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度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科学技术） 

项目公示 

一．项目名称：山地灾害风险评估与监督预警技术和方法 

二．推荐单位：云南省教育厅 

三．项目简介： 

 (一) 主要研究内容 

我国大部分国土位于山区，是世界上受山地灾害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研究

山地灾害风险评估及监测预警，可以认识山地灾害发生、发展规律，评价灾害波及

的山区受到影响、积极应对灾害可能造成的各种破坏，将生命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

针对云南山地灾害防治的现实需求，综合运用宽带移动通信、 5G 通信、人工智能

等信息技术，构建集无线传感器网络、物联网、无人机遥感及 ARCGIS 一体化综

合监测预警方法，通过对山地灾害风险评估及其基础参数的量化模型研究，探索山

地灾害的形成机理、时间序列、空间分布、规模效应和预测预警问题，揭示气候变

化条件下，山地灾害的发生和衍进规律，提高山地灾害风险预警的整体水平，通过

精准建模与预测预警，为云南山区灾害风险预警提供有效技术文撑，为国家灾害监

测预警网络体系构建奠定区域性实验基础。 

(二) 科学发现点 

1. 针对云南省所处欧亚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碰撞带东缘附近的地壳抬升运动以

及云南气候干湿季分明、易受局地暴雨和点暴雨等因素的影响，分析了云南省山地

灾害频发、多发的致灾原因，提出了多源时空灾害大数据信息云平台的概念框架 ，

打破传统平面 GIS 的建设模式，研究基于 GPS/北斗/GLONASS/Galileo 等导航系统、

无人机遥感、物联网、传感网相结合的灾害立体空间网格，从全空间全维数据的采

集、输入、管理，到基于大数据的 GIS、WebGIS、网格 GIS、云 GIS、OpenGIS RS

等运用，并充分结合无线传感网络 IPv6 组网& IOT 技术，5G & AI 结合等进行相关

技术，这些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在山地灾害监测预警领域的空白。 

2. 关键技术表述：1）提出三维精细化山地灾害量化分析模型与风险管理：一

是提出了云南省综合山地灾害风险模型，针对云南省地震、地质灾害、气象灾害、

森林火灾进行综合风险定量模型，并在云南省十三五综合防灾减灾中得到广泛应用；



二是基于风险模型，利用 VR 技术实现云南山地灾害三维分析；2）提出新型网络

化地灾监测及数据分析方法：研制矩阵式山洪泥石流监测的网络传感器；改造现有

雨量计、含水率仪、地下水压力计、深部和表层位移计、GPS 等传感器，并接入传

感网；研究传感信息前端聚合方法和轻量级智能信息处理技术；研发基于矩阵式山

洪泥石流传感器的新型监测方法；3）研发地灾监测传感网及宽带通信关键设备：

包括地灾专用传感网感知设备、网关设备，视频传感监测设备，基于 5G & AI 相互

结合的智能 TD LTE 模块（芯片）的宽带通信设备，用于云南山区地质灾害应急通

信保障的远距离微波通信设备； 4）提出基于三维空间空间大数据的山地灾害验证

技术，综合运用三维空间 GIS 技术，通过数据智能补全、全维时空关联、深度特征

抽取，重构并验证灾害预警预测模型，通过云南省历年来的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

实现场景交叉验证、在线模型验证。 

3. 研究的科学创新：1）针对近年来云南暴雨泥石流区的区域特点，进行源地

土地破坏参数强度试验，提出汇流仿真模型；2）率先将泥石流起动、汇流与三维 GIS 

系统相结合，开发无线传感网络和 3G/4G /5G 通信技术支持的山洪、滑坡泥石流

风险预警系统；3）“光纤+卫星”构成预警监测的双保险模式，保证获取的灾害数

据通讯顺畅在地面通讯光缆中断的情况下、自动切换卫星通信模式，能够有效用于

地震、洪灾等重大灾害监测的数据传输、确保预警决策的及时正确。4）针对突发

灾害应急监测和抢险救灾信息支持的迫切需求，在云南首次提出了“针对突发灾害

应急监测和抢险救灾信息支持的迫切需求，在云南首次提出了“卫星、航测、无人

机”一体化设计的理念和方法，应用一体化设计的理念和方法，应用高分 3 号、4

号的近地轨道卫星，进行云南山区遥感卫星最快成像。“低空无人机”在灾害监测、

应急救援等实时应用方面，可以为灾区提供高质量遥感影像，开辟云南山区快速响

应空间技术发展的新途径，可以预见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 科学价值 

结合已有的国内外灾害风险评估理论与案例研究成果，灾害风险建模与评估可

以按照风险识别区域特征历史灾情分析致灾因子建模、暴露要素、脆弱性评估、风

险情景建模、风险评估的步骤，利用灾害风险辨识、致灾因子建模与区划、风险情

景模拟等进行风险评估和预测分析。 

“十三五”期间，随着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各类山区灾害事件安全

风险将交织并存，公共安全面临着严峻形势和挑战。全面、科学、系统推进地震灾



害预防和处置、地质灾害防治、气象灾害防治、森林火灾防治为重点的山区防灾减

灾新体系建设，对于保护民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的应用价值。 

(四) 同行引用及评价 

1）研究课题的主要成果包括：《云南山地灾害风险评估及预警监测研究咨询报告》、

《云南山地灾害风险评估及预警监测研究专题报告》、《云南山地灾害风险评估及预警监

测研究综合报告》、完成《云南省综合防灾减灾规划（2016-2020 年）》在云南省各减灾

部门得到广泛应用；研究成果对云南山地灾害的现状、山地灾害风险评估、灾害综合风

险评估、山地灾害防治面临的问题、云南山地灾害的防治、山地灾害的监测和预警以及

灾后的恢复和重建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报告结构完整。《研究》紧紧围绕云南省山地

灾害评估及监测预警研究开展模式这一重点，提出了云南省自然灾害的监测、预警、预

防以及灾后的重建等具体措施和实施路径，提出了短期路径，中期路径和长期路径。 

2）本研究 5 篇代表性论著，其中一些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同领域前列水平。

例如，山地灾害风险评估与监测预警技术和方法、云南科技出版社、吴晓松等著；云南

山地灾害风险评估及预警监测综合研究/云南科技出版社/吴晓松等著，这些成果受到同

行及相关学科学者普遍关注。 

 

四．主要完成人情况 

吴晓松，教授，排名第一。完成单位：云南财经大学；工作单位：云南财经大学。

本人是代表论著 1-2 的第一作者，3 通讯作者，也是这些论著的主要学术思想的提出人，

并对全部科学发现点都做出了实质性贡献。每项研究的总体设计与确立，与合作者核心

论点、创新点的商讨，野外室内调研检测，测试结果分析运用，论文书写、改稿和定稿，

均发挥了主导和关键作用。主要工作为：针对山区地质灾害防治的现实需求，通过广泛

调研、联合中科院计算所，应用宽带移动通讯理论、传感网络 IPv6 组网 &IOT 技术， 

5G&AI 技术与泥石流监测预警相结合的技术方法，对灾害发生原因、演化模型及其基

础参数的研究，探索解决山区灾害发生时间、空间和规模的监测预警问题。弄清楚山地

灾害的形成机理、起动机理和汇流机理，揭示不同地质气候条件下，云南山区地质灾害

的形成规律。结合云南山区的实际情况，建立基于传感网络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

为云南山区灾害风险预警提供技术文撑，提高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预警的整体技术水平，

使云南山区 地质灾害野外监测和风险预警取得破性进展，为国家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智

能化网络体系构建奠定区域性的基础。荣获“ICMeCG2013”国际学术会议组织奖、排



名第 1 IEEE 

      徐勇军，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排名第二。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本人是代表成果 4-5 的主要参与作者，也是地

灾传感网方面的主要负责人，研制基于微波、4G/TD-LTE 覆盖山地灾害监测系统，在监

测环境复杂恶劣的云南山区灾害监测运行可靠稳定。负责国家 863 课题，无线传感器网

络时间同步与节点定位”（2006AA01Z22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无线传感器网络测

量关键技术研究”（60772070）；国家发改委 CNGI 示范工程项目“IPv6 微型传感器路由

器”，共获得发明专利 12 项。作为本项目团队中主要成员，本人在应用宽带移动通讯理

论、传感网络研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刘洪江，教授，排名第三。完成单位：云南财经大学；工作单位：乐山师范学院。

本人专业背景主要为自然地理学山地灾害方向，在灾害风险管理、数值模拟、评估、灾

害应急管理上有 20 多年的工作经验；2009.10～2011.10，中科院地理所资源与环境信息

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兰恒星研究员（杰青 2013、长江 2015），

参与了“中国重大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与评估”、“天津塘沽区雷达地面沉降监测”、“汶川地

震震后灾害过程监测与风险控制技术”等项目。已发表减灾及风险管理领域的论文 50 余

篇，参与撰写的 1 个报告得到副省长批示，获得 1 项云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及 1 项民政

部三等奖。主要工作为：地表灾害过程及风险控制关键技术。获得 1 项专利和 2 项软件

著作权 

王鹏，工程师，排名第四。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单位：中

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作为本项目团队中主要成员，本人在野外调查、论文撰写、

数据分析等研究工作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山区地质灾害防治的现实需求，通过广

泛调研、联合中科院计算所，应用宽带移动通讯理论、传感网络 IPv6 组网、IOT& 4G

技术与泥石流监测预警相结合的技术方法，研究山区泥石流的形成机理、起动机理和汇

流机理，揭示不同地质气候条件下，解释云南山区地质灾害的形成规律。结合云南山区

的实际情况，建立基于传感网络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示范。 

安竹林，高级工程师，排名第五。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单

位：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无线传感器网络时空一致性方法研究-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基金，项目负责人；抑制性耦合非漏电脉冲耦合振荡器系统同步性研究及其在

无线传感器网络中的应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面向无线传感网络时间

同步的脉冲耦合振荡器模型关键理论与技术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执行负责人；面



向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的传感器网络研发与应用验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子课题负责人；

主要工作为：研究方向分布式传感器网络组网及时间同步。 

 

排名 姓名 
技术 

职称 
工作单位 完成单位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 

创新的贡献 

6 王劲松 
高级实

验师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试验设备安装使用、保障维护

与管理方面具有创新性贡献 

7 许亮 副教授 昆明理工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 

对气象灾害、水旱灾害数据模

型，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数据

库研发与管理方面具有创新性

贡献 

8 何锋 讲师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3S技术在灾害遥感、人地环境

遥感方面的研究，滑坡灾害实

时监测预警系统、城市高层建

筑室内火灾消防逃生演练系

统、地震灾害模拟应急逃生演

练系统、地震灾害风险评估预

警系统，一种基于InSAR技术的

滑坡灾害应急排查方法、一种

基于空间无线定位和运动捕捉

的应急逃生虚拟现实方法的方

面具有创新性贡献 

9 刘鸽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对救灾物资物流优化规划方面

具有创新性贡献 

10 李焦娇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在数据收集、资料整理工作方

面做出了贡献 

11 李峥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在救灾物流优化算法开发方面

具有创新性贡献 

12 陈市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在参与著作：《云南山地灾害

风险评估及预警监测综合研

究》、《山地灾害风险评估与

监督预警技术和方法》的编写

与出版的相关工作方面具有创

新性贡献 

13 王婷婷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在承担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实

地入户问卷调查，详细了解灾

害对当地农户的脱贫情况及相

关政策落实情况，搜集受灾农

户信息并建立数据库，与政府

救灾应急部门进行相关工作协

调方面具有创新性贡献 

14 叶群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在物联网嵌入式开发，网络信

息化工程，数据处理，软件测



试等方面具有创新性贡献 

15 史晓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在北京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学习云计算和大数据的专业理

论，获得物联网相关理论考核

证书的过程中具有创新 

16 王清洋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对信息熵在防灾减灾项目管理

决策中的应用方面具有创新性

贡献 

17 甘婷婷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在滇西大环线旅游景区知识图

谱与画像研究；省区旅游目的

地地质灾害防治绩效评价方面

对具有创新性贡献 

18 
杨蕾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在 BYOD 的优势﹑风险及应对

措施方面具有创新性贡献 

19 王书梦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对进行大数据环境下基于

MapReduce 的网络舆情热点发

现研发方面具有创新性贡献 

20 邓孛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在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合作、

能源输送过程灾害风险的“判

识—评估—监测—预警—防治

—管理”的防控理论与技术体

系过程中，对这 2 个方面涉及

灾害的防治与管理等方面具有

创新性贡献 

      

 

五、论文、论著目录 

1.不超过 5 篇代表性论文、专著 

序号 
论文、专著 

名称/刊名/作者 

影 响

因子 

年卷页码 

年(卷):页码 

发 表 年

月 

通讯作者/

第一作者

(中文名) 

SCI 

他 引

次数 

他引 

总 次

数 

是 否

国 内

完成 

1 
山地灾害风险评估与监测预警技术和

方法 云南科技出版社 吴晓松等著 
 

ISBN 

978-7-5587-

0605-9 

2017-10 

吴晓松、

陈市、王

婷婷 

  是 

2 
云南山地灾害风险评估及预警监测综

合研究/云南科技出版社/吴晓松等著 
 

ISBN 

978-7-5587-

0097-2 

2016-09 

吴晓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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