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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虑到城市防灾救灾的需求，提出了基于减灾的交通

系统规划、设计与管理的方法。分析了灾害对城市及交通系统

的影响，引出了灾害、防灾、救灾、减灾、城市生命线系统和交通

生命线的基本概念。综合考虑平时和灾时对交通系统的需求，

提出了减灾思想及冗余设计理念，阐明了以减灾为目的的城市

规划和交通系统规划、设计与管理的重点内容。其中基于减灾

的城市交通系统管理，从技术、政策两个层面分别提出了灾时

交通管理系统以及交通响应模式。最后从法规教育、防灾意

识、防灾准备三个方面总结了防灾减灾的社会保障体系。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planning, design and management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systems capable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

lief,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s of natural disasters on cities

and their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nd introduces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disaster, disaster-prevention, -relief, and -reduction, as

well as urban/transportation lifeline. To meet the transportation

needs both in normal time and during disaster periods, the paper

elaborates the key tasks in the planning, design and management

of a transportation system tailored for disaster relief in light of

ideas and theories of disaster relief. Particularly for urban transpor-

tation system management in disaster relief, the paper proposes a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and response pattern during disaster

periods on both the technical and policy levels.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for disaster relief and reduction

in three respects, i.e., reach-out for law recognition and enhance-

ment, awareness of disaster relief, and readiness of disaster r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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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灾害对城市及交通系统的影响

1.1 灾害与城市

现代城市普遍具有生产与功能集中、人口集中、建筑集

中、财富集中等特点[1]，一旦发生灾害，损失将非常惨重。

目前我国及世界范围的重大自然灾害频发，导致的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皆是空前的。2004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亚苏

门答腊岛附近海域发生的强烈地震引发的海啸波及南亚、东

南亚和非洲多个国家，截至2005年1月3日，遇难者总数超

过了 14万人。2008年 5月 12日发生在中国四川汶川的大地

震，造成69 000多人死亡，18 000多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

达 8 451亿元人民币(截至 2008年 9月 4日)。除了自然灾害，

各种突发事故同样带给人类巨大损失，如交通事故、火灾

等，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达 9万

人[2]！

1.2 灾害与城市交通系统

1995年1月的日本阪神淡路大地震使大阪、神户地区的

交通运输系统遭到巨大破坏，新干线、地方铁路和高速道路

发生坍塌，城市间的大容量快速交通陷于瘫痪。倒塌的建筑

堵塞道路，道路网络被分割成片，无路可走的车辆拥上残存

的道路，导致严重的交通堵塞，对救援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造成了很大阻碍。正是阪神淡路大地震的教训，促使日本加

强了对交通运输系统可靠性及减灾问题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我国从 1976年的唐山地震直至今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 30余

年间，在震灾、洪灾、城市火灾等灾害期间，由于交通运输

系统的减灾能力不足，给灾时救援和灾后重建带来困难的案

例更是不胜枚举。

收稿日期：2008-09-19

基金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70501023)

作者简介：云美萍，女，博士，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交通管理与交通行为。E-mail:yunmp@126.com

城市交通 Urban Transport of China
■ 文章编号：1672-5328（2008）05-0005-06 第6卷 第5期 2008年9月 Vol.6 No.5 Sept. 2008

Disaster Reduction: planning, design and management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system

云美萍1,2 杨晓光1,2 刘 杨3

（1.同济大学交通工程系，上海 201804；2.上海市防灾救灾研究所交通安全研究室，上海 200092；3.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 200092）

Yun Meiping1, Yang Xiaoguang2 and Liu Yang3

(1. School of Traffic and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1804, China; 2. Transportation Safety Research Department,

Shanghai Institute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lief, Shanghai 200092, China; 3.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基于减灾的城市交通系统规划设计与管理

5



城市交通 Urban Transport of China 第6卷 第5期

2 与减灾有关的基本概念

2.1 城市灾害

对一座城市而言，其主要灾害可分为自然灾害、人为

灾害及次生灾害，如表1所示。自然灾害是指以自然变异

为主因产生的，表现为自然态的灾害，即由于自然力的作

用给人类造成的灾害；人为灾害是指以人为影响为主因产

生的，表现为人为态的灾害，也称技术灾害；次生灾害是

原生灾害处理不及时，或者原生灾害发生地点周边没有适

当的隔离空间引发的其他灾害。各类灾害虽具有不同的性

质，但具有共同的特征，即：往往造成生命和财产的巨大

损失，破坏城市的正常运转与发展；灾害的发生时间和地

点及灾害程度具有随机性[3]。因此，城市灾害常作为概率

事件来加以描述(发生时间、地点、类型等)。

2.2 防灾与救灾

城市防灾与救灾的根本目的是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

因此，二者的概念又可统一为减灾。防灾的初衷是试图避

免灾害于未然。但是灾害的发生具有随机性，为了预防低

概率事件的发生，往往需要投入巨大的物力和财力。城市

防灾的基本思想包括：防灾与救灾结合，强化城市生命线

的减灾能力；由一味提高城市设施的防灾强度向减少灾害

时的“骨牌效应”发展，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带来的损

失。救灾则是当灾害发生时，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造

成的损失而采取的救助生命和财物的措施，包括：消防、

医疗、工程抢险、救灾物资的输送等。

不言而喻，仅将防灾措施局限于提高城市设施(楼

房、桥梁、隧道和高架路)的抗灾强度是远远不够的。防

灾与救灾的结合将是城市减灾的方向性措施，特别是快捷

的救灾系统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2.3 城市生命线系统

城市生命线系统是指灾害发生时维持人民生命安全、

生存环境及最大救援能力的必要系统，主要包括避难系

统、交通运输系统、水供应系统、能源供给系统、信息与

通信系统[4]。生命线是城市避灾、抢险救灾、维持城市运

转的最基本保障，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城市防灾规划与建设

思想观念由全面设防到重点设防的一个重要转变。因此，

新一代的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必须以确保城市生命线系

统功能为目标。

2.4 交通生命线

城市的正常运转、遭遇灾害、灾后重建等均依赖于人

和物的运转与输送，与城市交通系统直接关联[5]。为保证

城市交通系统在灾害时发挥有效作用，必须要维持灾害发

生后城市交通与运输的基本功能，特别是人流的疏散、救

灾物资的运输、抢险车辆的移动等，必须确保城市必要的

运输通道——交通生命线。事实证明，无论在灾害的紧急

救援阶段还是灾后恢复重建阶段，保持较好效能的交通运

输系统，能给救灾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对减少生命和

财产的损失，迅速恢复城市功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交

通系统是城市生命线系统的重要组成，是实现有效救灾的

基础条件，也是实现灾害损失最小化的基本保障。

交通生命线在城市防灾救灾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现

实中仅考虑灾时对交通生命线的需求，不顾投资等约束条

件提高所有设施的抗灾强度，是不可行也是不科学的。应

该平灾结合，从交通规划、交通设计、交通管理和社会保

障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并在城市总体规划阶段以减灾思

想为指导，统筹考虑城市生命线及交通生命线工程。

3 基于减灾的城市规划与建设

城市规划阶段无论在城市功能布局还是用地规划等方

面皆对城市防灾、救灾能力具有决定性作用。

3.1 城市防灾规划

城市规划中应考虑各类灾害的特征及其预防要求[6]，

规避不适合城市生活、生产及活动的空间，尤其应关注城

表 1 城市灾害分类

Tab.1 Classification for urban disasters

气象灾害、海洋灾害、洪水灾害、地质灾害、地震灾害、农作物生物灾害和森林灾害等

灾害的内容

战争、交通事故、火灾、管线爆裂、各类突发事故等

疫情、交通事故等

自然灾害

人为灾害

次生灾害

灾害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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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高密度空间规划，同时提高城市总体防灾能力，强化

防灾性能，做好防灾规划。

1) 城市大型活动空间、人口高密度及高重要度空间与

城市生命线协调规划。如教育、文化、体育、行政、办

公、金融等人流集中的城市空间布局规划，不仅应做各类

灾害评估，还应将其布局在城市生命线沿线，并加强其基

础设施和建筑的抗灾能力。

2) 城市生命线规划——提高防灾能力。针对城市各类

自然灾害风险评估[7]，并设想各种可能的人为灾害，做好

灾害对策规划，强调并严格落实城市生命线规划，以提高

城市总体防灾能力。例如规划中为防治火灾，要合理规划

建设消防站、公共消火栓、消防水池、消防码头等。考虑

到影响范围较大的自然灾害及人为灾害(地震、战争等)，

还应从整个城市的全局出发，为防灾、避难、疏散提供基

础保障。

3) 建筑工程建设——强化防灾性能。建筑工程防灾主

要是防地震、防火、防雷电等。其中，建筑防震要按城市

所在地抗震设防烈度，进行抗震设计与建设；建筑防火则

主要是按规范要求控制防火间距，设置消防通道、消防设

施，并使用合适的防火材料。建筑工程建设中强化其防灾

性能是减少灾害损失的重要措施。

4) 防灾规划——降低灾害发生，减少环境破坏。城市

中许多灾害是由于城市建设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的。如植

被破坏、大挖大填导致水土流失、山洪、泥石流、滑坡、

崩塌等灾害。为此，城市规划应结合地形，充分利用现

状，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从而减少自然灾害和地质灾害发

生的机会。

3.2 城市救灾规划

1) 城市规划中的救灾考虑。城市规划应实现的主要救

灾功能是迅速疏散受灾人口和财产，控制灾害传播范围，

减弱灾害传播速度，保障城市在遭遇灾害时能维持最基本

的运转。因此，城市规划中应重点考虑：①控制建筑密

度，降低损失程度；②设置隔离地带，防止灾害扩散；③

确保交通生命线通畅，提高逃生与救灾速度。

2) 强调避难场所规划。城市规划应结合土地利用规

划，将城市的避难场所规划纳入其中。避难场所规划可与

城市绿地、学校开阔地、大型体育场、停车场等用地统筹

考虑，一旦发生突发灾害，可利用此类设施进行避难。避

难场所应具备基本的生活设施，能够保证供水、供电与

通信，还应配备紧急状态下所需物资以满足避难的基本

需求。

3) 配置公共空间救灾物资。人流密集的公共空间一旦

发生灾害其破坏性很大，因此在交通枢纽站、学校、体育

场馆、宾馆等人流密集的公共空间，应储备救灾物资，包

括减灾工具、食物、基本通讯工具等。

4 基于减灾的城市交通系统规划

城市减灾思想指导下的城市交通系统规划，应考虑基

于不同灾害(或事故)发生频率、交通系统的可靠性要求，

以及生命线的技术要求予以进行。

1) 以城市综合减灾规划为指导

城市交通系统规划应以城市综合减灾规划为指导，在

规划层面落实交通系统在城市减灾中应有的功能，从城市

轨道交通与道路网的形态、构成、容量、各种交通设施的

规划设计等方面提高系统的减灾能力。而在交通设施建设

层面，应遵循防灾救灾规划的要求，保障其减灾功能。

2) 城市交通系统减灾能力指标

城市交通系统的减灾能力主要体现在各种交通设施的

减灾能力和系统组成结构的减灾能力上，可以使用系统在

灾时满足交通需求的能力，以及系统可靠性作为指标对其

进行评价。影响可靠性的因素有道路网的功能划分和结构

布局、交通方式特点、重要干路的可靠性及其可替换道路

容量、重要设施的可靠性等。其中道路网的功能划分和结

构布局对可靠性有很大影响。即使城市路网总体的饱和度

并不高，但如果流量不均衡，部分道路，特别是一些重要

干路经常出现交通堵塞，则认为该路网的可靠性不高。

系统灾时可靠性的分析需要考虑到灾时交通系统状态

和交通需求两方面与平时不同的特点。一方面各种设施破

坏可能使系统功能受损，另一方面灾时需求与平时也有所

区别。因此分析城市交通系统的灾时可靠性，需要从城市

形态、道路网功能划分和结构布局(特别是重要干路的走

向位置及其连接关系)、灾时交通需求特点等多方面着

手，对连接市区组团的道路给予特别考虑。

3) 城市交通系统减灾规划

发生灾害时，交通设施本身也极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

损毁，在这种不利条件下，城市交通系统能否满足灾时交

通需求，不致因交通受阻而使时间紧迫、救灾工作受到严

重影响是城市交通系统减灾规划的中心问题。因此，在城

市交通规划中引入冗余设计思想是提高城市交通系统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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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的重要途径。

就城市道路交通系统而言，专门建设用于灾时的备用

道路当然是不现实的，但在道路网的规划设计以及交通组

织管理中，要运用冗余设计的思想，考虑路网总体容量和

灾时可靠性，规划组织好城市道路间的功能转换和交通负

荷分配等。这样，即使在遇到灾害时一部分道路受损，甚

至完全毁坏的情况下，城市道路系统仍能较好地满足灾时

交通需求。提高道路交通系统的可靠性，就是在城市道路

规划与建设决策中，根据系统工程原则，综合考虑可靠性

与成本，对系统各部分进行可靠性的合理分配，使系统整

体的可靠性最佳，并充分保证关键交通通道的可靠性。

减灾思想的引入，使城市交通规划的目标转变为不仅

要适度满足平时交通需求、还要兼顾灾时需求；冗余设计

思想的引入，则使城市道路网规划从较多地考虑经济性转

变为综合考虑系统的经济性和可靠性。

5 基于减灾的城市交通系统设计

当发生灾害时，一方面交通设施可能受到破坏，周边

的建筑物可能出现倒塌；另一方面，可能有大量的逃生以

及救援交通发生。因此，面向灾害时的城市交通系统设

计，也应充分考虑灾时的交通需求和特性。如：灾害时的

集散交通需求，因灾害破坏而导致不同方式间交通需求的

变化特性等。所以，交通系统设计应具有很好的可靠性和

冗余性：①针对可能发生的重大灾害的破坏特征及其交通

特性，对交通设施的功能应增加抗灾、减灾的考虑，特别

在重要功能(主干路、轨道、桥隧等)交通设施设计时，应

确保其抗灾害破坏的能力以及与交通生命线的充分结合；

②在交通空间设计方面，应考虑有足够的空间，以避免地

震或其他灾害时房屋等的倒塌可能导致的交通阻塞；③在

交通附属设施布局设计方面，应充分考虑各种设施，如控

制器、隔离装置等，要能满足灾时的紧急救援和临时交通

组织的需要。

此外，有关公共设施抗震烈度设计，例如，学校、大

型场馆等建筑，应在抗震烈度、防火强度等设计方面设定

更高的重要度。对于轨道交通等大运量、高密度运输系

统，在减灾设计中也应给以充分考虑，并在这些人流高度

密集的区域进行必要的救灾资源及通信配置。

6 基于减灾的城市交通系统管理

6.1 技术层面

灾时的交通系统管理，是基于灾情、灾时可能的交通

需求特点和实时交通状况，在交通信息采集基础上，制定

出有效的灾时交通管理策略并予以实施。对交通进行有效

的控制与管理并提供信息服务，是灾时救援和灾后重建工

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由于灾时情况具有难以预料性和

易变性，为保证交通管理策略的正确制定和及时实施，需

要建设功能完善的灾时交通控制与管理系统，做好灾前相

应的预案研究。灾时交通系统管理应从灾时的救灾链与平

灾害破坏性分析

救
灾
链

灾害条件下广域交通信息获取技术

灾害影响及路网运行状态分析与评估

大范围交通协调组织与调度 应急救援资源优化配置

灾害条件下交通运行评估

灾害条件下交通管理决策支持系统

面向灾害的信息获取预案
常态下信息获取方案及可靠性

灾种及灾害破坏特征数据库

救援资源配置预案

常态下路网运行评估

常态下交通管理指挥调度中心

面向防灾减灾的基础研究
基于防灾的区域规划
基于防灾的交通规划与管理

防
灾
链

图 1 灾时交通控制与管理系统

Fig.1 Traffic control and management system during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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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防灾链两方面加以考虑，主要内容如图1所示。

灾时交通控制与管理系统根据救灾活动总体部署及对

当前灾情、交通需求以及道路交通状况的分析判断，制定

并实施城市交通管理方案。应用GPS、GIS技术及其他通

信、计算机、自动控制及遥感等领域的高新技术，实现灾

害监测的自动化，提高灾时通信的可靠性，建立起功能强

大、覆盖面广的信息系统和反应迅速、措施有力的控制管

理系统，平时能够向管理部门和出行者提供丰富的交通信

息，进行有效的交通管理与控制；灾时可有效防止和消减

交通堵塞，保证重要干路、特别是救灾通道交通的畅通。

1995年阪神大地震，日本政府反应迟缓，措施不力，

救援工作大受影响，导致损失惨重。而 1991年美国洛杉

矶地震，由于政府反应迅速、决策正确，有效地降低了地

震造成的损失。美国政府减灾有力，得益于功能强大的灾

时应急系统，灾前预案工作也较为完善。其中的紧急交通

控制与管理、交通信息系统，对预防和消除交通拥堵，特

别是保障救灾道路的畅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6.2 政策层面

政策层面的交通系统管理，即政府部门的灾害管理职

能。应建立由政府领导、各类灾害管理部门参与的灾害管

理中心，组建有关专家系统、灾害综合信息中心及数据

库，完成统一协调的城市减灾响应系统。

其中，灾时交通响应系统的建设意义重大，其建设要

点是：①建立有力的管理机构和高效的运行机制；②充分

利用高新技术提高系统效率，改善功能。实时交通响应模

式如图2所示，在整个救灾活动中，城市交通信息中心发

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负责收集灾害信息、损失情况和实

时道路交通信息，并向各部门提供信息服务。

7 防灾救灾的社会保障

7.1 相关法规教育

减灾立法和减灾教育向来是减灾工作的重要内容，但

我国在这方面的建设还极为薄弱。一方面，减灾相关法规

不健全，现有相关条例也存在很多遗漏与不足，在各行业

的规范中对减灾的考虑不够重视；另一方面，减灾教育工

作开展得很不够，灾时的交通教育更是空白。因此，作为

交通法规教育或减灾教育的一部分，制定灾时交通条例或

注意事项、出行指导，向居民、特别是各级各部门领导和

驾驶人等作好宣传教育，对预防灾时交通混乱、减少生命

城市出入口、桥梁、隧道及高速
道路入口匝道等处的交通管制

危险路段交通管制

灾害现场管制

其他交通管制
交通控制与管理系统 城市交通信息中心

城市交通系统防灾办公室

市政府城市防灾指挥部 市政部门

公安、司法部门

消防部门

气象部门

规划管理部门

信息采集 信息提供

个人PDA

灾害传感器

电话

固定摄像机

雷达

巡逻车辆

车辆检测器

灾害及损失情况

实时交通状况

路边信息板

广播电台

服务电话

公共网络

业务通信

驾驶人

运输部门

公交部门

乘客

图 2 灾时交通响应模式

Fig.2 Transportation response pattern during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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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财产损失、保证灾时交通管理的顺利实施及提高灾时救

援效率都具有积极作用。

7.2 防灾意识与防灾准备

以灾难为师，强化平时的防灾意识与防灾准备至为重

要。日本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防灾也成为日本人

的终身教育，值得我们学习。1923 年 9 月 1 日关东大地

震，日本当局将这一天定为全民防灾日，将这一周定为防

灾周，让民众参加不同规模的防灾演习，主妇还要检查和

更换防灾背包里快过保质期的压缩饼干与饮料。人们还认

识到灾害面前保持资讯透明、减少社会恐慌的重要性，因

此日本家庭常备携带型收音机和电池，以便在避难时收听

新闻报道。电器店仍坚持出售一些不需电源的老式电话，

防止停电时无法与外界联系。防灾已成为每个日本人从幼

年时期就不断接受的终身教育。

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以后，日本政府不是简单地统

计死伤人数，而是对死亡和负伤原因进行了具体分析，并

将这些分析结果运用到新的防灾对策之中。目前在日本的

地铁站出入口、集会场馆等地大都设有贩卖机，灾时可免

费供应饮料、食品。在 JR线、新干线、城市地铁的换乘

站都设有紧急情况呼救装置。宾馆都备有逃生通道图及照

明用手电筒。可见，平时的防灾意识及防灾准备是减少灾

害损失的最好途径。

8 结语

各类灾害可能给城市带来巨大的损失，如何综合考虑

平时防灾与灾时救灾，以减灾为目标开展城市规划、设计

及城市交通系统规划、设计、管理尤为重要。同时，防灾

救灾应纳入制度化与法律化，实现全民参与，这是提高城

市抗灾变能力的基本社会保障。

交通系统作为城市生命线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减

灾规划建设必须与城市综合减灾规划的要求一致。由于交

通系统自身的特点和要求，其减灾研究又有相对的独立

性。将减灾思想渗入交通规划、设计与管理的方方面面，

利用高新技术提高交通系统的减灾能力，将是交通系统减

灾研究的主要内容。针对上述城市交通系统减灾问题的各

方面要求，交通系统需开展的减灾研究方向包括：

1) 城市交通减灾规划理论与方法；

2) 城市道路网可靠性理论与评价方法；

3) 城市易生灾害和次生灾害对交通系统的影响分析；

4) 城市道路与交通设施的减灾设计；

5) 灾时交通行为特征研究；

6) 灾时城市交通管理系统与实施策略研究；

7) 灾时交通需求预测技术和需求控制策略研究，包括

紧急救援阶段和城市恢复建设阶段；

8) 减灾高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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