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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变化加剧，世界各地自然灾害的频发，国际社会为应对自然灾害进行了不懈努
力，历届世界减灾大会不断强调对应急管理全流程的研究，恢复重建作为应急管理的重要环节而
得到广泛重视。积极开展灾区恢复重建后效评估有利于保障灾区恢复重建实施与区域可持续发
展。灾区恢复重建后效评估研究时间较短，首先比较分析了国内外恢复重建的内涵，明确了恢复
重建后效评估的基本概念，并梳理了灾区恢复重建后效评估的在中国的发展演变。由于灾区恢复
重建内容复杂多样，本文结合灾区恢复重建后效评估的发展历程、研究范围与关注时段，分别从项
目、要素与可持续性三个关键视角对后效评估的理论方法等展开评述，结果表明：
（1）项目后效评
估在灾区恢复重建后效评估中起步较早，现有评估多集中于居民住房、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工程
质量的评估，但缺乏对项目设计过程中社会居民参与度、公众满意度以及社会经济效益等的评
估。
（2）要素后效评估在灾区恢复重建后效评估中涉及范围最广，具体包括社会、经济与环境等要
素，这些要素的评估受政策绩效影响较大，后期需要构建综合的评估体系以开展科学评估。
（3）可
持续性后效评估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地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为基础构建评估框架，
有利于促进灾区的可持续发展。通过综合分析《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中“重建的更好”(BBB)理
念，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以及《巴黎协定》适应全球变化等诉求，结合当前灾区恢复重建
后效评估现状进行展望，以期为灾区恢复重建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更为系统、综合的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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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口增加、资源消耗与生态环境的
日益恶化，自然灾害已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性

减轻自然灾害日。随后在 1994 年第一次世界减灾
大会通过的《横滨战略与行动计划》强调将防灾备

问题。灾害分为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而由于环境

灾纳入各级战略规划，发展和加强防灾减灾能力是

异常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产生的危害更大、范围更

“减灾十年”期间的优先领域，该时期国际社会主要

广，从促进人地协同与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

关注防灾减灾［3］。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对灾

分析，针对自然灾害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后效评估意

害的关注内容也日渐丰富，恢复重建逐步得到重

义重大

。灾区恢复重建后效评估的关注内容更

视。2005 年第二次世界减灾大会通过了旨在“降低

加综合，评估时段更加持久，主要是对灾区社会、经

灾害风险，提高恢复力，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兵库

济与生态多元要素恢复重建效果与可持续性的系

宣言》，其主要强调在防灾、备灾、应急与恢复重建

统评估。国际社会为应对自然灾害作出了不懈努

的减灾大循环背景下积极开展综合评估，以减少灾

［1-2］

力，自 1989 年联合国宣布将从 1990 年开始实施“国

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
（IDNDR）计划，并设立国际

害风险和降低脆弱度［4］，开始将灾区恢复重建后效
评估提上议程。随后第三次世界减灾大会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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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30 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将“在恢复、

实困境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8］。国际上将灾区恢复

善后和重建方面‘重建的更好’
（Build Back Better，

期分为短期的恢复重建与长期的发展重建，后效评

加人民获得和利用评估结果的机会 ，并强调要将

恢复重建后效评估在项目管理领域应用较广，自 20

简称 BBB）”作为四个优先事项之一，提出要大幅增
［5］

灾区恢复重建后效评估成果加以实际应用。随后
在 2017 年全球减灾平台大会、2018 年亚洲部长级减

估的时间范围包括上述两个阶段（图 1）。早期灾区

世纪 30 年代开始，各国政府及世界银行等组织为提

高投资效率，逐渐提出和发展了后效评估的相关理

灾大会曾专门召开“重建得更好与备灾”与“社区/地

论体系［13］。总体而言，灾区恢复重建后效评估是将

方的恢复力”等专题会议，不断阐述了灾区恢复重

恢复重建理念与后效评估理论相结合，针对恢复重

建后效评估在灾害管理中的重要性 。

建效果与可持续性的综合监测与评价，从而保障灾

［6］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变化加剧，世界各

地自然灾害频发，相继发生了 2004 年印度洋海啸、

区恢复重建实施与可持续发展。

2005 年卡特里娜飓风、2008 年汶川大地震、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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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日本大地震等自然灾害。这些自然灾害发生后
的恢复重建工作已开展数年，研究者对恢复重建的

诸多领域开展了评估，但由于灾害类型的多样性与
恢复重建的复杂性，现有恢复重建评估多集中于对
前期自然风险［7］、灾后损失［8］、灾害区划［9］等内容的
评估，而对灾区恢复重建效果与可持续性的评估较
为分散，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与技术方法。近
年来随着“12·31 印尼洪灾”、
“6·17 长宁地震”、
“利

奇马台风”等灾害再次袭来，部分重建的灾区又一

次遭受严重损失，部分重建项目问题频出，开展灾

图 1 灾区恢复重建的三种典型情境

区恢复重建后效评估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文拟

Fig.1 Three typical scenarios of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对当前灾区恢复重建后效评估现状进行梳理，为构
建系统的灾区恢复重建后效评估技术提供借鉴。

1

in disaster areas

中国灾区恢复重建后效评估起始于 1980 年代

的灾后重建项目后评价，并在水利工程、铁路建设、

概念与内涵

电网建设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4］。灾区恢复重建

灾区恢复重建作为应急管理领域的重要分支，

后效评估研究在汶川地震后逐步深入，评估内容由

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由于恢复重建的研

传统的工程项目拓展到社会、经济、环境等不同要

究时间相对较短，其概念与内涵尚未明确，再加之

素领域，评估时段也由恢复重建实施结果拓展到后

恢复重建的内容广泛，积极开展恢复重建的概念与

期可持续性等阶段。杨月巧等［15］认为地震灾区恢

内涵研究，有利于加深对灾区恢复重建后效评估的

复重建后效评估应包含经济效益、工程项目、社会

理解。HAAS［10］在 20 世纪 70 年代首先对恢复重建

效果、人文建设、应急能力、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

内涵开展了研究，随后有学者对各类型致灾因子、

六方面内容［16］。此外，也有学者单独对灾区恢复

承灾体的恢复重建进行探索。但目前学界对恢复

重建的工程项目、社会影响［17］、风险评价［18］等内容

重建的概念仍存争议，国外学者与机构多侧重对恢

进行评估，但由于具体评估指标的选取往往受地

复的解读，如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认为恢

域、政策、技术等因素的制约，导致现有评估内容相

复应该是指所有系统达到灾前水平，但前提并没有

对分散，依据研究内容主要划分为工程项目评估、

采取相应的紧急措施

。而部分国内学者认为恢

单要素评估与可持续性评估领域。近年来，随着遥

复一般是灾后短时间的修缮性工程，而重建是在灾

感、无人机、雷达等数据获取技术的广泛应用，灾区

后较长时间的建设工作

。事实上，灾区恢复重建

恢复重建后效评估在研究内容与方法技术等层面

要以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综合解决灾后现

也不断丰富［19］。通过开展灾区恢复重建后效评估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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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等：灾区恢复重建后效评估研究进展

研究，可有效减少资源浪费与效率低下等问题，促

阶段，从初期与国外机构合作以提升理论经验，再

进灾区恢复重建的高效实施。

到后期自身开展业务实践与课题研究，尽管项目后

恢复重建后效评估现状

2

效评估在灾区恢复重建中已得到较多研究，但还未

自然灾害发生后，恢复重建的内容极为广泛，
导致恢复重建后效评估的领域也非常丰富，但是目
前各领域的评估差异较大，以下依据灾后恢复重建
的主要内容与当前评估关注重点，将灾区恢复重建
后效评估大致分为项目后效评估、单要素后效评估
与可持续性后效评估等类型。其中项目后效评估
研究时间较早，单要素后效评估涉及范围较广，可
持续性后效评估关注时段更长。由于受损工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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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80 年代引入项目后效评估至今经历了多个发展

目的重建是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工作，因此项目后
效评估的研究较早且相对成熟，开展项目后效评估
研究有利于分析恢复重建后效评估的发展历程，也
有利于侧重对物质类恢复重建的评估；恢复重建后
效评估涉及社会、经济与环境等多要素，依次开展
单要素后效评估有利于分析当前恢复重建后效评
估的主要范围，也有利于关注非物质类恢复重建的
评估；最后开展恢复重建可持续性评估是从时间上
进行延伸，也是后效评估相比效果评估的优势，其
更加关注灾区恢复重建的可持续性，有利于开展长
时间尺度恢复重建的评估。以下结合各部分评估

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体制保障重建项目的有效实施
与运营管理。
（2）研究内容
灾区恢复重建项目具有工期紧迫、投资巨大、
决策迅速的特点，开展项目后效评估对检验项目成
效，提高管理水平与规范运作具有重要作用［23］。现
有项目后效评估多关注对实施过程与社会经济效
益的评估，而缺乏对社会环境影响与可持续性的系
统评估［24］。在评估过程中往往会涉及居民住房、市
政交通、水利通信等各类设施，评估内容会受到具
体设施的影响［25］加强标务设施等项目类型大、决策
迅速的特点，加强项目后效评估实。杜静选择住
房、能源、水利、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与学校、医
院、文化场所等公共服务设施，分别从项目建设过
程、经济效益、社会环境影响与可持续性等方面对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项目开展后效评估，以提升项目
资源的配置效率［26］。郭丽华则选取汶川地震一所
受灾中学的重建项目将自身效能、社会效能、环境
效能等作为评估内容，发现其实现程度受政策、资
金、管理等外部条件的制约，未来还需要加强对灾

内容与具体方法对其发展现状依次进行分类研究。

后社会环境影响的研究［27］。钟炜等结合天津支持

2.1 项目后效评估

略阳地震灾区恢复重建项目，基于对项目重建相关

（1）发展历程

方的利益诉求与可持续发展原则制定了恢复重建

项目后效评估在灾区恢复重建相关评估中较

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重点对项目资金管理、
工程

早得到发展，研究集中于项目管理、工程咨询等领

效果、
规划落实以及社会经济效益等领域展开评估，

域。项目后效评估作为项目生命周期必不可少的

并对支援重建的项目效益与实践经验进行总结［23］。

一部分，在灾区恢复重建后效评估中占有重要地

项目后效评估需进一步深化评估内容的研究，通过

位

建立相应的信息系统供同类项目相关者调用。

。项目后效评估与项目后评价含义相近，具体

［20］

是指在工程项目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营后，具体对项
目目标、工程质量、经济效益等内容的系统评估［21］。

（3）研究方法
灾区恢复重建项目评估具有目标多样性，难以

相比于项目前期评估，项目后效评估在时间与内容

用统一的方法进行系统评估，评估方法会随着技术

上得到延伸，旨在形成对项目全程的监督管理。在

进步与社会诉求变化而不断演进。诸如随着社会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曾是美国国会监

督政府“新政”投资的重要手段。直到 20 世纪 60 年

代开展了“向贫困宣战”计划，有效的完善了后效评
估的理论方法。20 世纪末，由于项目后效评估发挥
的作用日渐明显，亚洲开发银行将原先的后评价局
改为业务评价局，要求在评估各业务部门工作质量

的过程中要参照项目后评价结论

。国内自 20 世

［22］

公平、教育平等、就业效果等研究内容的纳入，产生

了 L-M 法（Levenberg-Marquardt 法，多用于处理非

线性最小二乘问题）、ANP 法（The Analysis Network

Process 法，适用于非独立反馈系统的决策方法）和

EM 法（Effect Method 法，多用于项目影响与结果的

评估）等新方法，世界银行等组织经过长期实践形
成一套相对完善的后评估体系（表 1），同时公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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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后评价程序对比[21]
Tab.1 Comparison of post evaluation of project procedures between the World Bank and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21]
世界银行

阶段

程序

亚洲开发银行
工作情况

程序

工作情况

1

自我评价

执行具体的贷款项目

项目竣工验收

从项目竣工验收报告中获取原始信息

2

审计自我评价

完成项目报告审计

项目执行审计

侧重特殊问题研究以补充项目报告

3

概括项目审计

总结经验并指出未来重点

年度总结后评价

总结归纳后评价报告，形成广泛结论

4

复评

选择典型项目开展影响评估

影响评价研究

5

后评价反馈

将后评价结论应用到新项目中

特别研究

贷款结束 2~3 a，选择性开展影响研究

分析重要的业务和惯例，研究共性问题

常用的调查分析法、逻辑框架法等方法［28］。联合国
人类居住中心出版的《灾后项目评价指南》等文件
要求具体的评估指标要从政府政策、工程项目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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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操作等方面综合考虑，针对项目进度、工程质量、
经济效益，以及社会影响、环境影响、居民满意度等
有相应的评估方法［29-30］。TSAI［31］曾提出一种利用多
时相卫星图像和相关地理空间数据进行区域滑坡
灾后评价的方法，帮助台湾南部山区滑坡灾害发生
后开展项目重建。在项目后效评估的各个阶段具

图 2 灾区恢复重建单要素后效评估系统
Fig.2 Post evaluation system of elements in the disaster

有其对应的方法：在项目目标后效评估中多使用逻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辑框架法，具体指标应依据项目性质与实际情况制

平。灾区恢复重建设施包括交通能源、通信、水利

定；在项目过程后效评估中多运用成功度模糊评价

等基础设施与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公共设施，在

法，针对决策过程、勘察设计、招标工作、实施过程、

重建过程中需要大量资源，通过对重建经费与救助

运营管理等开展评估

物资等资源管理评估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在项目效益后效评估中对

［32］

经济效益评估多采用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定量评
价法，而对社会与环境效益评估则采用价值评估
法

；在项目影响后效评估中，多通过实地调查与

［33］

公众座谈会等方式采用公众参与法开展评估

YAN 等［35］对比了印尼（2004 年印度洋海啸）、中国

（2008 年汶川地震）与澳大利亚（2009 年森林火灾）
灾后住房重建中的资源管理差异，并评估了政府驱

；在

动、捐助驱动与市场驱动不同重建战略的资源配置

项目可持续后效评估中，重点对社会、经济、环境等

流程，提出资源的有效管理取决于多方合作与政策

可持性开展评估，多采用模糊度综合评价法 。

保障。决策者在制定恢复重建策略过程中需要深

2.2 单要素后效评估

入研究恢复过程，但目前没有统一的灾害恢复测量

［34］

［27］

灾区恢复重建是一项涉及社会、经济与生态环

框架，吴吉东等［36］通过对路易斯安那州卡特里娜飓

境的系统工程，综合开展对这些要素的后效评估可

风袭击后 6 年多的恢复过程进行测量，依据灾害恢

以保障灾区各领域的统筹发展。现有灾区恢复重
建后效评估对经济、环境要素关注较多，而对社会
要素关注相对较少，由于不同要素在数据获取与社
会关注方面存在差异，需要依据实际情况选择恰当
的评估方法。社会、经济与环境作为灾区发展的支
撑系统，通过对单要素后效评估的研究梳理可为构
建多要素后效评估体系奠定基础 （图 2）。
［15］

（1）经济后效评估

复度量框架判定方法评估经济恢复水平，利用路易
斯安那州实际 GDP 和人均实际 GDP 等指标评估发
现该州经济仍然没有完全恢复。CHANG［37］分析了

1995 年日本神户地震后人口和经济的恢复过程，发

现恢复重建活动对该城市灾后经济有明显影响，呈
现 3~4 年的暂时复苏，随后达到比灾前低 10%的发

展水平，另外还造成港口活动的大量损失以及服务
业转移等影响。灾后恢复重建中开展经济产业结

不同学者从重建经费、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

构调整与优化布局研究有利于保障灾区经济长效

入、就业率、财政税收等方面评估灾区经济恢复水

发展，李国平等［38］基于汶川地震后受灾群众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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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利用问卷调查法对恢复重建区域经济政策效果

社会生活、居民生计、社会结构、社会发展等展开评

进行评估，发现灾民对恢复重建政策整体满意度较

估，另外还有对居民心理、社区文化、受教育权、应

高，但在产业发展、就业安置等领域存在不足，提出

急能力、治安秩序与扶贫开发等内容的评估［46］。灾

将产业发展作为灾区振兴的重要举措。

区恢复重建中居民生活，尤其是生计问题得到广泛

（2）环境后效评估

关注，灾后住房重建、技能匮乏等导致灾民生计困

生态环境作为孕灾环境与人类社会活动的基

难，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创新贷款担保机制、拓展融

础，灾区恢复重建要对生态环境风险、生态功能恢

资渠道等方式能够有效解决“因灾致贫”的问题，进

复、生态环境影响等方面进行评估

。由于灾区自

而改善灾区居民的生计状况［47］。针对重建社区开

然环境的并不稳定，恢复重建过程中还需要考虑滑

展居民心理评估对灾后人文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徐

坡、
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通过对恢复重建过程中生态

玖平［48］通过对汶川地震灾后社区进行问卷调查与

环境风险评估有利于减少二次损失［40］。孙研等［41］结

访谈，提出在灾后社区心理援助中采用统筹优选的

合堰塞湖规模、集雨面积、人口密度等指标对汶川

方法作为参考，该模式具体包括灾后心理评估体

地震形成的堰塞湖运用广义熵值法进行风险评估，

系、社区心理援助等，分别从援助者与援助对象、援

发现人口密度、心理恐慌度等社会属性指标对堰塞

助内容与方法等方面研究。另外 TIM［49］等则利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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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湖风险影响明显。李渝生［42］认为地质灾害的隐蔽

层次模型对社区社会资本与灾后心理健康的联系

性与其诱发因素的多重性要在规划选址中重点考

机制展开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较高的地区个人遭受

虑，需要开展对地质环境适宜性评估，以及地质灾

创伤后压力较小。灾区恢复重建经常会涉及不同

害风险性评估，并以北川、青川县灾后重建选址的

文化背景的民族群体，现有“统规统建”的模式使得

环境地质适宜性进行评估，认为处于地震断裂带上

重建社区具有脆弱性，在重建过程中需要对社区认

的山区小镇要异地迁建，非断裂带上的城镇在遵从

同、社区意识与社区文化进行评估，满足个性化社

科学规划的基础上进行原址重建。EDWARD

区需求。灾后教育重建往往具有示范和引导作用，

以

［43］

印度洋海啸后泰国沿海家庭参与红树林恢复为研
究对象，分析提出水产养殖与土地复垦是红树林遭
受砍伐的主要原因，研究发现沿海家庭参与种植项

有利于心理恢复与应急能力建设，ELIZABETH［50］利

用 2004 年印度洋海啸发生前后苏门答腊岛两省人
口调查数据，发现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在海啸中更

目的意愿与当地管理体制有密切联系，同时在制定

容易生存，灾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心理更加健康，

红树林管理政策时还需要考虑为村民提供公平的

从长远来看，教育与更高水平的恢复力相关联。少

工资。灾后进行环境恢复力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

数民族聚居区多位于灾害多发区，这些地区保留有

评估，便于综合平衡灾区发展与保护环境的问题。

丰富的民族文化与建筑文化，余慧［51］基于历史文化

汤青等［44］通过对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地区开展

恢复理论系统构建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价值的影

土地资源安全评价，结合地质条件、水土资源条件、

响评估模型，对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名城文化

灾害风险性、生态环境构建了灾后重建区的土地资

进行价值评价，还有借助社会影响理论探究羌族特

源评价模型，利用 GIS 空间分析法对栅格单元与行

色村寨、基层社区等重建效应，对其制度文化重建

政单元的土地资源安全进行评价和相应分级，为后

效应展开评估。综合开展灾区恢复重建社会后效

期同类型地质条件的生态环境评估提供了参考。

评估有利于推动灾区内在与外在的系统重建。

此外，积极开展生态系统恢复力评估可以提高恢复

2.3 可持续性后效评估

重建的科学性 。
［45］

（3）社会后效评估

（1）发展历程
灾区恢复重建需要综合考量灾后的社会群众

灾区恢复重建不仅是单纯的物质重建，还包括

迫切需求与后期的可持续发展，而紧急应对灾害的

社会各领域非物质形态的重建，针对这些要素的评

压力往往会使一些政策增加灾区的长期脆弱性，应

估正逐步引起重视。2008 年由多部门共同编制的

通过综合分析恢复重建短期和长期脆弱性的组成内

《灾害及灾后重建的社会评估手册》对灾区恢复重

容与影响因素，深入评估灾区发展的可持续性［52］。

建社会评估的内容与方法进行了系统研究，重点对

2015 年联合国通过“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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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大致包含了经济增长、

略，要注重民众在恢复重建项目论证、实施与监督

社会包容与环境保护三个可持续发展维度，制定了

过程的自由参与，
以提升评估结果的准确性［58］。

具体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上述目标的驱动下，

2015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进一步提出了“重

灾区恢复重建可持续性后效评估针对项目、社

建的更好”
（BBB）的理念，要求在恢复重建中切实提

会、经济与环境等不同内容方法存在明显差异，国

升灾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对“兵库行动框

外多以可靠性、恢复性进行评价，国内则采用模糊

架：增强国家和社区的抗灾能力”执行情况进行评

评价法、灰色聚类法、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等［59］。但

估审查，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应结合可持续发展目

随着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恢复重建中得到广

标要求制定恢复重建指南，例如提升土地利用规划

泛关注，结合该目标的综合性评估方法也在不断涌

和结构标准。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应支持区域合作

现。2010 年红十字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

以确保有效的灾害应对，例如投资区域兼容的预警

和英国建筑研究院（BRE）合作开发的 QSAND 评估

机制，共同演习和培训等国际减灾合作等

。此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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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方法

工具（
“自然灾害后可持续性量化”缩写），是为灾后

外，2015 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达成的《巴黎协定》要

促进灾后可持续性的救济、恢复和重建的评估方

求灾后恢复重建中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灾区恢

法。该工具致力于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复重建后效评估中要将减少灾害风险、可持续发展

（SDGs），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影响灾害恢复重建

与应对气候变化等战略目标综合考虑，系统开展可

的多种因素，提倡采用整体而可持续的方法解决恢

持续性后效评估是灾区恢复重建成效监督与区域

复重建中的发展问题，以便提早制定积极对策响应

协调发展的必然诉求。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尤其强调要以可持续的方
式对住房等居住环境开展恢复与重建，通过提供一

（2）研究内容
灾区恢复重建可持续性后效评估是对灾区发

个综合性的协调框架，以评估重建方案的可持续

展的持久性与适宜性开展的系统评估，依据要素差

性。该工具的评估内容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异可从社会、经济与环境等进行评估，依据地域类

（SDGs）密切相连，结合建成环境共设有住房和社

。灾区恢复重建可

区、定居点、材料和废物、能源、供水和卫生、自然环

持续性评估在国外研究较早，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

境、通讯、交差性问题等八个分类，这些分类的可持

公室等机构编制的“美国可持续性减灾战略研究”

续性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程度存在差异，依据

系统划分了灾后恢复重建的研究内容，要求将检测

贡献大小依次分为积极贡献、部分贡献与有效贡

恢复模式的可持续性、检测和评估恢复过程中可持

献，从而为评估灾后恢复重建居住环境的可持续性

续发展进程作为研究重点

提供一个系统框架［60］
（图 3）。在恢复重建环境可持

型可对乡村、城市等进行评估

［54］

。Takeuchi 等利用可持

［55］

续性科学理论评估了 2011 年日本东北部地震后的

续性评估中，陈傅宁利用加权求和评分法将人居环

社会生态恢复情况，发现在灾后恢复重建中将传统

境可持续性进行预测分析，通过德尔菲法对指标权

产业转变为可持续农业、林业和渔业可以提升灾区

重进行赋值，并对个别定性指标依据效果差异适当

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复原能力，同时在农村与城市

赋值得到综合的评价结果，最后通过对比评价指数

地区建立韧性社区可以在灾害来临时迅速恢复

与标准值分析人居环境可持续性［61］。美国学者弗

。

［56］

国内侧重对灾区重建人居环境、灾后社会等可持续

里德曼在环境可持续性评估中常借助环境心理学

性评估研究，陈鸽等在评估灾后人居环境的可持续

和行为科学的概念方法，将环境评价因素分为场

性中考虑了社会、经济、生态、、资源保护等指标，提

所、环境关联域、社会历史文脉、使用者和设计活动

出对北川县特有羌族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可以

等，
杨月巧等运用解释结构模型（ISM）方法从林草植

促进灾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被恢复、
土地整理复垦、
防洪堤固堤等方面对庐山地

。灾后社会可持续性

［57］

评估既需要保持人类发展与资源环境供给的平衡，

震后生态环境恢复重建进行可持续性评估［62］。刘强

而且要从社会影响、社会风险和社会适宜性等方面

等以汶川地震为例将改进型蚂蚁算法引入灾后可

关注社会文化的传承发展。李华燊等对汶川地震

持续发展评价，并采用多目标决策的灰色关联投影

研究时发现灾后社会可持续性评估经常容易被忽

模型对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行评估［55］。随着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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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自然灾害后可持续量化评估工具(QSAND)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贡献度关系
Fig.3 Contribution relation of quantization sustainability after natural disaster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发展理论与技术不断发展，可持续性后效评估方法
将会日趋完善。

结论与展望

3

灾区恢复重建后效评估研究起步较晚，现有研
究相对分散，为保障灾区恢复重建工作实施与可持
续发展，国内外相关机构逐渐对灾后恢复重建后效
评估进行深入研究。但目前灾区恢复重建后效评
估内容较为广泛，本研究以项目后效评估为起点分
析了恢复重建后效评估的发展历程及演化，进一步
对社会、经济与环境等不同要素后效评估现状进行
综合分析，明确了现有后效评估的主要关注范围以
及存在的不足，最后通过对恢复重建可持续性评估
的分析突出展示了后效评估关注长时期恢复重建
的特点。通过梳理现有成果发现灾区恢复重建后
效评估在不同领域研究存在明显差异，在理论、方
法与技术等层面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未来需要借鉴
项目管理、规划咨询、政策审计等学科理论进行完
善。
（1）在项目后效评估层面，现有评估较多集中
于灾区恢复重建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居民住房等
工程质量的评估，缺乏对恢复重建项目设计中公众
参与程度的评估，导致在恢复重建过程中公众参与
较少，促使部分重建项目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居民
满意度较低。项目后效评估可通过实地调查、公众

（2）在要素后效评估层面，现有评估对经济要
素、环境要素评估较多，而对社会要素评估较少，这
些要素评估的差异既受政策绩效导向的影响，同时
也受数据可获取性与方法局限性的制约。要素后
效评估中需要加强对间接经济效益、灾民心理、传
统文化、社区认同等内容的评估，采用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的方法完善现有评估体系，促使要素后效评
估尽可能全面，
从而保障灾区系统性的恢复重建。
（3）在可持续性后效评估层面，尽管现有评估
对灾区恢复重建中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性均
有涉及，但由于各要素评估目标的差异性导致评价
指标选取困难。未来可持续性后效评估需要结合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以当地国民经济与社会
发展计划为基础开展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方法选
择，形成有利于恢复重建与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后
效评估框架。
（4）总体而言，灾区恢复重建后效评估直接关
系到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与当地社会发展，为保障
灾区恢复重建的有效实施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构建
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至关重要。基于对灾区恢复
重建评估的现状分析，以可持续发展与“重建得更
好”为理论指导，按照要素全面性、发展可持续性的
原则制定评估框架，进而为探究科学合理的灾区恢
复重建后效评估技术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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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the post evaluation of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in disaster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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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limate change and frequent occurrence of natural disasters around the worl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made unremitting efforts in disaster response. Previous World Conferences on

Disaster Reduction have continually emphasized research on the emergency management process, and relevant
research on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of disaster areas has also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It is helpful to carry

out post evaluation of disaster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efforts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cover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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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The history of research on post evaluation of disaster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is relatively short.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studyclarified basic concepts and sorted out the evolution of post evolution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complex and diverse content in this area,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oretical methods of post

evaluation from three key perspectives: project, elements, and sustainability. The review found the following: (1)
Project after- effect evaluation started earlier in the evaluation of after- effect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The

existing assessments focus primarily on evaluating the engineering quality of residential housing,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facilities; however, focus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roject design, resident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socioeconomic benefits, and other aspects remain lacking. (2) The post evaluation of elements is most extensive in
the post evaluation of disaster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including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elements,

which is greatly affected by policy performance. Thus, we must build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to conduct

scientific evaluation in later stages. (3) The post evaluation of sustainability must develop an evaluation framework
based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and local and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lans.Such

a framework would be conducive to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disaster areas.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build back better”concept in the 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2030, SDGs,

and the Paris Agreement to adapt to global changes,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tatus of disaster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post evaluation,the goal is to provide a more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technical reference for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disaster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polici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disaster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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