变化问题运用突变理论进行了解释，深入分

析了灾民心理行为的过程变化，为及时有效实施

灾后心理干预和救援提供了理论依据。 

 

2 灾民个体心理行为状态影响因素及特征分析 

2.1灾民个体心理行为状态特征分析 

针对自然灾害是否会改变已有的社会经济

关系，引发受灾群众异常行为，Castillo[34]对洪

都拉斯遭受 1988年米奇飓风的 30个社区内利他

行为、信任、互惠行为等进行研究，发现灾民行

为的均值和方差随着灾害冲击度的大小呈现非

线性变化，适度的自然灾害冲击会提高人们之间

的合作互惠行为和亲社会行为，但是一些家庭由

于失去住所、生存资源遭受巨大损失等经济压力，

为了维持生计而出现不合作行为，甚至冲突行为。

时堪[35]认为灾害发生后人们会有不同的心理特

征，有时会勇敢地承担责任，但是有时会选择退

缩、逃避。John Leach提出的动态灾害管理模型

中也分析了灾害影响阶段人灾民的一些特殊行

为，这些行为中有 15%是情绪失控和活跃行为

（overactive behavior），75%是紧张行为和缺

乏主动性行为，10%是冷静型行为和具有一定领

导力的行为[36]。马德富[38]对农民灾害心理和行为

特征进行分析，得到人们心理行为具有有限理性、

短视性的特征，短时间内往往会表现出一些情绪

行为和过激行为。朱华桂[37]认为灾民个体行为反

应是人们心理的外在表现，根据灾害发生时灾民

应对灾害的理性化程度将灾民行为分为恐慌型

行为和冷静型行为，发现灾民的行为受心理状态

距离影响，状态距离的微小变化会导致不同的行

为，并进一步将灾民行为划分为 6类，如图 1所

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自然灾害发生后灾民的

心理行为状态具有以下 4个方面的特征，如表 1

所示。 

其中双模态性，当灾害发生后，灾民个体的

心理行为一般表现为 2种状态，即理性心理行为

状态和非理性心理行为状态。理性心理行为状态

下，灾民表现出亲社会行为或利社会行为，通常

会做出利他行为和助人行为，这与尖点突变理论

的双模态特征较为一致；非理性心理行为状态下，

灾民由于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失去生存资源等，

迫于生计他们可能会做出不合理的行为决策。突 

 

 

 

 

 

 

 

 
图 1. 灾民行为反应类型. 

Fig.1 Victims’ behavioral response types. 

 

表 1 自然灾害情景下灾民心理行为状态特征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victims’ psychology and behaviorunder natural disasters scenarios 
灾民行为特征 具体描述 

1.双模态性 灾害发生后人们心理行为状态只有理性和非理性两种状态，具体表现为亲
社会行为、互惠合作的理性行为；冲突、不信任、恐慌的非理性行为等 

2.突跳性 灾后人们行为不是理性就是非理性，不存在中间状态，并且人们行为变化
是非线性的 

3.分叉性 人们行为状态处于临界平衡状态时，状态距离微小变化会导致人们截然不
同的行为 

4.滞后性 灾后人们从非理性行为转化为理性行为需要一定的时间 

  

集体主义 

有效避难行为 

舍己救人型行为 
领导型行为 

“木鸡”行为 
惊逃行为 
过度防御行为 

冷静型 恐 慌
型 

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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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性是指在大多数情况下，灾民心理行为状态不

是处于正常行为状态就是处于异常行为状态，当

灾害发生后灾民的心理行为可能会从正常状态

跃迁到非正常状态，心理行为跃迁并不是一个渐

变的过程，而是一个突变过程。分叉性，在一般

情况下当外界环境的微小变动并不会引起灾民

心理行为的巨大波动，但灾害严重威胁到灾民的

安全后，他们的行为状态处于临界平衡状态，遇

到外界因素的干扰时，这种临界平衡状态就会被

打破，灾民个体心理行为状态会向正常行为方向

或是非正常行为方向转变，这与突变理论的分叉

性特征相符合。滞后性，由于自然灾害具有突发

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灾民可以获取的灾害信息

极少，这种情况下，个体在进行决策时，就需要

收集整理信息，并且需要考虑个人安全、损失等

因素，无法及时作出决策，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由此可见，自然灾害情景下灾民心理行为状

态的特征符合Zeeman所阐述的齐曼突变的特点，

可以用尖点突变模型来刻画灾民的心理行为状

态的突变机理。 

2.2灾民个体心理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突发事件下人们心理行为受许多因素影响，

孙多勇
[39]将个体恐惧行为影响因素分为事件本

身、社会、个体及对个体与灾害事件相关因素四

类，并建立了个体恐惧模型，分析了个体的恐惧

主要来源于心理预期。马庆国等[40]认为突发事件

下人的行为是心理、周围氛围和信息的函数，并

分析了各类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也有学者认

为风险认知是决定灾后人们心理行为状态的关

键因素，风险认知的高低决定了灾民不同的心理

行为状态[41]，人们的风险认知是由不同因素决定 

 

的，如对社会的信任度、个体灾害经历、心理距

离等变量的影响[42]。 

但是行为科学认为人们的各种行为都是有

一定的动机引起的，而这种动机又产生于人们身

体的各种需要[45]。人们为了满足某种需要就要确

定自己的行为目标，进而采取一系列的行为。董

惠娟等[46]通过 2000 多份问卷对唐山地震后人们

的心理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灾后人们物质

性需求异常激烈，这是因为自然灾害对人们的生

存条件产生的破坏力比其他突发事件更大，求生

本能促使人们更关注物质性需求。同时也发现灾

后一段时间人们仍有被安慰和被关注的心理需

要。2013年 7月至 8月期间课题组奔赴雅安地震

重灾区芦山县进行实地调研，调研时间是雅安地

震发生后 3个月，灾民情绪基本稳定，处于灾后

恢复期，通过访谈和个体问卷得到灾后人们心理

痛苦的压力感主要来源于经济损失，政府虽然给

予了一定程度的补贴，但是还远远不能弥补地震

带来的损失，虽然灾后人们情绪慢慢恢复正常，

但是通过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表我们发现仍有

80%以上的灾民有焦虑、恐慌等情绪，不能很好

地投入灾后重建工作中，他们很渴望人与人之间

的情感交流，具有一定的亲社会行为。对调研资

料总结得到灾后恢复期人们的需求主要是两个

方面：物质需求和情感需求。通过物质需求来满

足灾后的衣食住行及生命安全，通过情感需求满

足自己的归宿感、消除灾后的孤独感和抑郁。这

两种需求的满足程度决定了受灾群众的风险认

知水平，进而决定了恐慌程度及行为的理性程度，

风险认知在需求和心理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通

过以上文献分析和实地调研总结得到自然灾害

情景下灾民的心理行为影响因素如表 2所示。 

表 2.自然灾害情景下灾民心理行为影响因素分析表 

Table 2. Factors of victims’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under natural disaster scenario  
影响因素 具体描述 资料来源 

物质需求因素 满足受灾群众衣食住行及医疗卫生等
方面的基本物资，主要维持灾民基本生
活和生命安全 

2013 年四川雅安地震芦山县灾区调研；
董惠娟等 [46]唐山地震相关心理问题研
究；姜丽萍等[48]“桑美”台风心理影响
因素研究；孙燕娜等[49]救灾需求内涵模
式研究；RR Dynes,et al[51] 

情感需求因素 来自心理医疗卫生人员、志愿者、亲朋
好友的安慰与心理辅导，一种心理抚慰
需求 

风险认知 对有关风险的信号进行加工、过滤，在
主观上对风险产生认知，并做出判断和
评价，形成关于风险的自我理解，对推
动人们采取何种风险行为有重要作用 

Sheeran P, et al,[41]; 
Milfont[42];Spence ,et al[43];Wachinger 
Gl[43]; 
Naylor R[52];Becker G, et al[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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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灾民个体心理行为变化的形成机制分析 

本文研究的灾民个体心理行为界定为自然

灾害发生后恢复期阶段灾民的心理行为，通过以

上文献分析和实地调研，可知这一时期物质需求

因素和情感需求因素会影响人们的心理认知评

价，进而决定人们的行为，灾民的心理行为可能

会在恐慌型行为和冷静型行为之间发生突然变

化，这种突然变化是由人们心理状态距离感知的

突变引起的。自然灾害的发生打破人们已有的心

理平衡状态，会产生一种状态距离[37]，这种状态

距离超过一定阈值时人们的心理行为就会处于

不同的状态，产生一种跳跃式变化，本文在朱华

桂[37]提出的灾民心理行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自

然灾害下灾民心理行为的变化机制模型，如图 2

所示。自然灾害的风险认知，是灾民在灾害发生

时对灾害风险信息进行加工、判断与评价，风险

认识越大，越容易引起灾民人体心理上的恐慌，

越容易出现非理性的恐慌行为。风险认知是引起

灾民恐慌行为的关键中间变量，影响灾民心理和

行为的因素（如物质需求因素和情感需求因素）

都是通过心理风险认知评价对灾民心理和行为

发生作用。 

由形成机制模型可知，自然灾害发生后灾民

心理行为状态有恐慌型行为和冷静型行为两种

相对稳态。恐慌型行为是一种负的稳态，在这种

状态下灾民会有恐惧、与其他灾民争吵、冲突行

为，甚至会哄抢物资等威胁社会稳定与秩序的风

险行为。但是当灾民的心理状态距离逐渐缩小到

心理感知阈值时人们的行为可能会突然转化为

冷静型行为，如积极地投入灾后救援及重建工作

中，帮助其他灾民等亲社会行为。 

 
 
 
 
 
 
 
 
 
 
 

 
 

图 2. 自然灾害恢复期灾民个体心理行为变化形成机制图. 
Fig. 2 Formation mechanism for individual victim’s psychological behavior changes during the recovery 

stage of natural disasters. 
 

3 灾民个体心理行为尖点突变模型建立与突变

机理分析 

3.1灾民个体心理行为尖点突变模型构建 

根据灾民个体心理行为状态形成机制，可将

灾民的个体心理行为状态看成是由灾后物质需

求因素和情感需求因素耦合共同决定的。由马斯

洛需求理论可知，人们的需求可以分为五大类，

其中生理需求放在首位，生理需求包括水、食物

等的需求。灾害发生后，灾民对物质的需求远大

于情感需求，物质需求因素的重要程度要高于情

感需求因素。当物质需求满足后，灾民的情感需

求也得到了满足。将灾民的个体心理行为 看作
状态变量，将物质需求因素满足程度 和情感需
求因素满足程度 看作控制灾民个体心理行为的
控制变量，个体心理行为 用心理状态感知度测
量，            ，用 表示灾民个体心理状态
行为尖点突变模型的势函数[20]。突变理论中在处

理控制变量时，重要程度相对大的控制变量放在

前面，相对次要的放在后面，因此势函数如公式

（1）所示 

                                         
灾民心理行为曲面 是突变模型均衡点的

集合，即为突变模型的平衡曲面，如公式（2）

突然变化 

状态距离
感知突变 

行为 

物质需求因素 
救援食物、衣服； 
住宿、灾后交通情况； 
医疗卫生条件； 

情感需求因素 
社会支持； 
群体互动； 
社会信任； 

心理认知
评价 

冷静型 
行为 

恐慌型
行为 

非理性行为 
恐慌、消极等待；
争吵、群体事件；  
哄抢物资、冲突； 

理性行为 
冷静判断周围环
境；积极抗灾、合
作； 

突变 

负/稳态 

正/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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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奇点集合 为势函数 的二阶导数，如公式
（3）所示 

                                                          
灾民心理行为突变区域 为突变模型的分歧点集，
是（2）式与（3）式联立消去 得到的解，如公
式（4）所示 

                                                         
公式（1）为灾民个体心理行为状态平衡曲

面方程，假设灾民物质和情感需求满足程度、心

理状态感知度为区间[-1,1]之间的数值，物质和

情感需求满足程度越大心理状态感知度越小。根

据公式（1）用MATLAB模拟控制变量在区间[-1,1]

之间连续变化对状态变量的影响，模拟数据是

1000个，可得到灾民个体心理状态尖点突变模型

的平衡曲面如图 3所示，然后根据此方法运用公

式（4）得到灾民个体心理行为尖点突变的分歧

集，即图 3中的褶皱面在控制面上的投影，如图

4所示。在这 1000个数据中当物质需求满足程度

 和情感需求因素满足程度 满足公式（4）的分

歧方程时，灾民个体心理行为状态曲线的投影在

控制面上会经过分歧集，导致灾民个体心理行为

状态发生突变。 

 

3.2灾民个体心理行为突变机理分析 

根据灾民个体心理行为尖点突变平衡曲面

图 3和灾民个体心理行为状态分歧集图 4，对其

进行旋转和简化，用 Visio画图软件绘制出图 3

和图 4的直观图形，图 4为图 3中的褶皱曲面在

控制面的投影，得到自然灾害发生后灾民的个体

心理行为状态演化直观模型，如图 5所示，据此

可以分析灾民个体心理行为发生的原因、过程及

程度。图 5中的平衡曲面分为上叶、中叶、下叶

三部分，其中上叶代表的是灾民冷静型行为，下

叶代表的是灾民恐慌型行为，灾民个体心理行为

在平衡曲面的上、下叶时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中叶是一个不稳定状态，即灾民个体心理行为发

生突变的区域。 

 
 

 
 
 
 
 
 
 
 
 
 
 
图 3. 灾民个体心理行为状态尖点突变平衡曲面.   图 4.灾民个体心理行为状态尖点突变分歧集. 

Fig.3 The cusp catastrophe model equilibrium surface      Fig. 4 The bifurcation set of cusp catastrophe model 

        of individual victim’s psychological behavior.             of individual victim’s psychological behavior. 

 
图 5 中灾民个体心理行为变化曲线为

a  或    时，灾民的心理状态感知距离  逐
渐变大，但是还没超过心理感知阈值，灾民的冷

静程度逐渐变小，变得越来越不理性，仍是一种

渐变，还没发生突变，当分别经过 点、 点时，
灾民心理行为曲线经过分歧区域 B，从冷静型行

为瞬间突变为恐慌型行为，但是其投影到控制平

面分歧点集的曲线  与   之间是有差异的，说明
这两种不同的行为变化导致的灾民的恐慌程度

是不同的。当灾民心理行为状态曲线为   时，
                     ，而当灾民心理行为
状态曲线为   时，                     ，
通过控制面的分歧集很容易发现       ，这
说明心理行为曲线     产生的危害程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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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这时灾民心理行为可能是哄抢物资、与他人

冲突甚至是群体性事件，而心理行为曲线为

     时，灾民可能只是个体的恐慌、消极
等待救援等行为，对社会稳定与秩序构不成很大

威胁。 

通过以上模型分析，可知当灾民的物质需

求满足程度和情感需求满足程度不断变小时，灾

民的心理行为状态会从冷静型行为跳跃为恐慌

型行为，对社会的稳定与秩序构成巨大威胁，但

是物质需求因素和情感需求因素对灾民的心理

行为变化的作用程度不同。分两种情形进行讨论： 

（1）情形一：当灾民个体物质需求满足程

度大于零时，即   时，           ，公
式（4）无解，灾民个体心理行为曲线不经过分

歧集，随着 的连续变化，灾民的心理行为状态
只是连续性变化，不会产生跳跃现象； 

（2）情形二：当灾民个体物质需求满足程

度不大于零时，即当   时，          ，
公式（4）有解，由图 4 可知 从-1 逐渐变为+1

时，灾民心理行为曲线经过了分歧集，灾民的心

理行为状态发生突然跳跃现象。 

由突变理论可知，物质需求满足程度 为分
裂因子，即 的变化会使平衡曲面 分裂，产生
不同的状态，决定了灾民心理行为是否会发现突

变。如图 5，当物质需求满足程度达到较高水平

时，即 接近 1 时，随着情感需求满足程度的连

续性变化，灾民个体心理行为曲线 CP 从平衡面

的上叶连续变化到下叶，其投影在控制面上没有

经过分歧集，表明灾民的冷静程度逐渐较低，但

不会突然演变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非理性行为，并

且这一变化过程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而情感需求

因素 为正则因子，即   时 的变化只引起状
态变量的光滑变化。通过图 4和图 5可以得到物

质需求满足程度 不断减小到 0 时，情感需求因

素 微小变化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行为路径  和
  。  曲线经过分歧区域达到平衡曲面的下叶，
产生恐慌型行为；而  曲线经过分歧达到平衡曲
面的上叶，产生冷静型行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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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自然灾害恢复期灾民个体心理行为状态演化直观模型. 

Fig. 5 The intuitive evolution model of individual victim's psychological 
behavior of nature disaster during recovery stage. 

 

4 灾民个体心理行为尖点突变模型的局部验证 

自然灾害情景下灾民个体心理行为突变是

瞬间的，并且是动态变化的，其突变过程很难被

捕捉到，很难用实际数据描述灾民个体心理行为

的尖点突变过程，本文采用问卷调研的方法对物

质需求和情感需求两种控制变量类型进行局部

验证，并阐明模型的有效性。 

本研究对芦山县灾民进行随机抽样调研，共

发放问卷 405份，回收有效问卷 306份，问卷有

效率为 75.5%。采用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普通

版（PCL—C）测量灾民的心理行为，因为 PTS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既能反应

灾民的心理状态（如烦躁、抑郁）又能体现灾民

的行为
[54]。用社会支持、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来

测量灾民情感需求与 PTSD 之间的关系，该部分

问卷采用 Liket 5点量表，数字越大表示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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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支持越多。经济收入越低的家庭越贫穷，社

会脆弱性越大，经济承受力越差，应对灾害能力

越低，灾后物质需求程度更大（Cutter,2003）[55]，

因此可以用经济收入水平测量物质需求与 PTSD

之间的关系。根据当地灾民月均收入水平划分为

5个层次，1=1000元及以下，2=1001-2000元，

3=2001-3000元，4=3001-4000元，5=4000元以

上，PTSD自评表总分越高 PTSD症状越明显。为

了描述经济收入、情感支持与PTSD之间的关系，

用 SPSS19.0 分别对 306 位灾民按经济收入水平

和情感支持度划分为 5 组，并分别得到各组的

PTSD均值，然后画出经济收入水平与 PTSD均值

的散点图，如图 6 所示；社会网络与 PTSD 均值

的散点图，如图 7 所示；社会支持与 PTSD 均值

的散点图，如图 8 所示；社会信任水平与 PTSD

均值散点图，如图 9所示。 

 
 
 
 
 
 
 
 
 

图 6.经济收入水平与 PTSD均值散点图.        图 7. 社会网络与 PTSD均值散点图. 

Fig.6 Scatterplot of income level and the average   Fig.7 Scatterplot of social network level and the 
of PTSD.                                  average of PTSD. 

 

 

 

 

 

 

 

 

 

图 8 社会支持与 PTSD均值散点图.              图 9 社会信任水平与 PTSD均值散点图. 

Fig.8 Scatterplot of social support level and the average   Fig.9 Scatterplot of social trust level and the average of  

of PTSD.                                         PTSD. 

 
由图 6可知，随着月均收入水平的增大 PTSD

均值逐渐减小，但当月均收入达到 2000 元时，

PTSD均值突然减小，使得 PTSD均值的变化呈现

非线性关系。由图 7、图 8和图 9可知，社会网

络、社会支持和社会信任等情感支持水平逐渐提

高 PTSD 均值呈现逐渐变小趋势，但是情感支持

水平与 PTSD 均值的变化呈现线性关系，不会产

生突然跳跃现象。这可以说明将物质需求满足程

度作为分裂因子，情感需求满足程度作为正则因

子是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与马斯洛的需求层

次理论也基本相符，人们的需要是分层次的，只

有满足了底层的需要才会关注更高层次的需要。

自然灾害发生后，人们面临最大的威胁就是生存

威胁，人们最关注的需要就是生理需要和安全需

要。同时，人又具有社会属性，需要人与人之间

的交流来满足情感需求，尤其是灾后心理创伤期。  

 

5 灾民个体心理行为应对策略 

自然灾害发生 2至 3个月后，灾区开始慢慢

恢复，受灾群众情绪相对比较稳定，有时会非常

理性地积极投入灾后重建工作中，但是有时会突

然变得不够理性，与他人产生一些冲突，甚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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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事件，这除了与个人特质有关，更受人们

当时需求因素的影响。灾民的心理创伤在需求因

素的作用下以外在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通过以

上分析，可知这一时期要充分满足灾民的各种需

求，但是满足的优先顺序和程度不同。 

（1）建立完善的救援物资分配运送体系，

确保灾民第一时间领取救援物资。通过以上分析

可知物质需求满足程度决定了灾民心理行为是

否会发生突变，当物质需求满足程度   时，
灾民心理行为只会发生连续性变化，不会经过分

歧集突变为恐慌型行为，但当 逐渐到 0 时，灾

民心理行为曲线就会经过分歧集，心理状态行为

会产生跳跃。所以，灾后要第一时间通过多种途

径满足灾民的物质需求，尤其是对于低收入人群，

减轻其关于物质方面的相对剥夺感，提高灾害应

对能力和经济承受力。 

（2）建立持久的心理干预机制，提供健全

的情感支持体系。灾后恢复期人们除了关心自己

的衣食住行之外，有被关心、被关注的情感需求。

自然灾害给灾民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创

伤，往往缺乏重建的信心和勇气，这时就需要政

府和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一定的情感支持，帮助灾

民恢复重建的信心，通过上述分析也可以看到当

灾民的物质需求满足程度逐渐减低到 0时，情感

需求的微小变化会引起灾民完全不同的行为反

应。因此，灾后恢复期也要高度重视灾民的情感

需求，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帮助灾民恢复社会人际

关系网络。 

6结论 

自然灾害恢复期灾民有时会表现出较高的

理性程度，积极投入到灾后重建工作中，但有时

会从冷静型行为突然变化为恐慌型行为，甚至产

生冲突行为。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根据文献资料

和灾区调研分析了灾民个体心理行为状态影响

因素，运用突变理论构建了灾民个体心理行为突

变模型，刻画了灾民个体心理行为状态演化的直

观模型，探讨了灾民个体行为突变机理，并用实

际调研数据对提出的模型进行了局部的验证。通

过分析得到物质需求满足程度是灾民心理行为

突变的决定性因子，情感需求满足程度是灾民心

理行为突变的非决定性因子，但当物质需求满足

程度较低到零时，情感需求的微小变化会使灾民

产生截然不同的心理行为。因此，灾后要建立完

善的救援物资分配体系，第一时间满足灾民的物

质性需求，同时也不能忽略灾民的情感需求，需

要政府部门建立持久的心理干预机制，为灾民提

供健全的情感支持，防止灾民微小的情感变化引

起的非理性行为。本文虽然分析了灾民个体心理

行为的突变机制，但模型的验证具有局限性，需

要考虑个人特质（如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

信息传播、政府心理干预、人口密度、社会结构、

灾害类型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对灾民心理行

为的演化影响。同时，本文调研数据有限，未来

仍需要大量的实证资料来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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