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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asonabl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emergency 
shelters is an important job for urban economic and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it has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earthquake disaster reduc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inciple of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earthquake emergency shelters,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geography of Hohhot as well 
as emergency shelter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situ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atus quo 
analysis, based on the Hohhot earthquake emergency 
shelter construction plan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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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合理规划建设应急避难场所是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一项重要工作，

                                                                 
*通信作者：那仁满都拉，男，博士，副教授，1974

年生，nm2050@163.com 
 

对于抗震减灾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介绍了地震

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建设原则、呼和浩特市地理地质

条件以及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建设现状，并对建设现

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呼和浩特市地震应急避

难场所规划建设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地震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建设与建议；呼

和浩特市 

1. 引言 

我国是地震频发的国家之一，地震是对我国可

持续发展具有巨大破坏性的自然灾害，地震伤亡人

数占所有灾害的 54%，是诸灾之首[1]。2016 年 2

月 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第十九条提出：切

实保障城市安全。其中提到要提高城市综合防灾和

安全设施建设配置标准，加强城市防灾避难场所建

设，增强抵御自然灾害、处置突发事件和危机管理

能力[2]。城市地震应急避难场所是震前预报发布后

或震时、震后为受灾群众提供应急疏散和临时生活

的相对安全的场所，是城市总体规划、综合防灾规

划的重要对象。呼和浩特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府，随

着呼和浩特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活、生产等基础

设施规模迅速扩大，市区人口和财富愈发集中，城

市整体防灾功能远远落后于城市的经济发展和设

施建设。规划建设应急避难场所已成为维护呼和浩

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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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项重要工作，对于抗震减灾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经过对呼和浩特市区现有公园、广场、体育

场等公共场所进行统计，并与现有地震应急避难场

所规划建设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提

出了相应的建议，为呼和浩特市综合防灾规划建设

提供参考价值。 

2. 应急避难场所的类型及规划原则 

2.1 应急避难场所类型划分 

根据我国实情及地震应急避难工作的特点，一

般将避难场所划分为三种类型：紧急避难场所、固

定避难场所及中心避难场所[3-4]。 

紧急避难场所应为就近避难，服务半径为

500m，场地应该不小于 2000m2，一般选用居民住

宅附近的花园、小公园、广场及小绿地，作为灾民

临时集合然后可转移到固定避难场所的过渡地带。 

固定避难场所则属于集中避难，服务半径控制

在 2000m以内，场所面积为 2000-10000m2，选用

城市公共场所，包括公园、广场、体育场、学校操

场及具备避难功能的建筑物等，以供灾民较长期集

中生活然后提供救援。 

中心避难场所为远程总体避难，位于城市中心，

面积应大于 100000m2，应设置防灾、救灾、医疗

卫生和伤员转运中心，选用具备相应功能的公园或

者建筑物。 

2.2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原则 

按城市地震避难疏散场所的规划原则与要求
[5-6]，我国地震应急避难场所规划主要以下原则执

行。 

安全第一。地震应急避难场所不可设置在地震

活断层、岩溶塌陷区、矿山采空区、场地容易发生

严重液化的地区和重要次生灾害源。现有空间向应

急避难场所的转化，必须先进行防灾减灾改造。 

就近避难。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应相对均匀地分

布在城市各区。通常情况下，所有人员按规划确定

的避难所就近避难。 

“平灾”结合。城市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平时

用于教育、体育、文娱和其它生活、生产活动，由

避难场所的所有权人或者授权管理者管理，临震预

报发布后或地震灾害发生时及灾后避难时转换为

应急避难场所。 

综合防灾。城市规划部门应当综合制定地震应

急避难场所和避难疏散道路。 

步行为主。居民到避难所一般步行而至。地震

灾害发生后，城市道路会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且

道路上人多、车多，城市道路甚至避难路线甚至都

很拥堵，居民主要选择步行。 

照顾灾害弱者。灾害弱者是指残疾人、老年人、

病患、孕妇和儿童。在规划建设应急避难场所时，

应考虑他们避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例如避难

道路的设计、便捷代步工具的开发、储备物资的供

应、避难引导人员的组织安排等。 

3. 呼和浩特市基本概况 

呼和浩特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地处蒙古高原

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大青山南侧，是内蒙古的

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和金融中心，呼包鄂城市

群中心城市，被誉为“中国乳都”。呼和浩特市城

区包括赛罕区、回民区、新城区和玉泉区四个主城

区，建成区面积 259平方公里，人口 197.7万[7]。 

3.1 呼和浩特市地理地质状况 

呼和浩特市是我国 47个重点抗震设防城市之

一，是地震重点监视区[8]。从地理位置来看，呼和

浩特市位于地震强度和频度仅次于“青藏高原地震

区”的“华北地震区”。“华北地震区”中银川-河

套地震带位于河套地区西部和北部的银川、乌达、

磴口至呼和浩特的地区[1]。 

从地质构造来看，呼和浩特市地处华北断块西

北部，有阴山和山西北部两大活动构造带，地质构

造复杂，新构造活动强烈，新生代断陷、第四纪活

动断裂极为发育。受华北地震区北东向现代挤压应

力场影响，地震活动频繁，是华北地震区重要地震

活动带之一。呼和浩特市区主要有 3条断裂带，分

别是：大青山山前断裂带、大黑河断裂带和城中断

裂带[7]。 

根据区域地震地质和地震活动性分析及数理

统计等方法的研究，在以呼和浩特市为中心半径

320公里范围内，未来可能对呼和浩特市有一定地

震影响的潜在震源区有 10 个，最大震级可达 6.0

－7.5级，震源深度大约为 15－30公里，市区的地

震危险主要来自呼和浩特、萨拉齐两个潜在震源区
[9-10]。 

3.2 呼和浩特市现有公园广场绿地统计 

据内蒙古 2014年统计年鉴不完全统计，呼和

浩特市现有 25个公园，各区都有分布，赛罕区有

满都海公园、仕奇公园、敕勒川公园、春度公园、

呼和浩特树木园、银杏园等；回民区有青城公园、

乌兰夫公园、新华公园、滨河公园、扎达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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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钢公园、呼和浩特植物园；新城区有公主府公园、

北郊公园、成吉思汗公园、苏雅拉公园、团结公园、

阿尔泰游乐园；玉泉区有南湖湿地公园、菩提塔公

园、锡林公园、怡园等。 

除公园以外，呼和浩特市还有 18 个广场和 5

个体育场馆可以作为避难场所，分别为新华广场、

大召广场、国际会展中心广场、呼和浩特市政府广

场、火车站站前广场、回民区政府广场、玉泉区政

府广场、新城区政府广场、成吉思汗广场、赛罕区

广场、金桥广场、五塔寺广场、伊利广场、蒙西文

化广场、民族集团嬉水广场、金地广场、如意广场、

东河广场和内蒙古赛马场、呼和浩特体育场、内蒙

古体育馆、呼和浩特体育馆、呼和浩特市人民体育

场。 

另外，内蒙古博物院以及内蒙古大学、内蒙古

师范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内

蒙古医科大学、内蒙古民族高等专科学校、内蒙古

财经大学等各大高校均有体育场馆可以作为避难

场所，各中小学操场也可以作为避难场所临时避难。 

4. 呼和浩特市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建设情况 

《呼和浩特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

中第十八章为中心城区综合防灾规划。文件中提到：

重视城市防灾减灾工作，加强重点防灾设施和灾害

监测预警系统的建设，建立健全包括消防、人防、

防洪、防震和防地质灾害等在内的城市综合防灾体

系。其中第六点指出避难疏散，包括避难疏散场所

和避难疏散通道，大致位置如图 1所示[8]。

 

图 1. 呼和浩特市总体规划中的中心城区防灾规划 

据媒体报道，2014年 6月，呼和浩特市地

震局组织召开了呼和浩特市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建设项目协调会，就市内 4 区建设应急避难场

所的类别、数量、选址、建设内容进行了研究

分析。暂时确定的应急避难场所有 11处，分别

为：新城区的阿尔泰游乐园；回民区的青城公

园、回民区政府广场和扎达盖公园；赛罕区的

敕勒川公园、满都海公园、金桥管委会广场和

春度公园；还有玉泉区的玉泉区政府广场、菩

提塔公园和大召广场。该 11个应急避难场所其

中有6个是总体规划中规划为避难疏散场所的，

但是还有 5 个在总体规划中并未划归避难疏散

场所，分别为回民区政府广场、金桥管委会广

场、玉泉区政府广场、菩提塔公园和大召广场。

该 11个在建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如图 2所示。 

截止目前，以上 11 处应急避难场所最近

开始进场施工尚未建设完成，效果尚不明显，

且施工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也未可知。 

5. 规划及建设状况分析及存在问题 

5.1 现有避难场所严重不足 

经计算，若以上 11 处避难场所建设完毕，

有效棚宿面积大约 83万 m2，可容纳 42万人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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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呼和浩特市在建避难疏散场所 

时避难，而呼和浩特市区人口 197.7 万，远远

不能满足所有市区人口的避难问题，且中部五

个避难所相对集中，距离周边几个避难所较远，

分布不甚均匀；经粗略统计，呼和浩特市总体

规划中综合防灾规划中划定的避难疏散场所面

积大约为 530万 m2，按比例估算有效棚宿面积

大约为 410万 m2，若按照总体规划将规划的避

难疏散场所全部建设完成，其数量基本可以满

足呼和浩特市区人口的避难所需。但是这只是

数量上的基本满足，其配置均衡性与合理性仍

需进一步探讨。 

5.2 没有系统的地震避难场所规划 

从呼和浩特市总体规划来看，在防灾规划

中将所有公园、广场、绿地、体育场以及中小

学高校操场甚至驾校场地都划归为防灾避难

场所，但是并不能确定这些场地一定可以用来

作为避难场所使用。在城市总体规划中也就只

是粗略大致划取可利用地域，并不能取代城市

防灾规划中对场地的勘测，疏散道路以及各避

难场所面积、容纳人数、所在位置、服务半径

等详细的规划。目前还没有系统的防震应急避

难场所专项规划。 

 

 

5.3 现有应急避难设施匮乏 

呼和浩特市地震局虽然主持建设 11 处应

急避难场所，但是仅仅在阿尔泰游乐场看到有

应急避难场所标志，青城公园等其他现已确定

为应急避难场所的各公园广场并未布置与地

震应急避难相关的标志或告示牌，且在道路两

旁也很少布置相关指示。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缺

乏要求设置的配套设施，包括临时用水、供电

照明、临时厕所、通讯系统等[11]。 

5.4 没有应急疏散道路规划 

呼和浩特市虽然计划建设 11 处地震应急

避难场所，但是在避难场所周围没有进行应急

疏散道路的规划与设置，一旦地震发生，人流

车流没有正确引导，容易引发交通拥堵，造成

大量民众无法顺利抵达避难场所。 

5.5 防灾避震规划与知识宣传不足 

从实际情况来看，市民对现有应急避难场

所几乎无所知晓，大家也完全不知一旦发生紧

急状况第一时间应该奔向何地，这说明政府相

关部门对此所做宣传与教育严重不足。同时，

市民对防震避灾相关知识也知之甚少，缺乏地

震中自救以及避灾路线及场所的选择等相关

知识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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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强呼和浩特市地震应急避难场所规划
建设的建议 

6.1 进行系统的地震应急避难场所规划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规划作为城市规划体

系中的一项专项规划，应与城市规划相对应的

分阶段系统的进行规划[12]。需要首先对城市各

区域进行地质勘测及抗震能力评估，选择地质

条件优越，地理位置合理，抗震能力强的公共

场所及建筑作为地震应急避难场所进行规划

与建设。同时对城市地域及人口合理分配，综

合考虑紧急避难场所、固定避难场所与中心避

难场所以及城市救灾指挥中心、医疗抢险中心、

抗灾物资储备仓库和各类交通方式运行及道

路的选址与规划，逐个核定避难场所名称、面

积、服务半径、容纳人数及所在位置。在城市

规划图中，明确绘制出各个避难场所具体位置、

避难通道以及与邻近避难场所的交通联系，在

各避难场所内及周围道路设置引导性标示牌

及简易区划图。 

6.2 建立避难场所管理数据库 

在各避难场所规划建设过程中，应该根据

实际情况建立一个城市避难场所数据管理平

台，将各避难场所规划建设情况、周边人口数

量、可通达时间、设施状况、周边交通、疏散

路线及服务区域汇总在同一个数据库中，便于

城市救灾指挥中心从整体出发全面协调引导

城市民众避难。为了数据信息的完善与精准，

应该定时对资料进行更新与补充。 

6.3 确保避难疏散道路通畅 

城市地震应急疏散道路作为震害发生后

受灾群众与各避难场所之间连接的纽带，对抵

御地震灾害发生后引发的次生灾害及避灾救

灾过程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进行城市防灾规划

时要充分考虑避难疏散道路的合理布局与规

划建设，将城市中各级避难场所连接形成网络

系统，便于相互间物资人员等的转移。同时要

确保各应急避难场所的疏散通道在两个以上，

保持进入与撤出避难场所时的道路顺畅和交

通便利
[13-14]
。 

6.4 加大地震应急避难知识宣传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作为地震突发时群众

紧急避难的使用场所，应该对广大市民积极推

广与介绍，让城市居民了解震害发生时自己应

该前往的第一目的地[15]。加强综合防灾减灾知

识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防范意识，在全市范

围宣传、普及防震减灾相关知识，让普通市民

知晓防灾减灾的内容，了解应急避难场所专项

规划。定期对市民群众进行避难相关知识培训

教育，并发放地震应急逃生手册，手册内标明

居住附近的避难场所与疏散路线，节省逃生时

间，使防灾规划应用到实际生活。同时，利用

新闻媒体、社区公告、光盘播放、电视广告等

形式广为宣传，普及避难场所的应用知识。 

6.5 结合实际，“平灾结合” 

应急避难场所的规划和建设是以“平灾结

合”、讲求经济效益为原则的[16]，在规划避难

疏散场所时，应当从平、灾两个方面考虑其功

能，平时用于教育、体育、文娱和其它生活、

生产活动，临震预报发布后或地震灾害发生时

转换为避难疏散场所，使休闲功能与避难功能

和谐统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也为地震应

急避难场所的建设节省很大比例的成本，有助

于经济城市、生态文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 

7. 总结 

本文分析呼和浩特市地理地质条件以及

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建设现状，发现呼和浩特市

存在避难场所不足、避难设施匮乏、避难疏散

道路未规划且没有系统的防震避难规划等问

题，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本文存在的缺

陷与不足是由于到目前为止呼和浩特市还未

有避难所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文中未能做出

实际的案例分析。本人会在之后的研究工作中

深入探讨呼和浩特市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规

划与建设，使呼和浩特市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的

内容更加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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