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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sk communic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isk 
management tools for stakeholders to achieve 
consensus. In the flood disaster risk governance, 
effective risk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takeholders of the flood control on basin 
reservoirs is an important way when flood could 
not avoid. Aiming at the shortage of the 
traditional one-way model of risk 
communication, discusses the watershed 
reservoir group flood control benefit correlation 
model of risk communication based on IOI 
technology; defines basin reservoir group flood 
control stakeholders and sort out the role of each 
bear; analysis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various 
stakeholders concerns; pointed out th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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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hallenges of the stakeholders of the flood 
risk communication mode,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stakeholders of the flood risk communication 
IOI platform application prospect. This study 
could rich floo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basic 
theory, provides a starting point for water 
conservancy departments of the government in 
reservoir basin group management, enhance the 
operability of the river basin flood control 
management,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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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风险沟通是利益相关者取得共识的重要风险

治理工具之一。在洪水灾害风险治理中，在防

洪利益相关者之间就流域水库群的防洪临灾

联合调度开展有效的风险沟通是在洪水无法

避免的情况下采取联合措施来促使流域洪水

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的重要途径。针对传统单

向风险沟通模式的不足，本文探讨了智联网技

术的流域水库群防洪利益相关者风险沟通模

式；界定了流域水库群防洪利益相关者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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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梳理了其各自所承担的角色；分析了各利益

相关者的利益关切；指出防洪利益相关者风险

沟通模式的问题与挑战，展望了防洪利益相关

者风险沟通智联网平台的应用前景。这有利于

丰富洪涝灾害风险管理基本理论体系，为政府

水利部门进行流域水库群的管理提供抓手，增

强流域防洪管理的可操作性。对于解决防洪与

兴利矛盾以及常规调度造成的洪水资源浪费

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智联网, 水库群, 利益相关者, 风险
沟通 

1.引言 

水资源在人类生产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

的作用和地位。在水资源及能源日益匮乏的今

天，水库在保障人类生产和生活用水、蓄能发

电和拦洪削峰等方面的作用愈发明显。如何对

水库进行合理的调度是攸关流域及其影响区

域居民生产生活除害和兴利的重要课题。在全

球变化加剧，极端天气频繁，新媒体技术推动，

公众风险意识提高等背景下，地处洪水风险区

域的居民以及水库企业、政府部门、保险企业

等不同防洪利益相关者在汛期对于水库调蓄

情况的关注度逐步提高。居民和水库企业关注

对其有影响的上游水库调度问题，而政府和保

险企业等利益相关者更关注的是流域内部所

有水库之间的联合调度问题。因此，在上述不

同防洪利益相关者之间就流域水库群的防洪

临灾联合调度开展有效的风险沟通是在洪水

无法避免的情况下采取联合措施来促使流域

洪水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的重要途径。 
风险沟通（Risk communication）较为常

用的定义由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提出，即认为

风险沟通是个体、群体及机构组织间交换风险

信息和看法的相互作用的过程[1]。它涉及多方

面的风险性质及其相关信息，因此，在风险沟

通过程中，不仅直接传递与风险有关的信息，

也包括表达对风险事件的关注、意见和对相应

行动的反应，以及发布国家或机构在风险管理

方面的政策法规和措施等。我国“风险沟通”

研究始于 2003年谢晓非等人对 SARS中公众
认知的研究[2]。在灾害学领域，祝雪花等人通

过调查受灾民众及未受灾民众对台风等重大

灾害性事件的风险认知及预警情况，并且比较

两者的差异，为政府对重大灾害性事件建立预

警管理模式提供依据[3]。钟景鼐[4]和李明[5]等

人分别对区域水灾和旱灾的风险感知/认知进
行调查并提出了相应的灾害风险沟通对策。这

些研究尝试为提高我国灾害风险治理水平提

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在在流域洪水风险沟通

领域，相关研究还很缺乏，因此，有必要在水

库企业、政府部门、保险企业和公众居民充分

对区域洪涝灾害风险有效沟通的基础上，综合

考虑水库企业、政府部门、保险企业和公众居

民等各利益相关方的核心关切，进行风险辨识

和估计，并做出较为理想的临灾调度决策，一

方面可以在保证水库安全的前提下，使水库尽

可能地多蓄水，达到充分利用洪水资源，保障

供水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将丰富洪涝灾害风险

管理基本理论体系，为政府水利部门进行流域

水库群的管理提供抓手，增强流域防洪管理的

可操作性。这对于解决防洪与兴利矛盾以及常

规调度造成的洪水资源浪费问题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 

2. 流域水库群防洪利益相关者分析 

2.1. 流域水库群防洪利益相关者界定 
流域水库群洪水风险沟通的核心在于利

益相关者的界定。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程度很大

程度影响了流域洪水风险治理的成效。现今越

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公众纳入到政策决策

的制定中来。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会增强流域洪

水风险治理的支持度，提高流域洪水风险治理

政策措施的执行效率。基于流域水库群洪水风

险，本文将流域水库群防洪利益相关者归纳为

政府部门、流域管委会、专家学者、公众和普

通企业、保险企业及水库等六大类型（图 1）。
当然这些类型内部可以继续划分为小的类型，

例如可以将政府部门进一步细化为水利部门、

气象部门、民政部门等；可以将专家学者按照

所从事的学科领域进一步划分为水利专家、气

象专家、灾害专家、心理专家和社会专家等。 

2.2. 利益相关者在流域水库群洪水风险沟通
中的角色 
面对流域水库群洪水风险，不同的利益

相关者所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其中政府部

门、流域管委会和保险企业主要承担的是洪

水风险管理的角色，专家学者主要承担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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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分析的角色，而公众和普通企业则主要

扮演的是风险感知的角色。不同的利益相关

者之间通过信息交流和沟通联系成一个有

机整体，相互之间互相支持（图 2）。例如专

家学者为政府部门、流域管委会、水库和保

险企业等提供辅助决策支持，为公众答疑释

惑；政府部门及流域管委会为专家学者、保

险企业及公众等提供相应的洪水风险信息；

保险企业向政府部门提供其所掌握的风险

信息，为其客户提供风险预警信息等；公众

向政府部门及专家学者提供其所感知的风

险信息等。 

2.3. 流域水库群防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切 
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由于其所为环境的不

同，其对同一风险事件的感知也是不一样的。

例如，处于流域上游低风险区域的公众和处于

流域下游高风险区域的公众对于洪水风险的

感知和关注是有差别的。同样，与普通的企业

大多只关注对其自身有影响的上游的泄洪不

同，保险企业更关注的是在洪水灾害不可避免

的情况下，流域各个水库之间能在灾害来临之

前通过放水预留尽可能大的库容以应对即将

来临的洪水灾害。而对于水库企业来说，在天

气预报的不确定性依然非常大的情况下，提前

放水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和压力。表 1列举了
部分流域水库群防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切

及其在流域水库群洪水风险沟通中所能提供

或需要提交和收集的数据和信息。 

3. 流域水库群防洪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沟通模
式 

3.1. 流域水库群防洪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沟通
模式 
风险瞬息万变，因此需要一个媒介来传递

和交流防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传统的风

险沟通媒介主要是电视、广播、报纸、电话、

短信等传统媒体。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出现

及公众公共事务参与意识的提高，风险沟通的

模式也由强调权威控制、专家决策的单向沟通

向关注公众认知、多元沟通的双向沟通转变。

因此洪水风险沟通也必须改变传统的风险告

知、说服和教育导向，应该将利益相关者之间

的意见和建议纳入风险决策的参考之中。这样

多个利益相关者可以共同商讨可接受的风险

 

图 1. 流域水库群防洪利益相关者 

 

图 2. 利益相关者在流域水库群洪水风险沟通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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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以使各方的自身利益适应于社区、集体

的利益。 

在本文设计的流域水库群防洪利益相关

者的风险沟通模式中，首先确定我们的风险问

题是解决流域水库群的调度决策问题；然后

界定该问题所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及政府

部门、流域管委会、专家学者、公众和普通企

业、保险企业及水库等；接着借助于风险沟通

平台所展示的流域信息，各利益相关者提供自

身所涉及的数据信息及意见关切；接下来专家

学者可以利用风险沟通平台等收集到的数据

信息及意见关切构建流域洪水风险情景；进而

开展洪水风险识别、风险估计及制作洪水风险

地图和行动策略方案，并将洪水风险地图和行

动策略方案等信息通过风险沟通平台反馈给

各个利益相关者，如果该方案经多元协商能够

接受，则进入风险方案执行阶段，并将风险的

跟踪控制信息反馈给利益相关者；如果该方案

经多元协商未能采纳，则重新进行信息交流并

制定新的方案直至被接受。具体的流程详见图

3所示的流域水库群防洪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沟
通模式示意图。 

3.2. 基于智联网技术的流域水库群防洪利益
相关者风险沟通模式 
智联网的最初思想是黄崇福教授在研究

如何进行风险分析在线服务时产生的[6-8]。通

俗地讲，由互联网联结具有观察、演绎、推理

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多个人（智能体），并通过

嵌入的模型集个体小智慧为群体大智慧的网

络，称为智联网。严格定义为设 A是一个智能
体集合，N是 A使用的一个网络，M是处理 A
所提供信息的模型，三元体< A, N, M >称为一
个智联网。图 4是一个最简单的智联网示意图。 

 

            

图 3. 流域水库群防洪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沟通模式        图 4. 智联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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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流域水库群防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切及沟通信息 
利益相关者 交流信息 利益关切 

政 府

部门 

水利部门 历史/实时水雨情信息数据等 水利设施安全等 

气象部门 历史/实时天气数据、天气预报数据等 天气数据的准确性与可用性等 

民政部门 救援物质储备、应急避难设施等 影响人口及土地等 

市政部门 用水供需及其预测数据等 城市管网泄排情况、城市供水安全等 

交通部门 潜在风险路段等 道路受淹损毁情况、道路通畅情况等 

流 域

管 委

会 

流域协同部门 流域城市/乡镇准备情况等 流域协作调度准备与应对情况等 

流域管理部门 流域历史洪水数据等 防灾减灾措施科学性与合理性、流域水库

群联合调度等 

专 家

学者 

水利专家 水库蓄水安全评估、流域水文模拟、水库群

联合调度等 

水文数据的准确性与时效性、水文分析的

不确定性、水库群联合调度的科学性等 

气象专家 临灾天气预报等 临灾天气预报的准确性等 

灾害专家 洪水淹没模拟、损失预估等 风险分析数据的获得性、风险评价及损失

预估结果的准确性等 

心理专家 公众风险认知调查与评估等 公众风险感知、公众心理变化情况等 

社会专家 沟通网络效率评价等 决策的社会影响等 

公众 防灾减灾信息

员 

辖区老幼病残、高危人口等 收据收集的准确性与完整性、信息传达的

完整性等 

普通企事业单

位 

单位职工数量、易损品及危险品情况等 单位影响程度及损失大小、上游水库有无

风险等 

普通公众 历史受淹和家财影响状况、撤离所需时间等 家庭影响程度及损失大小、上游水库有无

风险等 

保险企业 投保企事业及个人及其区域分布情况数据信

息等 

投保人及企业受灾风险、水库是否及时调

蓄减缓洪水风险 

水库 水库等级、库容曲线、影响区域、实时/控制

库容/水位、安全隐患等 

在保障水库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多的蓄

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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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联网技术的流域水库群防洪利益

相关者风险沟通模式（图 5）研究主要是利用
博弈论、协同理论和复杂性科学理论，针对保

险企业和公众居民追求的是关切区域损失量

最小的局部空间区域最优，水库企业追求的是

自身蓄水量最大的效益最优，地方政府追求的

是区域内部成本-效益的整体满意等不同偏好，
提出 “地理人-经济人-管理人”多元协商模式；
设计“保险企业-公众-水库企业-地方政府-流
域协调委员会”防洪利益相关方多元协商机制；

基于洪涝灾害风险沟通“准备-认知-谈判”三
阶段特征，研究防洪利益相关方洪涝灾害风险

沟通信息收集-发布-反馈流程，在大体共识的
基础上进行协商，快速确定风险管理策略，为

水库群的防汛联合调蓄提供预警和决策提供

参考。 
以台风来临之际的流域水库群防洪利益

相关者风险沟通为例，以下简要介绍基于智联

网技术的流域水库群防洪利益相关者风险沟

通流程。首先明确我们的风险问题是解决流域

在水库群的联合调度决策问题，决策的目标

是在保险企业和公众居民追求的是关切区域

损失量最小的局部空间区域最优，水库企业追

求的是自身蓄水量最大的效益最优，而地方政

府追求的是区域内部成本-效益的整体满意等
不同偏好的基础上取得尽可能大的共识；然后

政府部门、流域管委会、专家学者、公众和普

通企业、保险企业及水库是等防洪利益相关

者结合智联网风险沟通平台所展示的流域实

时水情/雨情、卫星云图、气象雷达、天气预
报、水库实时水位/库容等信息，在智联网风
险沟通平台上提供自身所涉及的位置信息、隐

患信息和调度建议等数据信息及意见关切；接

下来专家学者可以利用风险沟通平台等收集

到的数据信息及意见关切构建流域洪水风险

情景；进而开展洪水风险识别、风险估计及制

作洪水风险地图和行动策略方案，并将洪水风

险地图和行动策略方案等信息通过风险沟通

平台反馈给各个利益相关者，如果该方案经多

元协商能够接受，则进入风险方案执行阶段，

            

图 3. 流域水库群防洪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沟通模式        图 4. 智联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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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风险的跟踪控制信息反馈给利益相关者；

如果该方案经多元协商未能采纳，则重新进行

信息交流并制定新的方案直至被接受。最后执

行多元协商后的流域水库群防洪行动方案。 

4. 结论和讨论 

同样的风险事件，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基于

不同的利益关切会有不同的风险认知。风险沟

通是利益相关者取得共识的重要风险治理工

具之一。在洪水灾害风险治理中，水库的科学

泄洪调度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而流域水库

群间的联合调度涉及到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切

身利益。在防洪利益相关者之间就流域水库群

的防洪临灾联合调度开展有效的风险沟通是

在洪水无法避免的情况下采取联合措施来促

使流域洪水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的重要途径。

在水库企业、政府部门、保险企业和公众居民

充分对区域洪涝灾害风险有效沟通的基础上，

综合考虑水库企业、政府部门、保险企业和公

众居民等各利益相关方的核心关切，进行风险

辨识和估计，并做出较为理想的临灾调度决策，

一方面可以在保证水库安全的前提下，使水库

尽可能地多蓄水，达到充分利用洪水资源，保

障供水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将丰富洪涝灾害风

险管理基本理论体系，为政府水利部门进行流

域水库群的管理提供抓手，增强流域防洪管理

的可操作性。这对于解决防洪与兴利矛盾以及

常规调度造成的洪水资源浪费问题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智联网技术可为风险沟通平台的搭建提

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但依然有许多技术不够成

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并挖掘其应用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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