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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下空间人员应急疏散的难点与破解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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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地下空间呈现出大规模、综合化、集群化的开发建设趋

势，地下空间人口流动大，人员密度高，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地下空间的安全问题现已

引起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一旦地下空间遭受火灾、水灾、交通事故、或恐怖袭击，如

何及时有效地疏散人群，已成为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降低灾害影响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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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海为例

一、城市地下空间的现状与特点

早期城市地下空间以人防工程为主，80

年代以来逐步与经济建设相结合，城市地下

空间的使用功能与建设规模不断扩大。90年

代以来地下商业街、地下车库和地下变电站

投入运行，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进入了一个

新阶段。“十一五”以来，城市地下空间进

入快速发展期。城市地下空间的特点，以上

海为例，可概括为：

（一）规模体量大，结构复杂化

截止2010年底，上海已建成、投入使

用的各类地下空间设施近3万个，总面积达

5200万m
2
，单体的地下工程面积也屡创新

高，金茂大厦、正大广场、环球金融中心、

上海火车南站等建筑的地下空间面积均突破

了5万m
2
，越来越多集商业、娱乐、交通等多

功能的地下综合体出现，地下空间被分割为

众多单元，分隔多、通道多、门禁多，内部

构造越来越复杂。

（二）人员高密度，成份多元化

一方面，地下空间人群活动密集。据不完全统计，上海人

民广场、徐家汇两大地下商圈的日均客流量均已超过30万，节

假日日客流量更是突破110万。另一方面，地下交通已成为现

代城市交通中的重要环节，截止2012年9月，上海轨道交通

全路网已开通11条路线、287座车站，运营里程达420公里，

世博期间上海地铁日客运量突破了700万人次。同时，地下

空间活动的人员成分复杂，流动人口占了相当部分，这部分

人群不熟悉地下空间的地形、设施，应急基础也相对薄弱，

对灾害和自救互救的知识储备也相对欠缺。

（三）主体多样化，管理多头化

城市地下空间涉及单位众多，如规范方、建设方、施工方、

权属方、租赁方、物业方、管理方等。各类地下设施的管理主体

不同，例如上海市，规划、建设部门负责对地下工程安全审批，

民防部门负责民防工程的安全，申通公司负责地铁、隧道的安

全，电力、煤气、通信部门负责地下管线的安全，安监、卫生、

工商等负责地下商场、地下旅馆及娱乐设施的监管，物业公司、

建筑物所在的管理单位对下属的地下车库负有安全管理责任。

二、城市地下空间面临的灾害威胁

地下空间面临的灾害主要分为自然灾

害和人为灾害两类。自然灾害包括地震、洪

涝、台风、海啸、地质沉降引起的灾害等，

人为灾害包括战争、恐怖袭击、爆炸、化学

泄漏、火灾、交通事故等。

（一）火灾是地下空间最为多发的灾害

火灾是地下空间最为多发的灾害，约占

总灾害发生率的30%以上。地下空间构造复杂环境特殊，

导致其设备设施老化、腐蚀、电线短路、人为破坏等引发

的火灾越来越多。因其封闭性，火灾发生时形成不完全燃

烧，比完全燃烧时更易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加之排烟途径

少，对受灾人群伤害更大。大量烟雾迅速降低能见度，一

旦应急照明失效，人群难以辨别方向。高密度人群与有限

的疏散出口形成强大反差，加上疏散路径与热气烟雾升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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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重合，救援通道往往也是疏散通道，人流交叉延误

灭火时机，这些因素都增加了逃生和疏散的难度。

（二）水患是地下空间较为常见的灾害

地下空间因为其建筑特点，水平位置较低，在防洪防

汛方面处于天然弱势。上海市区陆地的平均海拔高度在3-4米，

地下水位在0.5-1米，地下空间防洪防汛任务艰巨。2003年7月

1日地铁4号线的施工事故，引发了附近黄浦江防汛堤的坍

塌，幸好不在汛期，且抢救及时，才未发生江水倒灌进地

铁站事故，否则江水将因地铁系统的四通八达流入其它路

段，后果不堪设想。由于地下空间的排水系统能力有限，

在汛期和台风等极端天气下，积水无法及时排出。各类通

风、采光孔口的遮蔽措施不到位，容易导致雨水进入，地

下水位的抬高、地下工程沉降缝止水带老化破裂等也容易

引起地下水涌入。

（三）地下交通的安全压力日渐增大

现代城市对地下交通的依赖与日俱增，地下交通面临

的安全压力也越来越大。以上海地铁为例，2011年全年客运

量达21.01亿人次，日平均客流量达555万人次，随着客流负

荷不断增长，地下交通设备设施面临着极大的考验，除了之

前提到的火灾、水患以外，还容易发生以下故障：车门屏蔽

门故障，紧急装置异常启动导致的急刹车，信号、供电、线

路等设备故障导致的事故等，另外还有因异物侵入线路、人

员进入线路导致的故障事故。2009年12月22日，上海地铁1

号线因信号故障导致两车侧面碰撞停运，所幸

被撞列车为空车，没有发生伤亡；2011年9月

27日14时许，上海地铁10号线因信号故障发生

追尾事故，致使270多名乘客受伤；2011年11

月，除地铁5号线与11号线外，其他地铁线路

在一月中共发生过34次故障，不少故障发生在

上下班高峰时期，大量乘客滞留，考验着地下

交通的应急和疏散能力。

（四）地下空间是恐怖袭击的重要目标

除人为纵火导致的火灾外，地下空间恐

怖袭击主要还可能是炸弹爆炸、毒气和化学

品泄漏以及核生化武器等。恐怖分子可能会

选择情况复杂的地铁、地下商场，采用欺骗

伪装手段，隐藏实施犯罪，给灾害防范带来

了一定难度。一旦遭受恐怖袭击，其出入口

相对狭窄，空气流动速度慢，有毒气体或化

学危险物滞留时间长，灾害损失也增大，易

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恶劣的社会影响。如

1995年3月20日日本东京数个地铁车站遭遇沙

林毒气袭击，事件造成12人死亡，约5500人

中毒，1036人住院治疗。2005年7月7日英国

伦敦地铁连环爆炸案造成56人死亡，700多人

受伤。

三、城市地下空间应急疏散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疏散是指将密集的人员、物资、工业，分散转移的行

动。在地下空间发生灾害时，政府动员和组织受灾民众有

序地先从受灾害严重的地区转移到安全避难区域，进而从

地下撤离到地上，这是地下空间应急疏散的主要思路。

（一）地下空间涉及灾害广救援难度大，迫切需要应

急疏散

在封闭的地下环境中，人的心理方面容易产生压抑、

闭塞、阴暗等感觉，以致产生方向不明、情绪不安、烦躁

恐惧等不良反应。同时，有限的应急出口、密集的人流和

商家，以及灾害的不可逆性和叠加效应等因素导致救援工

作难度极大。一旦发生停电、火灾等事故，信息公开的不

透明不及时、群体性骚乱等会加剧这些潜在的心理问题，

极易产生群体性拥挤踩踏事件。面对严峻的灾害形势，如

何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将灾害损失降至最低，应急

疏散工作责无旁贷。

（二）应急疏散是地下空间防灾减灾的

最简单、最有效方式

由于普通人群对地下环境的熟悉程度远

低于地面，在灾害情况下，面对复杂的地下状

况，普通民众很难在第一时间作出最科学、最

正确的判断，直接影响了应急疏散和自救互救

效果，因此，地下空间有计划、有组织的疏散

工作尤为重要。济南银座购物广场是一座超大

型地下综合购物广场，2007年7月18日遭受特

大暴雨袭击，护城河水暴涨，冲破广场北侧防

汛设施，商场内积水达到1.6米，最深处达2.2米，

管理方及时启动预案，将商场内的一万多名顾客

及上千名员工安全疏散转移，无一人伤亡。科

学及时的应急疏散，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

带来的影响和损失。

四、国外城市地下空间人流疏散的主要经验

从国外城市地下空间疏散工作的现状看，各国做法各

异，总结主要经验如下：

（一）在规划前期就充分考虑人员疏散需求

加拿大多伦多在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



特别策划 | ��

五、地下空间人流应急疏散的难点

上海意识到地下空间防灾减灾工作的重

要性，2006年开始实行上海市地下空间安全

管理联席会议制度，2007年起组织开展地下

空间的防灾减灾演练，2009年颁布了《上海

市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管理办法》，2010年举

行了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人员疏散

演练。上海正试图通过实践逐步摸索地下空

间应急疏散工作规律，但地下空间的应急疏

散工作仍面临以下难点：

（一）内部环境问题

上海的防灾规划水平远远达不到地下空

间疏散需求，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大部分地

下空间的地面出入口数量在2-4个，环球金融

中心6.5万m
2
的地下空间安全出口只有11个。

同时，日常的运营管理工作不到位，或疏于

例行检查、日常维护，部分地下空间存在应

急疏散通道受阻，应急标识遗失、通风设施

老化、应急设备失灵、应急照明不够等现

象，甚至部分人员密集型地下空间无明显的

疏散平面指示图，造成了应急疏散工作难以

正常开展。

（二）应急预案问题

虽然上海大部分城市地下空间都编制了

疏散的应急预案，但真正做到了科学评估风

险，预案实用可靠的却寥寥无几。一是没有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各自特点的应急

预案，同时分散的单项预案也无法满足地下

空间特殊性和灾害叠加特征的需要。二是缺

乏疏散演练和专家评估，预案仅仅停流在纸

质层面，只是建立了粗线条的协议，脱离了基层民众，忽略

了地下空间灾害应对的实际情况和现实需要，在灾害发生时

无应急反应的行动基础。

（三）信息沟通问题

由于管理机制原因，缺乏系统规划，导致地下空间分

布数据不完备，信息缺乏共享，地下临时隐蔽场所、疏散

通道、资源储备、救援力量等信息处于分散的状态。经营单

位之间信息平台少，发生灾害时，存在各自为战的现象，如

地铁与商场之间，商场之间，商铺之间都缺乏有效的联动机

制。加上地下空间由钢筋混凝土浇铸而成，金属对电磁辐射

有屏蔽作用，存在信号盲点，地面救援人员与地下受灾人群

无法及时沟通信息，增大了疏散救援难度。

（四）组织指挥问题

地下空间管理方众多，公安、消防、民防、环保、防

汛部门分别对单灾种进行管理，一旦发生灾害，成立的临时

性应急指挥机构，时常并不能很好地发挥应急处置的作用。

部门分割造成综合管理的难度，降低了应急效率。加上运营

方各自为政，综合灾害发生时，多重管理引发一系列问题：

“向谁报警”、“由谁决策”、“谁来指挥”、如何第一时

间获知灾情。而综合预测可能造成的危害，确定合理可行的

一体化应急疏散方案，下达疏散指令，科学传递信息，快速

有效地组织地下受困人员有序安全疏散是地下空间应急疏散

中的又一难题。

（五）民众执行问题

目前上海地下空间的防灾教育以及疏散演练、逃生技

能的培训开展得比较少，地下空间的防灾演练还是在探索阶

段，尚未常规化、规模化，群众接受这方面的教育较少，应

急疏散预案流于形式，广大民众的心理素质和防灾技能都远

远达不到地下空间应急疏散工作的实际需要。

中，巧妙利用PA T H这个地下标志，P红色代

表朝南，A橙色代表朝西，T蓝色代表朝北，

H黄色代表朝东，通过城市地下标志系统，

避免人流过于集中，灾害时可以最快速疏散

人群。日本在人流量大的地下街配置中央广

场，通过自然采光的天窗避免停电时黑暗给

人心里上造成的不安情绪；地下行人道每50

米配置一个隔离区，地下街每30米就设一个

直通地面的通道。

（二）组建强有力的应急疏散管理队伍

英国伦敦地铁常设的紧急处置小组是地

铁灾害事故的应急协调机构，它积极应对各

类地铁灾害事故，接受专业救援培训，在实

际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成为处置地下

空间灾害的专业队伍。日本也设立了专门的城市地下空间

安全维护警察。

（三）利用先进科技实现数字化应急管理

以日本大阪市中央体育馆为例，体育馆的主馆装备了

7套现代化的深测设备，多角度探测，一旦出现明火，经监

控人判定人工开启灭火装置，通过诱导技术，如光诱导、

声诱导系统迅速诱导人流疏散到安全地方。加拿大则通过

三维地下空间安全信息体系，加强灾害预防和信息整合，

在应急疏散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健全法律法规，加强应急演练和教育

大部分国家通过立法的方式，加强城市地下空间的安

全管理，定期组织演练，加强避难引导，提高民众的防灾

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



特别策划 | ��

六、开展地下空间应急疏散工作的对策措施

为确保地下空间疏散工作顺利开展，笔者认为可以从

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加强地下防灾减灾规划，健全安全技术标准

政府应在地下空间的设计、建设、管理各阶段各环节

实现灾害预防和人性化服务的理念。打破部门局限，建立规

范统一的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建设、使用、管理标准。加大

科研开发力度，提高预警报警系统的准确性，加大安防监控

系统的设置，防范风险隐患，对险情能及时提供可靠和准确

的定位信息，设置声光电的疏散引导系统，通过清晰、可靠

统一的地下空间引导系统，在灾害发生时快速疏散人群。应

急、民防、消防、地震部门要加强地下空间疏散理论研究，

指导地下空间的运营方针对不同类型的地下空间的特性，制

定不同灾种的应急疏散预案，建立专家认证机制，探索和规

范地下空间在平时和应急情况下，应急资源、设施设备、人

员配备等方面的具体标准和调动机制。

（二）建设执法和处置两支队伍，打破多重管理格局

上海在地下空间的管理上，一直奉行“谁建设谁负

责，谁管理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但笔者认

为，即使这样仍存在责任盲区，多头管理也将导致使用

单位的无所适从。笔者认为可以在地下空间建立两支专业

队伍。一是成立地下空间综合执法队伍，直接对上海市地

下空间联席会议制度负责，打破原有的部门割裂、重复建

设、管理脱节、效率低下的局面，深入不同类型的地下空

间，实行统一管理，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工作，监督使用方

保证疏散通道畅通，保证疏散设施处于正常状态，开展应

急疏散演练，熟悉预案内容，确保应急组织响应能力。确

保地下空间从业人员熟悉疏散预案、流程和个人职责，熟

悉安全出入口和疏散通道的位置，具备组织、协调、疏散

引导能力。二是成立地下空间应急处置队伍，负责对地下

空间灾害事件的处置，配置救援器材装备，建立地下应急

网点，实施就近保卫，确保快速响应。发生灾害事故时，

地下空间的使用方直接向最近的地下空间应急处置队伍报

警，应急处置队实行网格化管理，最大限度地调动辖区内

应急救援资源，开展现场疏导和救援工作。

（三）优化信息管理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及联防联动

上海已建设全市一体化的地下空间信息管理系统，但是

现有数据仍无法满足地下空间防灾减灾形势的需要。建议进

一步完善电子信息系统，将全市地下空间的基础数据、建设

图纸、规划信息、应急救援及疏散预案、人员管理等资料纳

入其中。地下空间安全管理队伍的日常安全检查和运营方的

日常运维信息也应及时汇总更新，确保应急救援和疏散相关

管理措施执行到位，设备设施运行良好。提高电子信息系统

的职能化水平，对不同环境、不同形态、地域的灾害事故进

行分析整理，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应急疏散处置方案，作为

科学决策的依据。同时，集群化高密度地下空

间的管理各方，能够从一体化的信息管理平台

中获得集群内各部分相关信息，确保在预警和

联防上紧密协作；在灾害发生时，利用信息集

成的优势，联调联动，做出最优的疏散决策并

组织实施。

（四）开展防灾减灾公共教育，提高民

众应急响应能力

一方面，政府及地下空间管理部门可以

结合特定区域地下空间的实际情况，印制完备

的地下空间应急疏散指导手册，张贴路标，

定期组织演练，加强对行人的避难引导，针对

性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工作。也可以结合防灾减

灾日、消防安全日、国防教育日，发放地下空

间安全宣传资料，宣传地下空间应急疏散及灾

害防护常识，定期组织开展特定时间、特定灾

种、不同人群、大规模的应急疏散演练，提高

全社会地下空间安全防范和公共参与意识，强

化普通民众的应急疏散能力，将地下空间安全

宣传教育融入全社会安全教育的大平台。另一

方面，充分发挥社会机构的巨大力量和积极作

用，借助有一定资质的社会教育培训机构，针

对不同对象，如设计方、承包方、权属人、使

用者、管理者、从业者等，组织开展不同类型

不同系列的安全培训，内容涉及法律法规、建

筑知识、应急处置、疏散逃生等知识技能，全

方位提高地下空间安全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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