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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ural disaster risk is the possibility of disaster losses, 
depending on hazard, vulnerability, exposure, and 
emergency response and recovery capability. 
Vulnerability is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hazard bearing 
body when suffered damage and which is linked to the 
bridge of hazard and disaster. According to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grassland snow disaster, the 
research collected and analyzed historical disaster data 
and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hazard factors. 
And, the research select snow depth as the intensity of 
the hazard, and select loss rate of livestock as the 
damage degree. By exploiting the inversion model of 
hazard intensity-hazard loss, the research constructed 
the livestock vulnerability curve of snow disaster, 
which is fitted to Xilingo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ximum snow depth is more concentrated in January, 
and distributed mainly over Dong Wu County, Xi Wu 
County, and Xianghuang County, and the snow depth 
which is more than 60cm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mortality of livestock. The results can be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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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然灾害风险是灾害损失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危险

性、脆弱性、暴露性以及防灾减灾能力四个因素。脆

弱性是衡量承灾体遭受损害的程度，是致灾因子与灾

情联系的桥梁。本文在收集分析草原雪灾历史灾情和

致灾因子时空分布特征的基础上，根据草原雪灾形成

机理，选取积雪深度为致灾强度，牲畜损失率为灾损

程度，利用致灾强度-灾害损失反演法，将二者拟合，
构建了锡盟草原雪灾牲畜脆弱性曲线。结果表明，锡

盟地区的最大积雪深度在时间上，多集中于 1 月份；
在空间上，多集中与东乌旗、西乌旗和镶黄旗；60cm
以上的积雪会对牲畜的死亡率造成明显的影响。研究

结果可以为草原牧区防灾减灾与管理工作提供科学

依据。 

关键词：草原雪灾；致灾强度；灾情；灾损曲线；脆

弱性曲线 

1. 引言 

草原是地球陆地上分布最广、面积最大的天然植被资

源，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中国草地面积约占世界

草地的 13%，占国土面积的 40%，其中牧区草地面
积 3.13亿 hm2。雪灾是我国草原地区最主要的自然灾

害之一，我国草原大多处于高海拔，中、高纬度带的

内陆地区，自然条件严酷，在主要牧区，不同程度的

雪灾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己成为严重制约这些地区经

济建设与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1]。 
草原雪灾是突发性强、危害大的自然灾害，其原

因复杂，涉及到天气、气候、社会以及自然界各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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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因素，其发生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对

草原地区畜牧业经济发展的威胁很大，草原雪灾对畜

牧业的危害主要是积雪掩盖草场，且超过一定深度，

致使牲畜难以扒开雪层吃草，造成饥饿，有时冰壳还

易划破牲畜的蹄腕，造成冻伤，致使牲畜瘦弱，常常

造成母畜流产，仔畜成活率低，老弱幼畜饥寒交迫，

死亡增加。同时雪灾还严重影响交通、通讯、输电线

路等生命线工程，造成房屋倒塌，对牧民的生命安全

和生活造成威胁[2]。 
草原雪灾灾害系统是由孕灾环境、承灾体、致灾

因子与灾情共同组成具有复杂特性的地球表层异变

系统，其中灾情是孕灾环境、致灾因子、承灾体相互

作用的产物。草原雪灾风险是草原雪灾损失的可能性，

主要取决于草原雪灾危险性、暴露性、承灾体脆弱性

和防灾减灾能力 4 个因素[3]。当前，国内外众多学
者针对积雪时空分布与监测、雪灾风险评估和损失评

估等方面开展了雪灾的研究。其中，对于雪灾脆弱性

的研究大多是通过确定评估指标体系，建立评估模型

和方法，评价雪灾过程对承灾体的影响。但以往的研

究无法快速而且准确的进行草原雪灾损失评估。 
脆弱性曲线作为定量精确评估承灾体脆弱性的

方法，通过表达致灾因子强度和承灾体脆弱性的定量

关系，近年来在多领域被广泛运用，成为灾情估算、

风险定量分析以及风险地图编制的关键环节[4]。
1964年，White首次提出了脆弱性曲线方法应用于水
灾脆弱性评估[5]。国内外关于脆弱性曲线的研究方
法主要包括: 基于历史灾情数据的脆弱性曲线的构
建、基于已有脆弱性曲线的再构建、基于系统调查的

脆弱性曲线的构建以及基于模型模拟的脆弱性曲线

构建[6]。近年来这些方法在水灾、地震、台风、滑
坡、泥石流、雪崩和海啸等灾害研究中逐渐被推广应

用[7,8]。其中，地震和水灾脆弱性曲线研究起步早且
发展较为成熟，已有较完善的体系及与政府和商业等

相结合的应用成果。滑坡与泥石流、雪崩、冰雹等灾

害的脆弱性曲线研究在 20世纪 90年代左右兴起，相
对较为薄弱，而关于草原雪灾的脆弱性曲线研究尚不

多见。因此，本文通过收集分析草原雪灾历史灾情和

致灾因子时空分布特征，结合草原雪灾形成机理，选

取了积雪深度为致灾强度，牲畜损失率为灾损程度，

利用灾损反演法，将积雪深度与牲畜损失率拟合，构

建了锡盟草原雪灾牲畜脆弱性曲线，以期为草原雪灾

损失快速评估和风险评价提供科学依据，对少数民族

地区雪灾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帮助。 

2. 研究区概况 

锡林郭勒盟位于中国的正北方，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

简称锡盟。面积 20.3万 km²，人口 100.3万。锡盟地
处东经 115°13'—117°06'、北纬 43°02'—44°52'（图 1）。
北与蒙古国接壤，南邻河北省张家口市、承德市，西

连乌兰察布市，东接赤峰市、兴安盟和通辽市，是东

北、华北、西北交汇地带。 
锡盟地区属中温带干旱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

全年盛行偏西风，风大、少雨、气候寒冷。春季多风

易干旱，夏季降雨不均，秋季温度低霜雪早，冬季寒

冷而漫长易形成积雪。锡盟草原地处内蒙古高原的中

东部，是内蒙四大草原之一，天然草原面积为 19.2
万 km²，其中可利用草场面积为 17.6万 km²。锡林郭
勒盟既是国家重要的畜产品基地，又是西部大开发的

前沿，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锡盟地

区还是我国的三个草原雪灾高发中心之一，冬季积雪

造成的雪灾却严重地制约着当地的畜牧业发展，平均

每三年中就有一年发生重大的积雪灾害，人畜伤亡惨

重。据统计资料记载，建国以来锡盟地区遭受了 4
次（1957，1968，1977，1985年）特大雪灾的袭击，
总共损失牲畜 400多万头。 

 
图 1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各旗县行政图 

3. 数据与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需要的内蒙古锡林郭勒地区雪深数据由锡盟

气象局提供，时间跨度为 1980-2016年；历史灾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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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主要来自锡盟民政局与锡盟农牧业局，以及《气象

灾害大典·内蒙古卷》[9]。 

3.2.  研究方法 

脆弱性曲线是精细定量的脆弱性评价方法和灾害评

估的关键环节，其核心要素是表达致灾因子强度和承

灾体脆弱性的定量关系。当承灾体的脆弱性侧重于因

灾造成的灾情水平方面时，通常可用致灾（h）与成
害（d）之间的关系曲线或方程式表示，即        ，
通常称为脆弱性曲线或灾损曲线，用来衡量不同灾种

的强度与其相应损失(率)之间的关系，主要以曲线、
曲面或表格的形式表现出来[10]。 
基于实际灾情数据构建脆弱性曲线是脆弱性曲

线研究中最为常用的方法。即通过典型历史灾害案例

收集分析，将致灾强度与灾害损失一一对应，经过曲

线拟合，建立承灾体脆弱性曲线。 
4. 锡盟草原雪灾牲畜脆弱性曲线构建 

4.1. 锡盟草原雪灾致灾因子时空分布 

草原雪灾是由于积雪过深和雪层持续时间过久而给

草原畜牧业带来损失的一种自然灾害。因此，选取积

雪深度为草原雪灾致灾强度。 
由图 2可知，锡盟地区的积雪持续时间十分漫长，

且主要集中在 1 月份、2 月份和 12 月份。该季节的
草原处于枯草期，牲畜食草量不足，膘情差，对致灾

因子高度敏感，若遭遇大雪覆盖、低温、强风等情况，

极易造成牲畜伤亡，导致巨大损失。 

     
图 2 锡盟地区近 35年致灾因子时间分布频率图

图 3为近 35年最大积雪深度发生频次空间分布
图，由图可知，锡盟地区最大积雪深度多发于东乌旗、

西乌旗和镶黄旗，这些地区也正是锡盟草原雪灾高发

区，牲畜受积雪影响最为严重。 

 
图 3 锡盟地区近 35年致灾因子空间分布频率图 

4.2. 锡盟草原雪灾牲畜脆弱性曲线 

脆弱性曲线作为精细化、定量化的脆弱性评价方法，

其核心是表达出致灾因子强度或扰动强度和承载体

脆弱性之间的定量关系。利用致灾强度—灾害损失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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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法，根据历史灾害损失数据和致灾因子强度推出草

原雪灾牲畜脆弱性曲线为： 

0.0476 X

1
Y

1
1
0.01 e






      (1) 

   其中，Y是牲畜死亡率；X为积雪深度，单位 cm。
R²为 0.897，方差分析表明拟合效果显著，通过了 F
检验。 

 
图 4 锡盟草原雪灾牲畜脆弱性曲线 

由图 4 可知，积雪深度为 0cm 时，没有雪灾发
生，牲畜死亡率接近牲畜的自然死亡率，为 1%；当
积雪深度超过 200cm时，牲畜死亡率接近 100%；雪
深在 60cm处，曲线斜率变率正向最大。同时，牲畜
的雪灾脆弱性曲线符合“S”型曲线，可分成 3 阶段:
第一阶段，积雪深度较小时，牲畜死亡速度较慢，这

是因为非积雪季节一些牲畜积蓄的体能好，具有一定

的抵抗寒冷、饥饿能力；第二阶段，随着积雪深度的

不断增加，一些牲畜无法觅食和抵抗寒冷，开始出现

伤亡，牲畜死亡速度也明显加快；第三阶段，积雪深

度继续增加，大部分牲畜都已经死亡，牲畜死亡速度

减缓。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收集分析草原雪灾历史灾情和致灾因子时空

分布特征的基础上，根据草原雪灾形成机理，选取积

雪深度为致灾强度，牲畜损失率为灾损程度，利用致

灾强度-灾害损失反演法，将二者拟合，构建了锡盟
草原雪灾牲畜脆弱性曲线，使得对草原雪灾牲畜脆弱

性的研究更加细化。结果表明，曲线拟合效果非常接

近草原雪灾牲畜损失的真实情况。根据致灾强度频次

空间分布，应加大对东乌旗、西乌旗和镶黄旗防灾减

灾的投入；根据致灾强度频次时间分布，应着重加强

锡盟地区 1月份的积雪监测工作；根据草原雪灾牲畜
脆弱性曲线，当积雪深度达到 60cm以上时，应积极
采取防灾减灾措施，以减少牲畜损失。 
此外，影响草原雪灾损失大小的因素除了雪深之

外还有积雪持续日数、积雪覆盖面积，还有牧草生长

季牧草长势与牧区棚圈设施等因素，在今后的研究中

将进一步探究其他因素对草原雪灾损失率的影响来

修正脆弱性曲线，以提高草原雪灾损失评估和风险评

价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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