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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1.1 为适应城市综合防灾减灾需要，防御与减轻突发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危

害和损失，促进城市防灾减灾资源的综合、有效利用，规范城市开发与建设活动，

制定本通则。 

1.2 本通则为通识性导则，适用于中心城区范围。凡在此区域内进行城市防

灾减灾规划及建设的，均按本通则执行。其他各街办可参照执行。 

1.3 各项城市防灾减灾规划及建设除按照本通则执行外，还应符合相关国家

标准及行业规范的规定。随着城市防灾减灾工作的推进，应及时总结并对本通则

内容进行完善和优化。 

二、基本术语 

2.1 应急避难场所 

配置应急保障基础设施、应急辅助设施及应急保障设备和物资，用于因灾害

产生的避难人员的生活保障及集中救援的避难场地及避难建筑，简称应急避难场

所。 

根据应急避难场所的类型可分为紧急避难场所、固定避难场所、中心避难场

所三类： 

（1）紧急避难场所：一般指室外应急避难场地，是供市民就近紧急疏散和

临时安置（通常为灾害发生前后 3 天内），且具备基本生活保障及救援、指挥功

能的临时性场所，也是受灾人员集合并转移到固定避难场所的过渡性场所。主要

为空地、绿地、露天停车场、公园、广场、学校操场、体育场等室外场地。适用

于地震及其它需要室外避难场所的突发事件发生时，受灾人员的疏散和安置。 

（2）固定避难场所：供市民较长时间（通常 3 天以上）避难和进行集中性

救援，并具备一定生活保障和指挥功能的场所。主要为按避难要求改造过的较大

的公园、体育场、绿地、广场、学校操场、综合停车场等室外场地。固定避难场

所可兼作紧急避难场所。 

（3）中心避难场所：适用于自然灾害中的气象灾害（如暴雨、高温、寒冷

等）、地质灾害及其它需要室内避难场所的突发事件发生时，受灾人员的紧急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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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和临时安置。主要为规模较大的学校、街办中心、福利设施、体育馆、会展场

馆、条件较好的人防工程等室内场所。学校和体育场馆拥有室内场所和室外场地，

可兼作室外避难场所和室内避难场所。 

2.2 救灾疏散通道 

应对突发灾害的应急救援、抢险避难、保障灾后应急交通的交通设施，简称

救灾疏散通道。划分为三类： 

对外救援通道（防灾轴）：具有较高的抵御灾害能力，在遭受较大灾情时能

够不受影响或只受轻微影响，能满足大型救援机械行驶要求的各类道路。一般结

合高速公路和城市主干道建设。救援通道是外界救援力量进入中心城区以及中心

城区内部组织救援的主要通道。 

疏散主通道：具有较强的抵御灾害能力，一般结合城市主干道建设。连接城

市主要救灾机构、中心、固定避难场所及大型居住区，与救援通道构成联通网络，

强化救援通道的可靠性。 

疏散次通道：具有一定的抵御灾害能力。一般结合城市主干道和城市次干道

建设。疏散次通道是居住区与应急避难场所联系的主要通道。 

2.3 防灾工程设施 

为防御灾害同时减免灾害带来的损失而修建，具有确定防护标准和防护范围

的工程设施，如消防设施、应急医疗设施、应急物资储备设施等。 

2.4 救灾储备物资 

是指应急管理部门存储和调用的，主要用于救助紧急转移安置人口，满足其

基本生活需求的物资。常用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棉被、棉衣裤、睡袋、应急包、

折叠床、移动厕所、救生衣、净水机、手电筒、蜡烛、方便食品、矿泉水、药品

和部分救灾应急指挥所需物资以及少量简易的救灾工具等。 

2.5 生命线系统 

城市生命线系统是指公众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支持体系，如城市的通讯、供

电、供水、供气等系统，是一个复杂且涉及领域广的系统。在这个庞大的复杂系

统中，可以分出若干个子系统，有源动力系统（电力、煤气、热力等）、信息传

播系统（邮政、电信、广播、电视、报刊、计算机支持等）、生活供应系统（供

水、供气、排水、垃圾处理、医疗等系统）等。生命线系统是保证城市生活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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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三、场地安全 

3.1 防灾适宜性评价 

城市用地应开展建设用地防灾适宜性评价，根据中心城区场地承灾环境分

析，本次规划将长安区用地划分为：极适宜建设区（极少量工程措施即可用于建

设）、适宜建设区（少量工程措施即可用于建设）、较适宜建设区（稍加工程措施

后可用于建设）、有条件建设区（需采取一定工程措施后才可建设）四类用地。 

3.2 地质灾害风险分析评价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可根据全域地质灾害风险分析科学合理展开，根据《西安

市长安区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报告（审定本）》中的相关数据提取及综合适宜

性评价得出长安区全域地质灾害风险分析高、中、低三个级别，对现有稳定性较

好、风险评价较好的灾害隐患点实行群测群防，防治安排可放置于远期治理；对

现有稳定性较差、风险评价较低且威胁周边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隐患点实施密切

监测、及时治理，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采取居民搬迁措施。 

3.3 防治措施 

3.3.1 地质断裂带 

活断层两侧各 100 米范围内不适宜作为建设用地，新建工程应予以避让。确

有需要建造分散的、低于三层的丙、丁类建筑时，应按提高一度采取抗震措施，

并提高基础和上部结构的整体性，且不得跨越断层线。 

3.3.2 采空区 

采空区不适宜作为建设用地，宜作为城市湿地、绿化及复土造田用地。应急

避难场所选址距离采空区不得小于 100 米。 

新建工程应采取下列措施： 

（1）开展地质详细勘察。 

（2）采取清除填堵法或跨越法等工程措施消除其影响。 

（3）结合控制地下水抽水量、减缓地下水循环速率等措施治理。 

3.3.3 重大危险源 

重大危险源管控范围为 1000 米，在该范围内开展的建设活动应严格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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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控范围内不得规划建设应急避难场所，禁止新增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居住用地、加油加气站用地及交通枢纽用地。 

重大危险源企业近期应加强安全监管，远期应逐步限产搬迁。对于近期无法

搬迁的重大危险源，为确保安全，其周边管控范围内应调整规划用地方案，将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及居住用地调整出管控范围。 

在重大危险源管控范围内涉及的周边区域应开展重大危险源安全影响评价，

根据评价结果调整该单元用地规划并确定相应的减灾措施。 

3.3.4 燃气长输管线及次高压燃气管线 

燃气长输管线周边 150 米范围内不适宜作为建设用地，不宜新建大型居住、

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次高压燃气管线周边 7 米范围内不得建设人员密集

场所。 

3.3.5 高压走廊 

建设用地应避开高压走廊进行布置，高压走廊下应设施城市防护绿地，

1-10kv 高压走廊两侧 5 米范围作为防护避让距离，35-110kv 高压走廊两侧 10 米

范围作为防护避让距离，150-330kv 高压走廊两侧 15 米作为防护避让距离。 

3.4 防护隔离空间 

3.4.1 加油、加气站防护隔离带 

中心城区加气站、加油站等设施周围设置宽度不低于 30 米的防护绿带；现

有城市液化气配送站周边保证 20 米以上的安全防护距离。 

3.4.2 道路防护隔离设置 

铁路及高速两侧规划设置 30-50 米宽的绿化防护带；国道公路两侧留有 20

米的防护绿地，形成绿化防护带。 

3.4.3 火灾防护隔离带设置 

一级防火隔离带最小宽度不小于 40 米，防止特大规模此生火灾蔓延；需保

护建设用地规模 7km2-12km2；二级防火隔离带最小宽度不小于 28 米，防止重大

规模此生火灾蔓延；需保护建设用地规模 4km2-7km2；三级防火隔离带最小宽度

不小于 14 米，可利用一般街区分隔。 

3.5 应急救援行动支援场地 

重大危险源附近的区级公共绿地，可用作应急救援行动支援场地，用于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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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扎救援人员、停驻救灾车辆、存放救灾物资等。支援场地面积根据预案计划需

要的救援人员和车辆数确定，事故救援活动的支援场地须在安全距离以外。 

四、建筑安全 

4.1 建筑综合防灾标准 

当遭受相当于或者高于《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2008）中

各设防分类对应的地震灾害影响时，重要建筑不应产生严重破坏，可基本发挥作

用；一般建筑不应发生危及救援和疏散功能的中等破坏，且不应造成重特大人员

伤亡。重要建筑主要是指政府办公大楼、高层建筑、学校、医院和影剧院等；一

般建筑主要指住宅等民用建筑。 

4.1.1 建筑抗震标准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15）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2010）（2016）中相关内容，长安区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10g-0.15g，

因此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 

4.1.2 建筑防火标准 

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 年版）城镇建筑地下或

半地下建筑和一类高层建筑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一级；单层、多层重要公共建筑

和二类高层建筑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乡村建筑倡导建造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严格控制建造四级耐火等级的

建筑，建筑构件应尽量采用不燃烧体或难燃烧体。 

4.1.3 建筑防洪标准 

建筑防洪标准参照《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 50805—2012）的要求。 

其中，文物古迹及历史建筑的防洪标准（重现期）为 20-50 年。 

4.2 既有建筑加固改造要求 

（1）抗震分析倒塌概率高建筑：在中震下可能发生严重破坏、大震下可能

发生倒塌的成片建筑区域，优先进行抗震改造、旧城更新；在大震下可能发生严

重破坏的成片老旧居民住宅楼，优先安排抗震加固。 

（2）次生火灾影响范围内的建筑：结合危旧房改造规划、旧城更新规划、

城中村改造规划等，进行火灾危险性较高建筑的更新改造；没有拆除前，采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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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防火隔离带、增设消防水池等防灾措施。 

（3）断裂带影响范围（两侧各 100 米）内的建筑：结构类型为老旧平房的

拆除；年代为 2000 年以前非老旧平房的进行加固；2000 年之后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设施用地、居住用地、市政公用设施用地上的建筑逐步迁出；2000 年之后

的其他建筑均保留。 

（4）采空区影响范围内的建筑：2000 年之前的建筑拆除；2000 年之后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居住用地、市政公用设施用地上的建筑逐步迁出；2000

年之后的其他建筑保留。 

（5）其他危旧房屋：根据现有建筑物的重要性和使用要求，优先进行抗震

鉴定和抗震加固设计。 

五、救灾疏散通道 

5.1 分级与作用 

应对突发灾害的应急救援和抢险避难、保障灾后应急交通的交通设施，简称

应急通道。划分为三类： 

（1）对外救援通道（防灾轴）：其主要功能为救灾主干道，一般为城市对外

的交通性干道，要求防灾安全通道的宽度在 15 米以上，是外界救援力量进入中

心城区以及中心城区内部组织救援的主要通道。 

（2）疏散主通道：其主要功能为救灾通道和疏散通道，一般为城市主次干

路，要求防灾安全通道的宽度在 7 米以上，连接城市主要救灾机构、中心固定避

难场所及大型居住区，与救援通道构成联通网络，强化救援通道的可靠性。疏散

主干道是固定避难场所与各类救援机构联通的主要通道。 

（3）疏散次通道：其主要功能为避难通道，一般为城市次干路和支路，要

求防灾安全通道的宽度在 4 米以上，是连接临时避难场所与固定避难场所的主要

通道。 

5.2 选取影响因素 

救灾疏散通道应时刻保持畅通，并避免潜在的障碍物影响道路有效疏散。疏

散通道选取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影响因素： 

（1）尽量避免选择容易出现断裂的高架道路或桥梁、存在路面隆起或下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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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的道路。同时，还需考虑道路断面形式、道路地下管线等。 

（2）考虑道路两侧临街建筑物倒塌或坠落物的影响，涉及建设年代、建筑

质量、建筑高度、建筑物外墙与结构、建筑物后退空间等因素，以及道路空间以

外的电线、广告、盆栽、危险物品等发生坠落、爆燃等情况，降低疏散时的安全

风险。 

（3）考虑各种占道造成道路有效宽度缩减的情况，如受路边停车、人行流

量大被占用的情况，灾害中期还可能会发生民众临时搭用帐篷而被占用的情况。 

（4）考虑连接重要防灾救灾点与重要公共防救灾设施的可达性和便捷度。

重要公共防救灾设施如重要避难场所、指挥设施、医疗设施、消防设施、治安设

施、物资储备设施等。 

5.3 实施控制 

5.3.1 救灾疏散通道有效宽度的核算方法 

救灾疏散通道和次通道的宽度应考虑两侧建筑物受灾损坏、路面部分受阻等

情况，确保局部仍可保障消防车通行的要求，同时要减少通道上的高架设施或其

他障碍物。 

救灾疏散通道的有效宽度应符合下列关系式： 

W+（S1+S2）-(H1*k1+H2*k2)>N 

式中，W 为道路红线宽度，H1、H2 为两侧建筑高度，S1、S2 为两侧建筑

退红线距离，N 为防灾安全通道的宽度，K1、K2 为考虑建筑物倒塌或坠落物影

响的宽度系数。 

疏散通道有效宽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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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值的选取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其影响因素包括建筑高度、建筑类型

与布置方式等，参照下表： 

 宽度系数 K 值选取表 

 

H<24

m 

24m≤H

＜54m 

54m≤H＜
100m 

100m≤H

＜160m 

160m≤

H＜
250m 

H≥160

米 

可倒塌建

筑 

平行红线布

置 
2/3 2/3-1/2 0.5 0.5～0.4 0.4-0.3 

根据情

况确

定，不

低于前

款要求 

垂直红线布

置 
0.5 0.5-0.3 0.3-0.25 0.25-0.2 0.2-0.15 

不倒塌建

筑 

按防止坠落

物安全距离

确定 

0.2 0.2-0.1 之间插值采用 0.1 

注：其它高度建筑的宽度系数按插值确定，但不得低于 0.1。 

资料来源于《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GB51143-2015）。 

5.3.2 救灾疏散通道两侧建筑高度的推导 

以满足疏散通道有效宽度为最终目的，在建筑基本退线的基础上，根据上表

可由道路红线宽度推导出沿路建筑控制高度。 

5.3.3 救灾疏散通道的基本要求 

（1）对外救援通道（防灾轴）应按照提高一度进行抗震设防，确保灾时功

能不受影响。救灾主干道应确保灾后有效宽度不小于 15 米。救灾主干道改造、

扩建工程及两侧新建建筑工程时，应通过控制两侧建筑高度、控制退让距离等方

式保障其有效宽度不小于 15 米。灾时应进行交通管制，尽量避免无关车辆对交

通救援通道的干扰。 

（2）疏散主通道应确保灾后有效宽度不小于 7 米。救灾主干道新建、改造、

扩建工程及两侧新建建筑工程时，应通过控制两侧建筑高度、控制退让距离等方

式保障其有效宽度不小于 7 米。 

（3）救灾次通道新建、改造、扩建工程及两侧新建建筑工程时，应通过控

制两侧建筑高度、控制退让距离等方式保障其有效宽度不小于 4 米。 

六、应急避难场所 

6.1 分类方式 

建筑类型 

宽度系数 K 

建筑高度 

布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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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避难场所按照其功能配置级别、场所规模和开放时间，可划分为紧急避

难场所、固定避难场所和中心避难场所三类。 

6.2 配设标准 

依据《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标准》（GBT51327-2018）、《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

范》（GB51143-2015）中的有关内容将应急避难场所分为中心、固定、紧急三类。

其中中心、固定应急避难场所为场地场所型，兼具室内室外避难功能，服务半径

不宜超过 2000m；紧急应急避难场所为室外场地型，多为社区型绿地、公园广场

等，服务半径按照 500m 制定。服务半径覆盖范围数值参考《陕西省城镇住区公

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西安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及国内先进城市公共服务

设施规划标准制定。 

（1）中心、固定应急避难场所：避难场所有效面积不小于 0.5hm²，人均有

效避难面积不小于 3.0m2，服务半径不大于 2000m。 

（2）紧急应急避难场所：避难场所有效面积面积不小于 1000 ㎡，用于紧急

疏散居民，人均有效面积不小于 1.0m2，服务半径为 500m。 

（3）各类应急避难场所标准 

6.3 选址原则                                                                                                                                                                                                                 

避难场所应优先选择场地地形平坦、地势较高、有利于排水、空气流通、具

备一定基础设施的公园、绿地、广场、学校、体育场馆等公共建筑与设施，其周

边应道路畅通、交通便利，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中心避难场所考虑行政区划和用地布局，宜选择在与外部有可靠交通

连接、易于伤员转运和物资运送、并与周边避难场所有疏散道路联系的地段； 

（2）固定避难场所应满足以居住用地为主就近疏散避难的需要，宜选择在

交通便利、有效避难面积充足、能与责任区内居住区建立安全避难联系、便于人

员进入和疏散的地段；场所型避难场所，宜优先选择地下空间、体育场馆、学校

教室、文化娱乐建筑等抗震能力强的公共建筑；场地型避难场所宜优先选择公园、

各类应急避难场所人均综合、人均有效避难面积表 

分类 容纳人数（人） 
人均有效避难面

积（m2/人） 
服务半径（m） 受助时间（d） 

中心避难场所 ＞5000 ＞3 2000 14-30 

固定避难场所 2000-5000 ＞3 2000 1-3 

紧急避难场所 500-2000 ＞1 5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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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学校操场、广场等开敞空间； 

（3）紧急避难场所应满足就地疏散避难的需要，可选择学校操场、小广场、

空地、街头绿地及居住小区内的花园等； 

中心避难场所和固定避难场所可利用相邻或相近的且抗灾设防标准高、抗灾

能力好的各类公共设施，按充分发挥平灾结合效益的原则整合而成。 

6.4 安全性要求 

（1）应避开地震断裂带、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易发生地段； 

（2）应避开高压线走廊区域； 

（3）应选择地势较为平坦空旷且地势略高，易于排水，适宜搭建帐篷的地

形； 

（4）避难场地应处于周围建（构）筑物倒塌影响范围以外，并应保持安全

距离； 

（5）避难场所用地应避开易燃、易爆、有毒危险物品存放点、严重污染源

以及其他易发生次生灾害的区域，距次生灾害危险源的距离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对重大危险源和防火的要求，有火灾或爆炸危险源时，应设防火安全带； 

（6）避难场所内的应急功能区与周围易燃建筑等一般火灾危险源之间应设

置不小于 30m 的防火安全带，距易燃易爆工厂、仓库、供气厂、储气站等重大

火灾或爆炸危险源的距离不应小于 1000m； 

（7）选择室内公共的场、馆、所作为应急避难场所或作为应急避难场所配

套设施用房的，应达到长安区抗震设防要求，并按照相关规范进行建筑物的安全

鉴定，鉴定合格后方可启用； 

（8）周边或内部林木分布较多的避难场所，宜通过防火树林带等防火隔离

措施防止次生火灾的蔓延； 

其他安全性要求见下表。 

应急避难场所选址安全性要求表 

序号 避让要素 避让距离（m） 

1 地质断裂带 100 

2 燃气长输管线 150 

3 沙土液化区 100 

4 采空区 100 

5 熔岩塌陷区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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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避让要素 避让距离（m） 

6 次高压燃气关系 7 

7 重大危险源 1000 

8 150-330kv 高压走廊 15 

9 35-110kv 高压走廊 10 

10 1-10kv 高压走廊 5 

6.5 技术要求 

6.5.1 基本要求 

（1）应急避难场所的避难容量、应急设施及应急保障设备和物资的规模应

满足遭受设定防御标准相应灾害影响时的疏散避难和应急救援需求。 

（2）应急避难场所人员进出口与车辆进出口宜分开设置，并应有多个不同

方向的进出口。固定避难场所至少应有两个进口与两个出口。 

（3）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时，应规划和设置引导性的标示牌，并绘制责任区

域的分布图和内部区划图。 

6.5.2 中心避难场所技术要求 

中心应急避难场所应设置独立的应急指挥区，配备应急停车区和应急直升机

使用区，并配套应急通信、供电等设施；同时，宜设置应急救灾演练、应急功能

展示或培训设施。 

承担避难住宿功能的中心应急避难场所宜按长期固定应急避难场所的要求，

单独设置避难住宿区和相应管理设施，功能上应设置应急物资储备区、应急医疗

卫生救护区及其配套设施，并保证应急医疗卫生救护区配备单独的应急垃圾储运

设施。 

6.5.3 固定避难场所技术要求 

固定应急避难场所应设置独立的应急指挥区，并配备应急停车区、应急直升

机使用区、应急通信、供电等设施。中长期固定应急避难场所宜设置场所综合管

理区，短期固定应急避难场所可不单独设置场所管理区，但需根据应急管理要求，

选择设置应急救灾演练、应急功能演示或培训设施。 

中长期固定避难场所中各避难单元宜利用常态设施或缓冲区进行分隔，并满

足防火要求。应急避难人数大于等于 3.5 万人的避难住宿区之间、人员出入口应

设置宽度不小于 28m 的缓冲区；超过 3 个避难单元的避难场所宜设置场所引导

性标识、场所设施标识；固定避难场所的应急物资储备分发和应急医疗卫生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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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应设置在场所内独立地段或场所周边，若利用周边医疗设施，其与避难场所

的通行距离不应大于 500m；长期固定避难场所宜设置应急垃圾储运区，中短期

固定避难场所可选择设置应急垃圾收集点或应急垃圾储运区。 

6.5.4 紧急避难场所技术要求 

紧急避难场所应结合应急医疗卫生救护和应急物资分发需要设置场所管理

点，场所管理点宜根据避难容量，按不小于每万人 50 ㎡用地面积预留配置。宜

设置应急休息区，并根据避难人数适当分割为若干避难单元。具体规定如下： 

应急休息区单个避难单元的避难人数不宜大于 2000 人，避难单元间宜设置

缓冲区进行分隔，缓冲区的宽度应根据其分隔的避难人数确定，当人数小于等于

2000 人时，不宜小于 3m；人数大于 2000 人且小于等于 8000 人时，不宜小于 6m；

人数大于 8000 人且小于等于 20000 人时，不宜小于 12m。 

紧急避难场所宜设置应急厕所、应急交通标志、应急照明设备、应急广播等

设施和设备，并设置应急垃圾收集点。同时，区域位置指示和警告标志、场所各

类设施设备的标识都应设置到位。 

七、

七、防灾基础设施 

加强城乡基础设施自身的防灾抗灾能力，重点增强生命线系统的综合抗灾能

力，保证灾时和灾后的正常供给，最大限度减少灾损，保障城乡居民的正常生活

和生产。 

7.1 生命线系统 

城市生命线系统是指公众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支持体系，如城市的通讯、供

电、供水、供气等系统，是一个复杂且涉及领域广的系统。城市生命线系统中每

个子系统都由一些相关环节组成，生命线以系统的形式发挥其功能。因而，系统

中任何环节滞后、失灵或遭到破坏，都可能影响部分乃至整个系统的功能，甚至

导致整个城市瘫痪。 

7.2 给水工程系统设施 

建立由应急水源、水厂、储水池、应急供水管网、应急供水车组成的可靠应

急供水系统。 

7.2.1 应急常用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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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水源：以石砭峪、黑河水源为主，现有水厂为长安三水厂、子午水厂、

秦沣水厂、二水厂。根据未来的用水需求及水源分析，总体来看水源较为单一，

一旦发生水源污染事件，将对整个规划区的供水造成较大威胁。规划建议在郭杜

地区新建城区应急供水中心；利用大峪水库西干渠引水，于引镇街办辖区新建水

厂；同时对现有子午水厂、三水厂进行改扩建，以满足未来供水需求。 

7.2.2 应急备用水源 

目前长安区应急备用水源可利用长安三水厂、子午水厂、秦沣水厂、二水厂

的水源。应急备用水源按照水质污染和自然灾害两种情况，划分为两类，即水质

污染型应急水源和自然灾害型应急水源，发生水质污染时，应急备用水源的水质

水量应满足城市不间断供水要求；当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时，城市供水

系统将面临瘫痪的威胁，此时应急水源应满足取水便利性要求。震后供水水源有

以下几种：给水厂的清水库和配水池、城市公用储水池、地下水、水库以及外来

水源，包括瓶装水等。 

7.2.3 应急供水人均需水量指标 

应急供水期间的人均需水量标准表 

应急阶段 时间（d） 
需水量 

（L）／（人·d） 
用途 

临时或紧急 3 3-5 维持基本生存的生活用水 

短期 15 10-20 
维持饮用、清洗等基本生活最

低限度用水及医疗用水 

中期 30 20-30 
维持饮用、清洗、浴用等基本

生活用水及医疗用水 

长期 100 ＞30 
维持生活较低用水量以及关

键空间节点用水 

伤病人员 100 20-50 
维持基本生存的生活用水和

医疗抢救用水 

医疗人员 100 10-20 
维持基本生存的生活用水和

医疗抢救用水 

7.3 供电工程系统设施 

重要设施配置双电源或应急电源，尤其城市生命线系统的供水设施（应急水

源）、通信设施（长安区融媒体中心、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长安区分公司）、

消防站以及、应急指挥中心、主要应急避难场所、救护医院、应急物资储备库等。

应急避难场所应设置发电与照明设备等。 

应急供电电源的任一电源及双回线路的任一回路应保证均可独立工作，并应

满足灾时一级负荷、消防负荷不小于 50%的正常照明负荷用电需求；应急电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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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应设置应急发电机组，并满足灾时一级、二级电力负荷的需求。 

7.4 通信工程系统设施 

长安区融媒体中心、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长安区分公司的抗震措施提

高一度设计。重要传输干线采取多路由、多环等保护措施，配置应急通信车、卫

星电话、应急通信基站等设备。 

7.5 燃气工程系统设施 

燃气设施和管网在满足《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2006）（2020 修订

版）安全性要求的基础上，天然气门站提高设防等级，天然气管网全部地埋敷设。

中心城区液化天然气气化站应符合以下要求： 

（1）站址应符合城镇总体规划的要求，避开地震带、地基沉陷、废弃矿井

等地段。 

（2）液化天然气气化站内总平面应分区布置，即分为生产区(包括储罐区、

气化及调压等装置区)和辅助区。生产区宜布置在站区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

侧或上侧风侧。液化天然气气化站应设置高度不低于 2m 的不燃烧体实体围墙。 

（3）液化天然气气化站生产区应设置消防车道，车道宽度不应小于 3.5m。

当储罐总容积小于 500m3 时，可设置尽头式消防车道和面积不应小于 12m×12m

的回车场。 

（4）液化天然气气化站的生产区和辅助区至少应各设 1 个对外出入口。当

液化天然气储罐总容积超过 1000m3 时，生产区应设置 2 个对外出入口，其间距

不应小于 30m。 

7.6 供热工程系统设施 

（1）合理布局供热工程的重点设防系统，提高供热系统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2）对于现有的城市供热系统，应重点加强热电厂和大型区域锅炉房等热

源设施的防护力度，保护和适当增加其防护隔离范围，提高其防灾能力，减少其

对周围地区居民和其他设施的安全影响。 

（3）加强对现有蒸汽管道的防护，尤其是高压蒸汽输送管道的加固和防护，

避免高压蒸汽管道受灾害破坏时对周边居民的安全造成影响。蒸汽管道应全部转

入地下进行敷设。 

（4）合理布局热电厂、大型区域锅炉房等热源设施，将其布置在城市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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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的下风向、侧风向地段，并留有足够的防护隔离范围；蒸汽管道和热水管道

的敷设应严格按照相关规范标准进行。 

（5）地下燃气管道埋设的最小覆土厚度（路面至管顶）应符合下列要求：

埋设在车行道下时，不得小于 0.9m；埋设在非车行道下时，不得小于 0.6m；埋

设在庭院时，不得小于 0.3m；埋设在水田下时，不得小于 0.8m。 

7.7 其他基础设施 

污水处理厂、污水提升泵站和污水主干管道重点设防，抗震提高一度设防。

污水处理厂和污水提升泵站配置备用电源。 

7.8 医疗急救基础设施 

综合医院、卫生院和行政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医疗设施建筑重点设防，

抗震提高一度设防。固定避难场所应设置应急医疗卫生设施，满足医疗救护、卫

生防疫等要求；利用场所内或周边的饭店、商店、超市、药店、仓库等进行医疗

急救物资储备；应设置广播、图像监控、有线通信或无线通信等应急医疗通信设

施。 

为控制、防御灾害以减免损失而修建，具有确定防护标准和防护范围的工程

设施，如消防设施、应急医疗设施、应急物资储备设施等消防站。 

八、防灾公共设施 

8.1 应急指挥场所 

全区设定三级应急指挥场所。 

第一级应急指挥场所为区应急指挥中心，设在区应急管理局，统一指挥中心

城区和各街办的综合防灾与应急救灾活动。 

第二级应急指挥场所为街办综合防灾指挥中心，设在各街办内，执行区应急

指挥中心的指令，指挥和实施本街办的应急救灾活动。 

第三级应急指挥场所是当灾害事件突发时，临时设立的现场指挥部，直接指

挥开展现场应急和救援。 

8.2 应急指挥中心 

在应急管理局原有硬件基础上进行改造与新建，将会议中心第二会议室作为

指挥大厅及视频会议室使用；区政府常务会议室可作为专家会商室、决策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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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应急管理局值班室可作为应急值班室、视频会议室；同时新建 1 个综合指挥调

度平台，指挥调度平台的基本功能包括态势呈现一张图、值班值守、信息收集、

综合分析、预案管理、应急预警、事件接报、应急调度、融合通信、视频图上调

阅等。 

8.3 应急医疗设施 

长安区应急医疗设施应结合现有医疗机构进行布置，网格化分层管理，形成

覆盖全区的急救网络。规划在中心城区设置全区的急救中心，与疾控中心合并设

置；综合性医院内设置中心血库；中心城区结合综合性医院设置急救站；各街办

的行政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急救点。 

8.4 救灾物资储备设施 

长安区发改委已有防灾专用物资储备库，还需结合应急避难场所增设救灾物

资储备库；各街办应依托应急避难场所配备应急物资储备站；各行政村、社区应

依托应急避难场所和办公地点，设置应急物资储备点。部分应急物资储备库的选

址，可以与人防工程中物资库的设置相结合。 

加强救灾物资储备，强化应急队伍建设，提升装备水平，培育和发展社会救

援力量，做好应急救援能力建设，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8.5 应急救援中治安场所 

长安区应急处置中治安设施结合公安局、派出所、警务室等布置，需满足灾

时应急需求，进行网格化分层管理。中心城区内的公安长安分局为应急救援中的

治安指挥中心，负责统筹指挥，街道派出所为二级应急救援中的治安机构。居委

会、村委会设置社会应急救援中的治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