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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突发事件应急物资调度
Discussion on Emergency Material Disp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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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目前处在突发公共事件的高发时期，灾害对人们生命财产的威胁日益严重，而救援物资应急
调度是防灾减灾的关键环节。本文就突发事件及其应急物资调度的研究进行了介绍，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方
向。通过该研究对协调城市社会发展二元矛盾，塑造新型和谐社会关系具有现实意义和长期的战略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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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各类自然灾害爆发频率与规模呈明显
上升趋势，如 ２００８ 年中国汶川特大地震造成约

最大程度挽救人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其理论意义与
工程应用价值对社会建设都是巨大的。
1 相关概念

８７１５０ 人遇难或失踪，直接经济损失 ８４５１ 亿多元；

１．１ 突发事件

２０１０ 年中国玉树大地震造成约 ２３００ 人遇难或失

突发事件是指社会发展过程中影响社会正常运

踪。此外，２００４ 年印度洋海啸、２００８ 年中国南方雪

行的重要事件，该概念是上个世纪 ９０ 年代初由我国

灾、
２０１０ 年海地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 给全世界、

学者提出的。初期的突发事件多基于案例的定性分

全社会带来巨大的人身伤亡和经济损失，即使将其

析法，而对相关研究涉及的较少。突发事件具有不

降低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其绝对量也是相当的

确定性、信息的高度缺失性、危害性、应对时间上的

惊人。面对错综复杂、难以回避的各类重大自然灾

紧急性和阶段性，由于较大规模的突发事件通常会

害，如何增强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物资调度能力，

对社会造成深刻和长远的影响，突发事件的及时处
理正成为各级政府机构的一项基本职能，也是反映

★基金项目：辽宁省科技攻关项目 ２０１１２１６００８；吉
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２０１１５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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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政管理能力和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 ［１］。我国

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起步相对较晚，ＳＡＲＳ 之
后，我国提出了应急管理的“一案三制”
，并在 ２００６

研究现状加以介绍。
在应急调度机制方面，范维澄院士凝炼出我国

年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北京、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的五大科学问题 ［４］，并渗

上海、
广东等地初步建立起应急运行机制和指挥系统

透应急调度的内在机制；Ｙａｎｇ Ｑｉｎｇ、Ｓｈｉ Ｙａｎｅｎｇ 等

［２］

提出基于免疫的应急预案多代理理论框架。在应急

。
１．２ 应急物资调度

调度模型构建方面，从优化目标与约束条件角度出

物资调度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里，由所需物

发，Ｂａｚｂａｒｏｓｏｇｌｕ Ｇ．Ａｒｄａ Ｙ． 研究了救援时间约束下

资、仓储设施、运输工具、人员和通讯联系等若干相

最小费用应急调度模型；何建敏、刘春林等研究了应

互制约的动态要素所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

急时间最早以及限制期条件下出救点最少的应急调

体［３］。应急物资调度是对突发公共时间应对过程中

度模型；葛洪磊、刘南等综合多种属性因素来构建以

物资运输过程进行作业计划，将各个物流元素、实

受灾人员损失最小为目标的多受灾点、多商品应急

环节进行相互协调，使受灾点可以及时得到所需
体、

物资分配模型。从建模的表现形式角度出发，孙颖、

的物资资源，它属于普通物资调度的特例。普通物

池宏等研究了多路径下应急资源调度的非线性混合

资调度与应急物资调度的差异如表一所示。

整数规划模型；周晓猛、
姜丽珍结合动态规划的基本

表一 普通物资调度与应急物资调度的差异表

在应急调度
理论，构建应急资源优化配置数学模型。
信息系统方面，陈涛、
翁文国等针对大规模火灾的预
防 问 题 提 出 了 消 防 应 急 管 理 平 台 架 构 ；Ｚｈｏｎｇ
Ｓｈａｏｂｏ、Ｓｈｕ Ｘｕｅｍｉｎｇ 等基于事件链原则对应急管
平台中综合预测过程和相关技术进行了研究［５－７］。可
见，在应急调度方面的研究角度众多，集成上述研究

应急调度的配送需在有限的时间内将各种救灾

成果，面向重大灾害的大规模救援物资应急调度模

物资从不同的供应中心送到一个或多个灾区，其过

型的构建、各单元模型间的协调机制的研究将成为

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与普通物资调度系统相比，具

未来的一个研究趋势。

有如下特征：
（１）系统处理大量集中物流的能力，其

在车辆调度及路径选择模型方面，从模型包含

高峰期主要是在救灾和灾后重建期间；
（２）系统的快

的范畴角度出发，Ｈａｇｈａｎｉ Ａｌｉ、Ｈｕ Ｈｕｉ－ｊｕｎ 等建立了

速反应能力，具有一次性和临时性要求；
（３）系统的

应急车辆调度规划模型；Ｏｚｄａｍａｒ Ｌ．、Ｆａｌｌａｈｉ Ａ Ｅ．等

开放性和可扩展性，满足不同突发事件和地域要求。

研究了应急资源调度路径优化问题；Ｙａｎｇ Ｓａｉ－ｎｉ、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Ｈａｍｅｄｉ Ｍａｇｈａｎｉ Ａｌｉ 研究了限定区域内车辆实时调

应急调度问题的研究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

度及路线诱导模型。从模型的目标与约束特征角度

６０—７０ 年代开始重视调度的复杂性，至今已经出现

出发，Ｗａｎｇ Ｈａｉｊｕｎ、Ｘｕ Ｊｉｏｎｇ 以减少缺货成本为目

了许多新的调度理论和方法。包括一次性消耗物资

标对应急物流的车辆调度问题进行了研究；何正文、

调度、多目标物资调度、连续消耗物资调度、多资源

贾涛等研究了基于禁止时间窗的应急物资调度车辆

物资调度、物资运输调度等。由于其模型的构建和

路径问题。从模型的不确定性描述角度，谢小良、符

算法的求解大都是在各种不确定因素下，其组合优

卓研究了模糊机会约束规划下的物流配送路径优化

化问题具有相对复杂性。现对国内外对应急调度的

模型；Ｗａｎｇ Ｃｈｕａｎｘｕ、Ｊｉａｎｇ Ｌｉａｎｇｋｕｉ 考虑了应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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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中需求物资的不确定性，采用模糊多目标混合整

（２）在考虑应急调度成本的模型中，多参照一般

数规划选取从物资供应处到灾难现场的运输路径。

商业物资调度评价指标，片面地认为物资供应点少

在模型求解方面，张景玲、赵燕伟等对动态需求车辆

则应急成本低。

路径问题采用量子算法对路径选取进行优化；王海

（３）需应急调度的物资应进行优先级划分，及时

周献中等从控制路网规模入手，提出了矩形限制
梅、

地将高优先级物资运输到受灾点是物资运输的阶段

搜索区域的最短路径算法。在信息处理方面，杨晓

性要求，这方面以往的研究少有涉及。

光、彭春露引入可靠性理论对路网交通流影响下的

（４）当前解决组合优化问题的算法有很多，如禁

应急救援车辆畅通通行进行可靠性分析；刘杨、沈海

忌搜索、粒子群算法、蚁群算法等，但这些算法的精

州等应用 ＢＰ 神经网络模型，建立了应急车辆行程

度多与控制参数有关，但调度的动态变化无法及时

时间计算模型。可见，依托 ＧＩＳ 等技术平台的车辆

体现，影响应急响应［１１］。

调度与路径选择模型与算法的动态集成研究是这一
领域中的研究趋势。

（５） 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就是其构建的数学模型
中应急地点的物资需求量都是确定的，从物资配送

综上所述，国内外在应急调度、
路径选择与车辆

中心到应急地点所需时间也是确定的，这在实际的

调度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获得了一些进展，丰富了

应急物资调度中是不现实的。因为在实际情况中，由

不确定应急调度的理论与方法。但针对不确定条件

于突发事件通常在不可预知的状态下发生，物资运

下大规模救援物资应急调度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随着受灾信息的清晰，各种应急参数
输具有盲目性。

对灾害演变的动态描述、不确定性精细刻画和清晰

才能确定。因此，不确定信息感知下，必须完成调度

化等共性问题仍是科研难题。对于大规模救援物资

方案使救援物资及时运输到救灾点［１２］。

应急调度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来说，上述的研究成

当应急事件出现后，如何根据有限的信息，确订

果将在某些环节发挥重要作用［８］。

最佳的具体化、
科学化的应急物资调度方案，减少浪

3 研究现状分析

费，最大程度降低灾害给人们带来的灾害方面的工

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多目标、多资源、

作还有待于提高［１３］。整个应急管理过程，还缺乏一个

多运输方式的组合优化研究方面，多以时间或运输

有针对性的应急调度信息系统支撑平台，提高灾害

成本作为优化目标［９］。宏观上对应急预案进行选择，

信息分析与应急决策支持能力［１４］。

微观上对车辆路径、物资配发等建立模型［１０］。但这些
研究对应急调度问题仍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
（１）应急调度分前期调度和后期调度，其调度目
标不尽相同。前期对物资配送的及时性要求较高，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必须建立一个应急调度管
理信息系统。系统应能及时、科学地为灾害信息分
析、
态势评判、应急决策提供支持。系统应具有如下
特征：

而在灾情稳定的后期，应急调度应更多地考虑调度

安全；
（１）系统运行稳定、

成本的最小化。但多数研究只是建立目标函数为最

（２）美观友好的 ＧＵＩ 界面，操作使用简便；

小应急成本的调度模型，这种强调成本因素的模型

（３）强大的管理功能，实时动态信息管理；

无法体现应急物资调度的弱经济性和强时间性特

（４）周密的操作员权限管理和系统安全设计；

点。

（５）灵活的个性化定制，适应特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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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应急调度管理信息系统将为灾害发生下
应急物资调度提供科学化的决策支持。
4 结束语
通过对突发事件应急物资调度的研究，协调城
市社会发展二元矛盾，塑造新型和谐社会关系具有

２０１０， ２７（０２）： ６３－６６．
［８］Ｌｉｎｅｔ Ｑｚｄａｍａｒ， Ｅｄｉｚ Ｅｋｉｎｃｉ， Ｂｅｓｔｅ Ｋｕｃｕｋｙａｚｉ－
ｃｉ．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Ｊ］．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４，１２９ （０７）：
２１７－２４５．

现实意义和长期的战略性意义，将为我国进一步制

［９］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 Ｚｈｕ Ｊｉａｎｍ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Ｊｕｎ，Ｚｈａｎｇ

定突发事件的处理预案提供科学理论依据和全面的

Ｍｉｎ．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

技术支撑，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有效地推动城市的现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Ｃ］．２０１０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Ｅ－

代化和谐发展。

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ＣＥＭＭＳ ２０１０），Ｂｅｉｊｉｎｇ，２０１０：２０２－２０．

参考文献
［１］Ｔａｋｅｏ Ｙａｍａｄａ．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ｌｏ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ａ
ｃｉｔｙ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９６， ２７（１０）： ９３１－９３６．
［２］常春光，陈冬文，宋晓宇． 突发事件应急调度
模型与管理评价指标体系评述［Ｊ］．沈阳建筑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１１（０２）：１７８－１８１．
［３］王长琼．物流系统工程［Ｍ］．北京：中国物资出
版社，２００４．

［１０］张景玲，赵燕伟，王海燕，介婧，王万良．多车型
动态需求车辆路径问题建模及优化［Ｊ］．计算机集成
制造系统，２０１０，１６（０３）：５４３－５５０．
［１１］王海梅，周献中．一种限制搜索区域的最短
路径改进算法［Ｊ］．南京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９，３３（０５）：６３８－６４２．
［１２］李周清，马祖军．区际救援物资中转调度的
动态决策模型与算法［Ｊ］．运筹与管理， ２０１１，２０（０３）：
４６－５２．

［４］Ｙａｎｇ Ｑｉｎｇ， Ｓｈｉ Ｙａｎｅｎｇ，Ｗａｎｇ Ｚｈａｎ． Ｍｕｌｔｉ－Ａ－

［１３］葛春景，王霞，关贤军．应对城市重大安全事

ｇ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ｂａｓｅｄ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ｐｒｅ－

件的应急资源联动研究 ［Ｊ］．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ｐｌａｎ ［Ｃ］．２０１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Ｅｄｕｃａ－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３）： １６６－１７１．

ｔｉｏｎ， 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ＩＣ４Ｅ
２０１０）， Ｓａｎｙａ，２０１０：４０７－４１０．
［５］柴秀荣，王儒敬．多出救点、多物资应急调度

［１４］韩传峰，王兴广，孔静静．非常规突发事件应
急决策系统动态作用机理 ［Ｊ］． 软科学，２００９，２３（０８）：
５０－５３．

算 法 研 究 ［Ｊ］． 计 算 机 工 程 与 应 用 ， ２０１０，４６ （０６）：
２２４－２２６．
［６］孙敏，潘郁．多资源复杂网络的应急调度研究
［Ｊ］．运筹与管理，２００９，１８（０６）：１６５－１６９．
［７］耿泽飞，胡飞虎，陈慧敏，孙林岩．多灾害点应
急资源调度研究与实现 ［Ｊ］． 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作者简介
许岩峰（１９８４—），男，吉林延吉人，本科，主要研
究方向：信息管理系统设计与应用；
王巍（１９８３—），男，辽宁沈阳人，硕士研究生，主
要研究方向：设备管理系统设计与应用。

213

浅
谈
突
发
事
件
应
急
物
资
调
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