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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公 告 
第628号 

 

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标准》的公告 
 

 

现批准《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标准》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50413-2007，自2007年11月1日起实施。其中，第1．0．5、3．0．1、 

3．0．2 (1)、 3．0．4、 3．0．6、 4．1．4、 4．2．2、 4．2．3、

5．2．6 (1、 2、 3)、 6．2．1、 6．2．2、 7．1．2、 8．2．6、 8．2．7、

8．2．8条(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2007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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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建设部《关于印发(2002～2003年度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制订、修

订计划>的通知》 (建标[2003]102 号)的要求，由北京工业大学抗震减灾研究所

会同有关的规划、设计、勘察、研究和教学单位编制而成。 

 

  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开展了专题研究和试点研究，调查总结了近年来国内

外大地震的经验教训，总结了我国二十多年来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编制和实施的经

验和教训，充分吸收了当前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采纳了地

震工程的新科研成果，考虑了我国的经济条件和工程实践，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

征求了有关规划、设计、勘察、科研、教学单位及抗震管理部门的意见，经反复

讨论、修改、充实，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标准共有 9章 1个附录，主要内容是；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

4．城市用地；5．基础设施；6．城区建筑；7．地震次生灾害防御；8．避震疏散；

9．信息管理系统。 

 

  本标准将来可能需要进行局部修订，有关局部修订的信息和条文内容将刊登

在《工程建设标准化》杂志上。 

 

  本标准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由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由北京工业大学抗震减灾

研究所(北京城市与工程安全减灾中心)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结合规划实践，认真总结经验，并将意见和

建议寄交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号北京工业大学抗震减灾研究所国家标准《城

市抗震防灾规划标准》管理组(邮编：100022，E-mail：ieebjut@gmail．com)。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主编单位：北京工业大学抗震减灾研究所(北京城市与工程安全减灾中心)    

河北省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参编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同济大学 云南大学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

所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工程抗震研究所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山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主要起草人：周锡元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马东辉 冯启民 叶燎原 朱思诚 毕兴锁 李 杰 李

洪泉 苏幼坡 苏经宇 赵振东 贾 抒 曾德民 蒋 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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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提高城市的综合抗震防灾能力，最大限度地

减轻城市地震灾害，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大于或等于 0．05g(地震基本烈度为 6

度及以上)地区的城市抗震防灾规划。 

 

1．0．3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应贯彻“预防为主，防、抗、避、救相结合”的方针，

根据城市的抗震防灾需要，以人为本，平灾结合、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统筹规

划。 

 

1．0．4 城市抗震防灾的防御目标应根据城市建设与发展要求确定，必要时还可

区分近期与远期目标，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所确定防御目标应不低于本标准第 1．0．5 条规定的基本防御目标；  

  2 对于城市建设与发展特别重要的局部地区、特定行业或系统，可采用较高

的防御要求。 

 

1. 0．5 按照本标准进行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应达到以下基本防御目标： 

  1 当遭受多遇地震影响时，城市功能正常，建设工程一般不发生破坏； 

  2 当遭受相当于本地区地震基本烈度的地震影响时，城市生命线系统和重要

设施基本正常，一般建设工程可能发生破坏但基本不影响城市整体功能，重要工

矿企业能很快恢复生产或运营； 

  3 当遭受罕遇地震影响时，城市功能基本不瘫痪，要害系统、生命线系统和

重要工程设施不遭受严重破坏，无重大人员伤亡，不发生严重的次生灾害。 

 

1．0．6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应与城市总体规划相衔接，并符合下述规定： 

  1 应遵循城市总体规划中确定的城市性质、规模等。 

  2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的范围和适用期限应与城市总体规划保持一致。对于本

标准第 3．0．12 条 2～4 款规定的特殊情况，规划末期限宜一致。城市抗震防灾

规划的有关专题抗震防灾研究宜根据需要提前安排。 

  3 应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体系同步实施。对一些特殊措施，应明确实施方式和

保障机制。 

 

1．0．7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其他标准的

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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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规划工作区 working district for the planning 

  进行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时根据不同区域的重要性和灾害规模效应以及相应评

价和规划要求对城市规划区所划分的不同级别的研究区域。 

 

2．0．2 抗震性能评价 earthquake resistant performance assess-ment or estimation 

  在给定的地震危险条件下，对给定区域、给定用地或给定工程或设施针对是

否需要加强抗震安全、是否符合抗震要求、地震灾害程度、地震破坏影响等方面

所进行的单方面或综合性评价或估计。 

 

2．0．3 群体抗震性能评价 earthquake resistant capacity as-sessment or estimation for 

group of structures 

  根据统计学原理，选择典型剖析、抽样预测等方法对给定区域的建筑或工程

设施群体进行整体抗震性能评价。 

 

2．0．4 单体抗震性能评价 earthquake resistant capacity as-sessment or estimation for 

individiual structure 

  对给定建筑或工程设施结构逐个进行抗震性能评价。 

 

2．0．5 城市基础设施 urban infrastructures 

  本标准所指城市基础设施，是指维持现代城市或区域生存的功能系统以及对

国计民生和城市抗震防灾有重大影响的基础性工程设施系统，包括供电、供水和

供气系统的主干管线和交通系统的主干道路以及对抗震救灾起重要作用的供电、

供水、供气、交通、指挥、通信、医疗、消防、物资供应及保障等系统的重要建

筑物和构筑物。 

 

2．0．6 避震疏散场所 seismic shelter for evacuation 

  用作地震时受灾人员疏散的场地和建筑。可划分为以下类型： 

  １ 紧急避震疏散场所：供避震疏散人员临时或就近避震疏散的场所，也是避

震疏散人员集合并转移到固定避震疏散场所的过渡性场所。通常可选择城市内的

小公园、小花园、小广场、专业绿地、高层建筑中的避难层(间)等； 

  2 固定避震疏散场所：供避震疏散人员较长时间避震和进行集中性救援的场

所。通常可选择面积较大、人员容置较多的公园、广场、体育场地／馆，大型人

防工程、停车场、空地、绿化隔离带以及抗震能力强的公共设施、防灾据点等； 

  3 中心避震疏散场所：规模较大、功能较全、起避难中心作用的固定避震疏

散场所。场所内一般设抢险救灾部队营地、医疗抢救中心和重伤员转运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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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防灾据点 disasters prevention stronghold 

  采用较高抗震设防要求、有避震功能、可有效保证内部人员抗震安全的建筑。 

 

2．0．8 防灾公园 disasters prevention park 

  城市中满足避震疏散要求的、可有效保证疏散人员安全的公园。 

 

2．0．9 专题抗震防灾研究 specialtaskinvestigationonearth-quake resistance and 

hazardous prevention 

  针对城市抗震防灾规划需要，对城市建设与发展中的特定抗震防灾问题进行

的专门抗震防灾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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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总体抗震要求： 

    1)城市总体布局中的减灾策略和对策； 

    2)抗震设防标准和防御目标； 

    3)城市抗震设施建设、基础设施配套等抗震防灾规划要求与技术指标。 

   2 城市用地抗震适宜性划分，城市规划建设用地选择与相应的城市建设抗

震防灾要求和对策。 

   3 重要建筑、超限建筑，新建工程建设，基础设施规划布局、建设与改造，

建筑密集或高易损性城区改造，火灾、爆炸等次生灾害源，避震疏散场所及疏散

通道的建设与改造等抗震防灾要求和措施。 

   4 规划的实施和保障。 

 

3．0．2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时，应符合下述要求： 

   1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中的抗震设防标准、城市用地评价与选择、抗震防灾

措施应根据城市的防御目标、抗震设防烈度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CB50011 等

国家现行标准确定。 

   2 当城市规划区的防御目标为本规范第 1．0．5 条提出的基本防御目标时，

抗震设防烈度与地震基本烈度相当，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取值与现行国家标准《中

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l8306 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相当，抗震设防标准、城市

用地评价与选择、抗震防灾要求和措施应符合国家其他现行标准的要求。 

   3 当城市规划区或局部地区、特定行业系统的防御目标高于 1．0．5 条提

出的基本防御目标时，应给出设计地震动参数、抗震措施等抗震设防要求，并按

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中的抗震设防要求的分类分级原

则进行调整。相应抗震设防烈度应不低于所处地区的地震基本烈度，设计基本地

震加速度值应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 确定的地

震动峰值加速度值，其抗震设防标准、用地评价与选择、抗震防灾要求和措施应

高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并达到满足其防御目标的要

求。 

 

3．0．3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按照城市规模、重要性和抗震防灾要求，分为甲、乙、

丙三种编制模式。 

 

3．0．4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编制模式应符合下述规定： 

   1 位于地震烈度 7 度及以上地区的大城市编制抗震防灾规划应采用甲类模

式； 

   2 中等城市和位于地震烈度 6 度地区的大城市应不低于乙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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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其他城市编制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应不低于丙类模式。 

 

3．0．5 进行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和专题抗震防灾研究时，可根据城市不同区域的

重要性和灾害规模效应，将城市规划区按照四种类别进行规划工作区划分。 

 

3．0．6 城市规划区的规划工作区划分应满足下列规定： 

   1 甲类模式城市规划区内的建成区和近期建设用地应为一类规划工作区； 

   2 乙类模式城市规划区内的建成区和近期建设用地应不低于二类规划工作

区； 

   3 丙类模式城市规划区内的建成区和近期建设用地应不低于三类规划工作

区； 

   4 城市的中远期建设用地应不低于四类规划工作区。 

 

3．0．7 不同工作区的主要工作项目应不低于表 3．0．7 的要求。 

 

3．0．8 在编制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时，可建立城市抗震防灾规划信息管理系统促

进规划的管理和实施。 

 

3．0．9 进行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时，应根据本标准规定的相关评价和规划要求，

充分收集和利用城市现有的、与城市实际情况相符的、准确可靠的各类基础资料、

规划成果和已有的专题研究成果。当现有资料不能满足本标准所规定的要求时，

应补充进行现场勘察测试、调查及专题抗震防灾研究。所需的基础资料要求见附

录A，各城市可根据规划编制模式和城市地震灾害特点有所侧重和选择。  

 

3．0．10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的成果应包括：规划文本、图件及说明。规划成果应

提供电子文件格式，图件比例尺应满足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  

 

3．0．11 对国务院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以及城市规划区内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申请列入的“世界遗产名录”的地区、城市重点保护建筑等，

宜根据需要做专门研究或编制专门的抗震保护规划。 

 

3．0．12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在下述情形下应进行修编： 

   1 城市总体规划进行修编时； 

   2 城市抗震防御目标或标准发生重大变化时； 

   3 由于城市功能、规模或基础资料发生较大变化，现行抗震防灾规划已不

能适应时； 

   4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或具有特殊情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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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市用地 
 

4．1 一般规定 

 

4．1．1 城市用地抗震性能评价包括：城市用地抗震防灾类型分区，地震破坏及

不利地形影响估计，抗震适宜性评价。 

 

4．1．2 对已经进行过抗震设防区划或地震动小区划并按照现行规定完成审批并

处于有效期内的城市与工作区，当按照本标准第 3．0．4、3．0．6 条所确定的编

制要求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可以原有成果为基础，结合新的资料，根据本标

准的规定补充相关内容。 

 

4．1．3 进行城市用地抗震性能评价时应充分收集和利用城市现有的地震地质环

境和场地环境及工程勘察资料。当所收集的钻孔资料不满足本标准的规定时，应

进行补充勘察、测试及试验，并应遵守国家现行标准的相关规定。 

 

4．1. 4 进行城市用地抗震性能评价时所需钻孔资料，应满足本标准所规定的评价

要求，并符合下述规定： 

   1 对一类规划工作区，每平方公里不少于 1 个钻孔； 

   2 对二类规划工作区，每两平方公里不少于 1 个钻孔； 

   3 对三、四类规划工作区，不同地震地质单元不少于 1 个钻孔。 

 

4．2 评价与规划要求 

 

4．2．1 城市用地抗震防灾类型分区应结合工作区地质地貌成因环境和典型勘察

钻孔资料，根据表 4．2．1 所列地质和岩土特性进行。对于一类和二类规划工作

区亦可根据实测钻孔和工程地质资料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的场地类

别划分方法结合场地的地震工程地质特征进行。在按照本标准进行其他抗震性能

评价时，不同用地抗震类型的设计地震动参数可按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的同级场地类别采取。必要时，可通过专题抗震防灾研究确定不同用地类

别的设计地震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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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城市用地地震破坏及不利地形影响应包括对场地液化、地表断错、地质

滑坡、震陷及不利地形等影响的估计，划定潜在危险地段。  

 

4．2．3 城市用地抗震适宜性评价应按表 4．2．3 进行分区，综合考虑城市用地

布局、社会经济等因素，提出城市规划建设用地选择与相应城市建设抗震防灾要

求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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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础设施 
 

5．1 一般规定 

 

5．1．1 进行抗震防灾规划时，城市基础设施应根据城市实际情况，按照本章的

规定确定需要进行抗震性能评价的对象和范围。 

 

5．1．2 在编制抗震防灾规划时，应结合城市基础设施各系统的专业规划，针对

其在抗震防灾中的重要性和薄弱环节，提出基础设施规划布局、建设和改造的抗

震防灾要求和措施。 

 

5．1．3 对城市基础设施系统的重要建筑物和构筑物应按照本标准第 6 章有关重

要建筑的规定进行抗震防灾评价，制定规划要求和措施。对城市基础设施进行群

体抗震性能评价时，其抽样要求宜满足本标准第 6．1．5 条的规定。 

 

5．2 评价与规划要求 

 

5．2．1 对供电系统中的电厂厂房、变电站及控制楼等重要建筑应进行抗震性能

评价；必要时，对甲、乙类模式可通过专题抗震防灾研究进行功能失效影响评价。 

 

5．2．2 对供水系统中的取水构筑物、水厂、泵站等重要建筑，不适宜用地中的

地下主干管线，因避震疏散等城市抗震防灾所需的地下主干管线，应进行抗震性

能评价；必要时，对甲、乙类模式可通过专题抗震防灾研究进行功能失效影响评

价。 

 

5．2．3 对供气系统中的供气厂、天然气门站、储气站等重要建筑应进行抗震性

能评价；必要时，对甲、乙类模式可通过专题抗震防灾研究针对地震可能引起的

潜在火灾或爆炸影响范围进行估计。 

 

5．2．4 对交通主干网络中的桥梁、隧道等应进行群体抗震性能评价；必要时，

可通过专题抗震防灾研究，对连通城市固定避震疏散场所的主干道进行抗震连通

性影响评价。 

 

5．2．5 对抗震救灾起重要作用的指挥、通信、医疗、消防和物资供应与保障等

系统中的重要建筑应进行抗震性能评价；必要时，通过专题抗震防灾研究针对这

些系统的抗震救灾保障能力进行综合评估。 

 

5．2．6 基础设施的抗震防灾要求和措施应包括： 

   1 应针对基础设施各系统的抗震安全和在抗震救灾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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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抗震防御标准和要求； 

   2 应提出基础设施中需要加强抗震安全的重要建筑和构筑物； 

   3 对不适宜基础设施用地，应提出抗震改造和建设对策与要求； 

   4 根据城市避震疏散等抗震防灾需要，提出城市基础设施布局和建设改造

的抗震防灾对策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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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城区建筑 
 

6．1 一般规定 

 

  

 

6．1．1 在进行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时，应结合城区建设和改造规划，在抗震性能

评价的基础上，对重要建筑和超限建筑抗震防灾、新建工程抗震设防、建筑密集

或高易损性城区抗震改造及其他相关问题提出抗震防灾要求和措施。 

 

6．1．2 根据建筑的重要性、抗震防灾要求及其在抗震防灾中的作用，在抗震防

灾规划时，应考虑的城市重要建筑包括： 

   1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 中的甲、乙类建

筑； 

   2 城市的市一级政府指挥机关、抗震救灾指挥部门所在办公楼； 

   3 其他对城市抗震防灾特别重要的建筑。 

 

6．1．3 对城市群体建筑可根据抗震评价要求，结合工作区建筑调查统计资料进

行分类，并考虑结构形式、建设年代、设防情况、建筑现状等采用分类建筑抽样

调查与群体抗震性能评价的方法进行抗震性能评价。 

 

6．1. 4 在进行群体建筑分类抽样调查时，抗震性能评价可采用行政区域作为预测

单元进行，也可根据不同工作区的重要性及其建筑分布特点按下述要求进行划分： 

   1 一类工作区的建城区预测单元面积不大于 2．25km2； 

   2 二类工作区的建城区预测单元面积不大于 4km2。  

 

6．1．5 在进行群体建筑分类抽样调查时，抽样率应满足评价建筑抗震性能分布

差异的要求，并符合下述要求： 

   1 一类工作区不小于 5％； 

   2 二类工作区不小于 3％； 

   3 三类工作区不小于 1％。 

 其他工程设施的群体分类抽样调查宜根据工程设施特点按照本条要求进行。 

 

6．2 评价与规划要求 

 

6．2．1 应提出城市中需要加强抗震安全的重要建筑；对本标准第 6．1．2 条第

2 款规定的重要建筑应进行单体抗震性能评价，并针对重要建筑和超限建筑提出

进行抗震建设和抗震加固的要求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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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对城区建筑抗震性能评价应划定高密度、高危险性的城区，提出城区拆

迁、加固和改造的对策和要求；应对位于不适宜用地上的建筑和抗震性能薄弱的

建筑进行群体抗震性能评价，结合城市的发展需要，提出城区建设和改造的抗震

防灾要求和措施。 

 

6．2．3 新建工程应针对不同类型建筑的抗震安全要求，结合城市地震地质和场

地环境、用地评价情况、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点，提出抗震设防要求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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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震次生灾害防御 
 

7．1 一般规定 

 

  

 

7．1．1 进行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时，应对地震次生火灾、爆炸、水灾、毒气泄漏

扩散、放射性污染、海啸、泥石流、滑坡等制定防御对策和措施，必要时宜进行

专题抗震防灾研究。 

 

7．1．2 在进行抗震防灾规划时，应按照次生灾害危险源的种类和分布，根据地

震次生灾害的潜在影响，分类分级提出需要保障抗震安全的重要区域和次生灾害

源点。 

 

7．2 评价与规划要求 

 

7．2．1 对地震次生灾害的抗震性能评价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对次生火灾应划定高危险区；甲类模式城市可通过专题抗震防灾研究进

行火灾蔓延定量分析，给出影响范围； 

   2 应提出城市中需要加强抗震安全的重要水利设施或海岸设施； 

   3 对于爆炸、毒气扩散、放射性污染、海啸、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可

根据城市的实际情况选择提出城市中需要加强抗震安全的重要源点。 

 

7．2．2 应根据次生灾害特点制定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各类次生灾害防御对策

和措施。 

 

7．2．3 对可能产生严重影响的次生灾害源点，应结合城市的发展，控制和减少

致灾因素，提出防治、搬迁改造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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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避震疏散 
 

8．1 一般规定 

 

  

 

8．1．1 避震疏散规划时，应对需避震疏散人口数量及其在市区分布情况进行估

计，合理安排避震疏散场所与避震疏散道路，提出规划要求和安全措施。 

 

8．1．2 需避震疏散人口数量及其在市区分布情况，可根据城市的人口分布、城

市可能的地震灾害和震害经验进行估计。在对需避震疏散人口数量及其分布进行

估计时，宜考虑市民的昼夜活动规律和人口构成的影响。 

 

8．1．3 城市避震疏散场所应按照紧急避震疏散场所和固定避震疏散场所分别进

行安排。甲、乙类模式城市应根据需要，安排中心避震疏散场所。 

 

8．1．4 紧急避震疏散场所和固定避震疏散场所的需求面积可按照抗震设防烈度

地震影响下的需安置避震疏散人口数量和分布进行估计。 

 

8．1．5 制定避震疏散规划应和城市其他防灾要求相结合。 

 

8．2 评价与规划要求 

 

8．2．1 对城市避震疏散场所和避震疏散主通道应针对用地地震破坏和不利地形、

地震次生灾害、其他重大灾害等可能对其抗震安全产生严重影响的因素进行评价，

用作防灾据点的建筑尚应进行单体抗震性能评价，确定避震疏散场所和避震疏散

主通道的建设、维护和管理要求与防灾措施。 

  对于甲类模式，可通过专题抗震防灾研究，结合城市的详细规划对避震疏散

进行模拟分析。 

 

8．2．2 城市规划新增建设区域或对老城区进行较大面积改造时，应对避震疏散

场所用地和避震疏散通道提出规划要求。新建城区应根据需要规划建设一定数量

的防灾据点和防灾公园。 

 

8．2．3 城市的出人口数量宜符合以下要求：中小城市不少于 4 个，大城市和特

大城市不少于 8 个。与城市出入口相连接的城市主干道两侧应保障建筑一旦倒塌

后不阻塞交通。 

 

8．2．4 在进行避震疏散规划时，应充分利用城市的绿地和广场作为避震疏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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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明确设置防灾据点和防灾公园的规划建设要求，改善避震疏散条件。 

 

8．2．5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时，应提出对避震疏散场所和避震疏散主通道的抗震

防灾安全要求和措施，避震疏散场所应具有畅通的周边交通环境和配套设施。 

 

8．2．6 避震疏散场所不应规划建设在不适宜用地的范围内。 

 

8．2．7 避震疏散场所距次生灾害危险源的距离应满足国家现行重大危险源和防

火的有关标准规范要求；四周有次生火灾或爆炸危险源时，应设防火隔离带或防

火树林带。避震疏散场所与周围易燃建筑等一般地震次生火灾源之间应设置不小

于 30m的防火安全带；距易燃易爆工厂仓库、供气厂、储气站等重大次生火灾或

爆炸危险源距离应不小于 1000m。避震疏散场所内应划分避难区块，区块之间应

设防火安全带。避震疏散场所应设防火设施、防火器材、消防通道、安全通道。 

 

8．2．8 避震疏散场所每位避震人员的平均有效避难面积，应符合： 

   1 紧急避震疏散场所人均有效避难面积不小于 lm2，但起紧急避震疏散场

所作用的超高层建筑避难层(间)的人均有效避难面积不小于 0.2m2； 

   2 固定避震疏散场所人均有效避难面积不小于 2m2。 

 

8．2．9 避震疏散场地的规模：紧急避震疏散场地的用地不宜小于 0．1hm2，固

定避震疏散场地不宜小于 lhm2，中心避震疏散场地不宜小于 50hm2。 

 

8．2．10 紧急避震疏散场所的服务半径宜为 500m，步行大约 lOmin 之内可以到

达；固定避震疏散场所的服务半径宜为 2～3km，步行大约 1h 之内可以到达。 

 

8．2．11 避震疏散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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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工程应按照有关规定设立进出口，防灾据点至少应有一个进口

与一个出口。其他固定避震疏散场所至少应有两个进口与两个出口。 

 

8．2．12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时，对避震疏散场所，应逐个核定，在规划中应列表

给出名称、面积、容纳的人数、所在位置等。当城市避震疏散场所的总面积少于

总需求面积时，应提出增加避震疏散场所数量的规划要求和改善措施。 

 

8．2．13 避震疏散场所建设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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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4 防灾据点的抗震设防标准和抗震措施可通过研究确定，且不应低于对乙

类建筑的要求。 

 

8．2．15 紧急避震疏散场所内外的避震疏散通道有效宽度不宜低于 4m，固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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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疏散场所内外的避震疏散主通道有效宽度不宜低于 7m。与城市出入口、中心避

震疏散场所、市政府抗震救灾指挥中心相连的救灾主干道不宜低于 15m。避震疏

散主通道两侧的建筑应能保障疏散通道的安全畅通。 

   计算避震疏散通道的有效宽度时，道路两侧的建筑倒塌后瓦砾废墟影响可

通过仿真分析确定；简化计算时，对于救灾主干道两侧建筑倒塌后的废墟的宽度

可按建筑高度的 2／3 计算，其他情况可按 1／2～2／3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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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管理系统 
 

9．0．1 信息管理系统可由基础数据层、专题数据层、规划层、文件管理层组成：  

   l 基础数据层，包括地理信息数据及与系统有关的共用基础数据库； 

   2 专题数据层，包括编制本规划用到的各专题数据库； 

   3 规划层，包括规划图件、规划文本说明等； 

   4 文件管理层，包括文件查询、输入、输出、帮助等管理； 

   5 有条件时可在系统的层次结构中建立辅助分析与决策层，支持专题中的

数值模拟或辅助对策。 

 

9．0．2 信息管理系统应具有以下基本功能： 

   1 显示各种图件的图形信息，图形要素的空间位置，以及不同图层的组合

显示； 

   2 图形查询、属性查询和属性与图形相结合的交互查询； 

   3 在图形上添加或删除空间信息，局部更新，对图形对应的数据进行修改； 

   4 图形叠加、窗口裁剪、专题提取； 

   5 可按用户需要提供多种形式的统计方式，并输出报表和图表； 

   6 可根据用户需要输出各种基础地理图、专题地图和综合图，也可将当前

图形区内或查询结果的属性数据列表输出。 

 

9．0．3 抗震防灾规划信息管理系统应具备便于使用的技术说明和维护管理文件，

有条件时对数据信息申报和更新制度作出具体规定。 

 

9．0．4 系统的配置和开发应满足抗震防灾规划实施和管理要求。 

 

9．0．5 基础数据层可包括： 

   1 数据分类： 

    1)地理信息数据； 

    2)法规文档数据； 

    3)有条件时可包括多媒体数据。 

   2 数据编码： 

    1)基础图件的分层可采用原提供图件的分层； 

    2)基础数据可依据原提供数据的分类编码。也可根据分类编码通用原则，

用十进制数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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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划编制的基础资料和专题抗震防灾研究资料 
 

A. 0．1 编制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时所需收集和利用的基础资料包括： 

   1 城市现状基础资料： 

    1)规划区内地震灾害的危险性； 

    2)规划区内资源、环境、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 

    3)规划区内建成区现状：包括已建成的各类建筑、城市基础设施、次生

灾害危险源等的分布； 

    4)城市的经济、人口、土地使用、建设等方面的历史统计资料。 

 

   2 有关城市规划的基础资料： 

    1)规划区内人口与环境的发展趋势、经济发展规划； 

    2)规划区内建成区的旧城改造规划； 

    3)规划区内的近期、中期建设规划； 

    4)规划区内的专题建设规划。 

 

   3 城市的地震地质环境和场地环境方面的基础资料； 

   4 城区建筑、基础设施、生命线系统关键节点和设备的抗震防灾资料； 

   5 城市火灾、水灾、有毒和放射性物质等地震次生灾害源的现状和分布； 

   6 城市公园、广场、绿地、空旷场地、人防工程、地下空间、防灾据点等

可能避震疏散场所的分布及其可利用情况。 

 

A. 0．2 当规划编制所需要的基础资料和专题研究资料不能满足本标准中编制城

市抗震防灾规划的评价要求时，应进行补充测试和专题抗震防灾研究。 

 

A. 0．3 编制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时所需收集和利用的专题研究成果资料包括： 

   1 城市工程抗震土地利用规划、抗震设防区划、地震动小区划及其专题研

究成果资料； 

   2 城市基础设施、城区建筑抗震性能评价或易损性分析评价方面的专题研

究成果资料； 

   3 城市地震次生灾害方面的专题研究成果资料； 

   4 城市避震疏散方面的专题研究成果资料； 

   5 城市已进行的抗震防灾规划或防震减灾规划方面的专题研究成果资料； 

   6 城市地震应急预案，城市地震应急系统方面的专题研究成果资料； 

   7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信息管理系统方面的专题研究成果资料。 

  当上述专题成果资料不能全面反映城市现状的抗震防灾能力，满足抗震防灾

规划的编制需要时，应进行补充专题抗震防灾研究。 

http://www.17jzw.com
http://www.17bzw.cn
http://www.17jzw.net
http://www.17jzw.cn


www.17jzw.com

www.17bzw.cn

www.17jzw.net

www.17jzw.cn

 23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

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

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标准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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