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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突发事件频发的大背景下，应急产业、应急管理体系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对应急物流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应急物资运输网络体系并不完善，运输效率有待提高，运输过程仍存在一些问题。基于以上问题，本文运用蚁群算法、网

络联动多种方法对应急物资运输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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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发事件面前，时间就是生命，应对突发事件，应

急物资是重要的物质保障，应急物资的及时抵达是提供保

障的前提。在重大灾害条件下，物资运输效率决定着灾害

救援效果与灾害影响范围大小 [1]。应急物流的完善是应急事

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

1 应急物流发展背景

面对突发事件，物资保障是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支撑。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应

急物资储备保障制度，完善重要应急物资的监管、生产、

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体系。”当突发事件真正发生时，

由于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紧急性、严重性、不确定性、

社会性、同时涉及程序化与非程序化决策的特点，在各类

复杂因素的影响下，应急物资运输时效难以保证。所以在

整个社会大背景下，应急物流发展具有较好的前景与较大

的发展空间。

1.1 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频发

近年来，自然灾害频发，尤其是西部地区，凉山州 3.30

木里森林火灾、芦山县的 810 洪涝灾害以及多起地震，对

人民生命安全造成了威胁，此时充足的应急物资储备，及

时的应急物资输送显得尤为重要。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较为落后，道路网络不够完善，当自然灾害发生后，交通

通畅度将受到巨大的阻碍，应急物资的输送就会面临着较

大的考验。若医疗物资、生活物资等应急物资未及时向受

灾地区进行提供，会对拯救民众生命安全造成难度，也不

利于稳定受灾民众的情绪，若是后方物资需求难以得到满

足，前方的应急救灾行动将会受到影响。

近年来，在复杂的政治、经济、自然环境下，非典、

禽流感、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频发，对人类生命

及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影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具有突发性、公共属性及危害的严重性的特征，特别是具

有传染性的公共卫生事件更难控制。在具有传染性的公共

卫生事件发生时，当受影响范围扩大，受灾各地物资将会

陷入紧缺的状态，尤其是当势态严峻时，对医疗、消杀等

医用物资、生活物资的需求将会增大，需要充足的应急物

资保障。而面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特征，又需要做到物资在

输送途中的时效及安全性，既要尽快送达需求地，也要避

免物资在途中受到污染。

1.2 应急事业的迅速发展

应急产业一般指为预防、处置突发事件提供产品和服

务而形成的活动的集合 [2]。由于中国国土面积大，人口众多，

人文、自然环境复杂，各类突发事件较多。为应对此类情况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应急产业发展的意见》, 明确

了应急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应急

产业规模正在日益发展及扩大。

国务院出台《应急体制的“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

到 2020 年，要建成有效应对公共安全风险相匹配、与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覆盖应急管理全过程、全社会共同

参与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在近年来的实践中，应急

管理体系正在进一步完善，应急产业、应急物资需求呈上

升态势。应急物流系统作为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为突

发事件的处置提供具体物资 , 为实现系统资源的合理布局和

动态调配进行资源配置、储备及维护等方面的工作 , 以提高

资源的综合利用和使用效能 , 同时提供资源状态信息 , 保障

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 , 从而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

应急产业的发展与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需要应急物流

的支撑，与此同时倒逼应急物流、应急运输的发展。

1.3 应急物流存在问题

应急物流是通过实现时间效益最大化和灾害损失最小

化进行物资输送的物流活动。应急物流具有突发性、非常

规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尽管近年来应急物流发展迅速，

但仍存在问题及进步的空间。

由于突发事件的特点，受灾点分散及分布不均，应急

物流运输成本高，运输时间长；受灾点地理位置复杂，应

急物流在运输过程中容易出现各类情况，影响运输者及物

资的安全；应急物资需求的不同，对物资分配及运输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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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也有差异；部分应急物资具有较强的时间性，应急物流

需要保持较强的时效性。

降低应急物流成本，提高应急物流效率，以最小的运

输成本最大程度上及时满足各受灾地区对应急物资的需求

是现在应急物流发展的一个大方向。

2 应急物流发展措施

应急物流是一个较大的网络体系，需要合理规划、网

络联动、路线设定与灵活调整相结合。

2.1 蚁群算法

应急物资输送对时间效率要求较高，蚁群算法可以帮

助应急物流在不同的突发事件情况及环境下，寻找最短到

达物资需求地的路径，在抢占抢险救灾时间上具有较大的

优势。蚁群的自组织行为为应急物流发展提供了研究方向。

自然优化的自组织行为，让应急物流在运输过程中面

临障碍物时能及时调整，迅速找到新的最优路径。在突发

事件情景下，尤其是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发生后，

部分交通路段会出现道路堵塞、淹没、石块遍布，不易通

行等情况，此时需要及时寻找新的安全快捷的通行路径。

信息正反馈的自组织行为，为应急物流发展提供经验。

应急物流在行进中所记录的实际路况的反映给接收者提供

了较好的参考依据。在应急情景下，应急物流运输并不是

单一的，四面八方的应急物流可从较之时间靠前的运输经

历中积累经验，择优选择更加快捷的路径，节约运输时间，

提高运输效率，更好的为受灾地区输送应急物资。

自催化行为的自组织行为，让应急物流路径选择更加

合理有效。当运输路径通过者数量增多，正面反馈较多的

情况下，之后的应急物流路径选择便会受之影响选择更为

合理的路径，则选择该条便捷通畅路径的人将会增多。

蚁群算法流程：

1. 初始时，各条路线信息素相等，根据问题所需分析

的路线数量，设置多只蚂蚁，并行搜索。

2. 将蚂蚁放置路线定点，让蚂蚁在经过路上释放信息素，

信息素越高，解的质量越高。我们不妨将 Tij 设为边 i、j 上

的信息素，Tij(0)=C；△Tij 为迭代增量，△Ti
k
j 是第 K 只蚂蚁

迭代中留下的信息 素，ρ 为信息素挥发系数。m 是蚂蚁数，

LK 是蚂蚁 K 在本次路程走过的长度，可根据公式计算各路

径的信息素。

3. 蚂蚁根据信息素强度大小，选择更优解，使更优解

的信息素越来越多，后者蚂蚁选择的概率也越来越大，将

各条路线的蚂蚁转移率进行计算。同样设 α 为信息素的相

对重要程度，ηij 是启发式因子， 为启发式因子的相对重

要程度，dij 是测试中各两点间的距离。

4. 计算蚂蚁死去时留在路线上的信息素△Ti
k
j，直至该蚂

蚁死去。

5. 分别得出各路线的信息素总和 Tij(t+n) 及增量△Tij。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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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据每次迭代的结果，通过信息素程度大小选取当

前最优路径。

7. 当达到预定迭代步数或是出现停滞则算法结束，输

出最优路径，若未出现以上情况，则回到起点继续迭代。

2.2 网络联动

互联网、大数据现已发展较为成熟，在应急物流发展

中融入互联网、大数据等元素会推动应急物流效率的提升。

百度地图 API 是一套由 JavaScript 语言编写的将复杂的 GIS

底层逻辑封装起来的应用接口，对地图应用程序构建及本

地搜索、路线规划等服务提供有力支持。

百度地图 API 可标记避难场点的地址信息，将避难场

点标记到地图的具体位置，然后进行地址的经纬度转换。

百度地图 API 可以进行场所标记，利用该特点可以对各地

运输路线进行规划试验，从多次试验与大量数据的印证中

得出结论，将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的影响下较大概率

无法顺利通行和较大概率上能够保持通畅的路线进行标记，

制定通行和禁行的路线，为应急运输者提供一个参考标准，

提高运输效率，降低运输路线错误造成的不良影响。

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将应急物流进行网络联动，形

成一个便捷、高效的应急物资运输网络，便于运输者对信

息的获取，提高运输效率使各方受益。

步骤：1. 实地考察。专业技术人员到各交通道路进行

考察，对道路状况进行记录，对受灾后的道路进行评估预

测；2. 路线标记。将考察中发现的隐患点及安全点进行标记，

为路线制作提供依据；3. 网络录入。将考察得出的灾后通

畅及不便或是隐患点和安全点通过网络进行录入，形成一

个信息共享，透过百度地图 API 等进行传播，为应急物流

提供互联网、大数据支撑；4. 信息识别。在进行应急物资

运输时，通过互联网进行搜索查看识别，选取较为通畅的

路线，以实现运输路线的最优化。

3 结语

在当今社会大背景下，应急产业及应急管理体系的不

断发展与完善为应急物流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并提出了要求。

应对各类突发事件，需要应急物流的支持，合理运用蚁群

算法、网络联动等方法发展应急物流，提高应急物流的时

效性，以最短的时间实现应急物资输送的最优化，满足受

灾地区的应急物资需求。应急物流的发展为应急物资输送

提供保障，应急物流的进步将推动应急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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酰亚胺膜取向膜，含有聚酰胺酸和 / 或由该聚酰胺酸酰亚胺

化而得的聚酰亚胺，且所述聚酰胺酸是通过含有一种特殊

结构的二胺成分与四羧酸二酐成分反应而得到的，这样改

进后的聚酰亚胺膜取向膜在进行摩擦时稳定性更好，不容

易发生膜剥离或切削的现象，且电压保持率高，即使对液

晶显示装置施加直流电压也不会出现电荷积聚的现象；申

请 JP2008123292A，东进世美肯株式会社公开了一种利用二

胺化合物的液晶取向膜，可使稳定液晶取向、提升耐摩擦

性、电压保持率与对比度高，还具有低线倾角，可以减少

液晶余像；国内的京东方（CN201110247036）、四川大学

（CN201010197352）等企业或高校在聚酰亚胺膜取向膜的

改进上也提出过不少的申请；而类似于上述对聚酰亚胺膜

进一步改良的申请还有很多，比如于聚酰亚胺中引入氟、

或于聚酰亚胺的主链或侧链中引入长烷基链等，都可提高

聚酰亚胺膜对液晶的取向能力，改善聚酰亚胺膜平行取向

的能力。[5]

4 结语

目前，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取向技术，摩擦取向技术目

前是应用最广泛且技术最为成熟的技术，但是因为其自身

的局限性也存在诸多技术难题。例如：因摩擦产生的静电

和粉尘问题难以解决、难以大型化摩擦、难以多畴取向、

难以在曲面或柔性基底上进行取向等。所以近年来，专利

申请量逐渐减少，相关企业在继续研究克服上述难题的同

时，也开始转向研究非摩擦取向技术，非摩擦取向技术已

经逐步登上舞台，如光取向技术、离子束取向技术、电浆

取向技术等，尤其光取向技术，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专利

申请量也越来越多，从取向技术相关的专利申请量来看，

是最有希望取代摩擦取向技术的取向技术，即摩擦取向技

术正面临着技术革命。

参考文献 :
[1]　朱普坤 , 李佐邦 , 谢一兵 . 液晶显示器用取向高分子材
料的研究及机理 [J]. 河北工业大学学报 ,1997,26(02):19-22.
[2]　姚平武 . 液晶分子取向技术研究 [J]. 现代显示 ,2004(46): 
16-20.
[3]　刘志玲 . 液晶取向技术及其在我国专利发展的现状浅析
[J]. 科技展望 ,2017,27(24):139-140.
[4]　马腾飞 . 液晶曲面显示技术专利技术综述 [J]. 数字化用
户 , 2018, 24(08):117.
[5]　左芳 , 丁克毅 , 刘东 , 等 . 基于液晶取向改变的化学、
生物传感技术的研究进展 [J]. 广州化工 ,2011, 39(1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