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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安全韧性城市建设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承灾体抗震韧性目标、抗震韧性能力评价、空间布局引导、建筑地震安

全韧性能力建设、应急保障基础设施及应急服务设施地震安全韧性能力建设、地震安全韧性城

市建设实施策略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各类承灾体地震安全韧性的建设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1734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场址及配套设施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23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 50032  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GB 50260  电力设施抗震设计规范 

GB 50330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67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 

GB 50413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标准 

GB 50702  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 

GB 51143  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 

GB 51367  钢结构加固设计标准 

GB/T 38591 建筑抗震韧性评价标准 

GB/T 51327 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标准 

GB/T 51369 通信设备安装工程抗震设计标准 

JGJ 116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 

DB 11/689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207.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承灾体 hazard-affected bodies 

暴露于地震危险中的城市空间、建筑物和基础设施。 

3.2  

设防地震 precautionary earthquake 

指北京地区 50年内遭受超越概率约为 10%的地震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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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罕遇地震 seldomly occurred earthquake 

在 50年期限内，可能遭遇的超越概率为 2％～3％(重现期为 1641～2475 年)的地震作用。 

3.4  

极罕遇地震 very rare occurred earthquake 

相应于年超越概率 10
-4
的地震作用。 

3.5  

地震安全韧性 earthquake safety resilience 

城市承灾体在预估地震作用下有效抵御、吸收、恢复和适应灾害的能力。 

3.6  

承灾体抗震韧性类别 hazard-affected bodies classification of seismic resilience 

城市承灾体综合考虑地震发生时需要提供的应急功能、在抗震救灾中的作用以及可能造成

的人员伤亡、直接和间接损失、社会影响程度等因素，对其所做的分类。 

3.7  

抗震韧性目标 seismic resilience goals 

承灾体在预估地震作用下期望达到的抗震韧性等级。 

3.8  

交通系统韧性 traffic system resilience 

交通系统遭受地震灾害后，其道路、桥梁等元件破坏的可能性、吸收灾害导致的系统功能

下降并快速恢复至正常通行的能力。 

3.9  

供水系统韧性 water supply system resilience 

供水系统遭受地震灾害后，其组件破坏的可能性、吸收灾害导致的功能下降并快速恢复至

正常功能的能力。 

3.10  

抗震防灾设施  earthquake disaster-mitigation constructions and facilities 

城市抗震防灾体系中用于地震灾害减缓、防御和应急所必需的建设工程与配套设施。抗震

防灾设施是地震防御设施、应急保障基础设施和应急服务设施的统称。 

3.11  

地震防御设施 earthquake disaster-control constructions and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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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监测、防御地震灾害而修建的，对灾害实施监测预警、可控制或降低防护对象致灾风险

的建设工程与配套设备，如地震监测设施、地震数据采集设施、防灾隔离带等。 

3.12  

应急保障基础设施 emergency function-ensuring infrastructure 

属于交通、供水、供电、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关键组成部分，具有高于一般基础设施的抗震

能力，震时可立即启用或很快恢复功能，为应急救援、抢险救灾和避震疏散提供保障的工程设

施。 

3.13  

应急服务设施 facilities for emergency service 

具有高于一般工程的抗震能力，震时可保持功能，为地震应急和震后生活提供应急服务的

应急指挥、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消防救援、物资储备分发、避难安置等功能的公共服务场所

和设施。 

3.14  

应急保障医院 emergency function-ensuring hospital 

配置防灾设施，用于突发灾害应对重伤病人员医疗救助的医院。 

3.15  

应急避难场所 emergency congregate she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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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因地震等灾害产生的

避难人员生活保障及集中救援的避难场地及避难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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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规定 

4.1 地震安全韧性城市建设应以承灾体抗震韧性目标和抗震韧性能力评价为依据，统筹工程措

施与非工程措施，制订长短期实施方案。 

4.2 地震安全韧性城市建设应根据城市抗震防灾需求，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全面设防、

保障重点”的原则，贯彻“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防灾措施。 

4.3 城市地震安全韧性目标应满足下述要求： 

a) 在设防地震作用下，城市承灾体具有较强的抗灾力，不会产生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和经

济损失，重要承灾体功能不中断，为震后救援和安置服务的应急基础设施功能不中断，

一般市政基础设施可快速恢复，城市人员能及时有效的避难，社会经济活动能在短期

内恢复正常运行。 

b) 在罕遇地震作用下，城市能有效减轻灾害损失，重要承灾体功能基本不中断，应急保

障基础设施、应急服务设施不应发生危及救援和疏散功能的破坏，其应急功能基本正

常或可快速恢复；无重大人员伤亡，受灾人员可有效疏散、避难并满足其应急和基本

生活需求，不发生严重的次生灾害。 

c) 在极罕遇地震作用下，预先设置的承担避难功能和应急救灾的建筑、应急保障基础设

施及应急服务设施不应发生危及救灾和避难人员生命安全的严重破坏，救灾和避难功

能应能顺利恢复，区域重大协调救援、救灾物资运输活动和对外远程疏散可实施。 

4.4 地震安全韧性城市建设的基本流程宜按照图 1的规定进行。 

  

4.5 承灾体抗震韧性能力建设宜结合城市更新、街区改造、承灾体维修或加固改造活动同步实

施。 

4.6 北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和设计地震分组应符合 GB 50011相关规定。 

 

承灾体及地震灾害环境调查 

确定承灾体的抗震韧性目标 承灾体的抗震韧性能力评价 

分析韧性目标和韧性能力的差距 

承灾体抗震韧性能力建设 

承灾体抗震韧性能力提升方案制定 

图 1 地震安全韧性城市建设的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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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城市承灾体抗震韧性目标 

5.1 承灾体抗震韧性类别 

5.1.1 承灾体抗震韧性类别划分，应根据下列因素综合分析确定： 

d) 地震作用造成的人员伤亡、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及社会影响的大小； 

e) 承灾体功能失效对全局的影响范围大小、抗震救灾影响及恢复的难易程度。 

f) 地震发生后承灾体需要维持功能运转的迫切程度。 

5.1.2 承灾体分为以下四个抗震韧性类别： 

a) Ⅰ类：涉及国家、区域公共安全的设施，为区域和城市重大应急救援活动提供应急保

障和应急服务的设施，以及震时功能不能中断或震后需立即启用的设施。 

b) Ⅱ类：地震时可能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等重大灾害后果，为受灾人群的集中

避难和一般应急救援活动提供应急保障和应急服务的设施，以及震时功能基本不能中

断或灾后需迅速恢复的设施。 

c) Ⅲ类：地震时可能导致人员伤亡等灾害后果，震后需在短期内恢复的工程设施。 

d) Ⅵ类：除Ⅰ、Ⅱ、Ⅲ类之外的承灾体。 

5.1.3 Ⅰ、Ⅱ、Ⅲ类承灾体应按本文件的规定进行抗震韧性能力建设，Ⅵ类承灾体宜根据实际

情况或所有权人需求进行抗震韧性能力建设。 

5.2 承灾体抗震韧性目标 

5.2.1 抗震韧性目标划分应根据下列因素综合分析确定： 

a) 承灾体破坏的期望人员伤亡率、经济损失率及社会影响程度。 

b) 地震发生后承灾体需要维持功能运转的迫切程度。 

5.2.2 城市建筑的抗震韧性等级可按表 1划分为四级： 

表 1 城市建筑抗震韧性等级划分 

等级 等级描述 具体阐述 

A 级 

（高韧性） 

安全且可持续运

行 

震后结构及其功能设施不破坏或可能遭受轻微损

伤，震后功能不中断。 

B 级 

（次高韧性） 

安全且在修复期

间可用 

震后结构中的功能设施可能遭受一定程度损伤，但

结构整体没有明显破坏，震后可被使用。 

C 级 

（中等韧性） 

安全且在修复后

可用 

震后结构不发生严重及以上的破坏，震后被使用前

应被修复。 

D 级 

（低韧性） 
安全但不可修复 震后结构可能发生严重及以上破坏，无法修复。 

5.2.3 应急保障基础设施和应急服务设施的抗震韧性等级可按表 2划分为三级： 

表 2 应急保障基础设施抗震韧性等级划分 

等级 等级描述 具体阐述 

A 级 

（高韧性） 

安全且可持续运

行 

震后需要立即恢复或在短时间内（一般为 4小时）需

要立即恢复功能运行。 

B 级 

（次高韧性） 

安全且在修复期

间可用 

震后 3 天内可恢复其绝大部分功能（一般为 90%），

在 30天内能够基本恢复其原有功能（一般为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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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个月内能够恢复其原有功能。 

C 级 

（中等韧性） 

安全且在修复后

可用 

震后 3 天内可恢复其绝大部分功能（一般为 90%），

在 30天内能够基本恢复其原有功能（一般为 95%），

在 3年内能够恢复其原有功能。 

5.2.4 各类建筑物的抗震韧性目标不应低于表 3 的规定。  

表 3 各类建筑物的抗震韧性目标 

抗震韧性类

别 

最低抗震韧性目标 

设防地震 罕遇地震 极罕遇地震 

Ⅰ类 A级 A级 B级 

Ⅱ类 A级 B级 C级 

Ⅲ类 B级 C级 D级 

Ⅵ类 C级 D级 D级 

5.2.5 各类应急保障基础设施和应急服务设施的抗震韧性目标不应低于表 4 的规定。  

表 4 各类应急保障基础设施和应急服务设施的抗震韧性目标 

抗震韧性类

别 

最低抗震韧性目标 

设防地震 罕遇地震 极罕遇地震 

Ⅰ类 A级 A级 B级 

Ⅱ类 A级 B级 C级 

Ⅲ类 B级 C级 C级 

 

  



DB11/T XXXX—XXXX 

8 

6 城市承灾体抗震韧性能力评价 

6.1 一般规定 

6.1.1 针对城市空间布局、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等承灾体建成环境情况，辨识与分析其抗震韧性

关键因素，预测评估承灾体的现状抗震韧性能力与预期抗震韧性目标之间的差距，制订

科学、合理、可行的规划管控和能力提升方案。 

6.1.2 承灾体抗震韧性能力评价程序宜按图 2的规定进行。 

 
图 2 承灾体抗震韧性能力评价程序 

6.1.3 城市抗震韧性能力评价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a) 明确评价对象 

城市抗震韧性能力评价对象主要包括建筑与交通、供水、供电、燃气、医疗等基础设施系

统，相关评价对象应如实提供所需的资料。 

b) 收集资料 

评价机构备齐有关韧性评价所需的设备、工具，收集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资

料。 

c) 确定评价指标 

根据评价对象的类型及其特点，选取相应的韧性评价指标，获取指标数据。 

d) 定性或定量评价 

选择合理的评价方法，对评价对象抗震韧性能力进行定性或定量评价。 

e) 韧性评价结论 

评价机构应根据客观、公正、真实的原则，严谨、明确的做出韧性评价结论。韧性评价结

论应包括评价结果，给出与预期韧性目标的差距性结论，确定差距大小或者重要性排序。 

f) 制订韧性提升方案 

依据韧性评价结果及结论，遵循针对性、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的原则，提出韧性提升

的管理与技术对策、措施、建议。 

对策、措施、建议应详实、具有可操作性。按照针对性和重要性的不同，确定韧性提升对

策、措施、建议实施的优先级。 

明确评价对象 

收集资料 

确定评价指标 

定性或定量评价 

韧性评价结论 

制订韧性提升方案 

编制评价报告 

补充调查 

资料不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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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编制评价报告 

评价报告应全面、概括地反映评价过程的全部工作，文字应简洁、准确，提供的资料应清

楚可靠，论点明确，利于阅读和审查。 

6.1.4 承灾体抗震韧性能力评价的结论分为低韧性、中等韧性、次高韧性、高韧性四个等级。 

6.2 抗震韧性评价方法 

6.2.1 城市空间的抗震韧性应根据空间健壮性、基础设施冗余性、空间救援效率性、灾害适应

性的特征，按照附录 A的方法进行评价。 

6.2.2 城市建筑的抗震韧性评价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当资料充分时，城市建筑的抗震韧性评价可按 GB/T 38591 中描述的方法给出建筑修

复费用、建筑修复时间和人员伤亡指标等级，并按表 5 的规定给出建筑抗震韧性等级。 

表 5  城市建筑抗震韧性等级划分 

建筑抗震韧性等级 描述 

高韧性 
建筑修复费用、建筑修复时间和人员伤亡指标等级均为

三星。 

次高韧性 
建筑修复费用、建筑修复时间和人员伤亡指标等级均不

低于二星，且至少一项为三星。  

中等韧性 
建筑修复费用、建筑修复时间和人员伤亡指标等级中至

少有一项为三星，一项为一星；或均为二星。 

低韧性 
建筑修复费用、建筑修复时间和人员伤亡指标等级中至

少两项为一星；或一项为一星，其余两项为二星。 

b) 当资料缺乏时，城市建筑的抗震韧性评价应考虑其震后结构安全与功能修复两方面指

标，按式（1）计算。 

𝑅𝑏 = ∑ 𝜔𝑖𝑟𝑖
6
𝑖=1                             （1） 

式中： 

𝜔𝑖   指标的权重，按表 6取值； 

𝑟𝑖    指标的取值，按表 6取值。 

𝑅𝑏   建筑抗震韧性能力值，按表 7确定建筑抗震韧性等级； 

表 6  城市建筑抗震韧性评价指标等级划分 

评价指标 
权重

（𝜔𝑖） 
指标描述 分值 

结构

指标 

设防情况 R1 0.3 

未设防 0 

按标准设防类进行抗震设防 1～4 

按重点设防类进行抗震设防 5～7 

按特殊设防类进行抗震设防或结

构采用隔震措施 
8～10 

建筑使用年

限 R2 
0.15 

≥50年 0～3 

20年～50年 4～6 

≤20年 7～10 

平立面规则

性 R3 
0.15 

平面、立面均不规则 0～3 

平面或立面不规则 4～6 

平面、立面规则 7～10 

场地破坏效

应 R4 
0.1 

存在严重场地破坏效应 0～3 

存在中等场地破坏效应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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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权重

（𝜔𝑖） 
指标描述 分值 

不存在或存在轻微场地破坏效应 7～10 

功能

指标 

建筑物维护

情况 R5 
0.1 

无维护或日常维护较差 0～3 

日常维护一般 4～6 

日常维护良好 7～10 

震后功能状

态 R6 
0.2 

震后不可修复 0～3 

震后在修复期间可用 4～6 

震后建筑功能可持续运行 7～10 

表 7  城市建筑抗震韧性评价等级划分 

建筑抗震韧性能力值 Rb 

0≤Rb＜3 3≤Rb＜6 6≤Rb＜8 8≤Rb≤10 

低韧性 中等韧性 次高韧性 高韧性 

6.2.3 城市基础设施的抗震韧性评价应考虑： 

a) 交通系统在震后应全面评价其服务性能和抗震韧性水平，并应从交通系统可达性、道

路通行概率（修复时间）、瓦砾堆积的道路阻塞概率、桥梁通行概率、道路、桥梁通

行能力 5个衡量指标综合评价。 

b) 城市供电系统抗震韧性评价，应对应急供电系统的电厂、变电站及控制室等中的重要

建筑和关键设备、输电线路和塔架，以及保障对象的应急供电可靠性进行系统的分析

评价，并应着重对影响应急供电系统的关键节点、薄弱环节，以及应急供电系统功能

失效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进行分析。Ⅰ类、Ⅱ类应急供电设施的主要建筑和工程应

进行单体建筑抗震性能评价。 

c) 城市供水系统抗震韧性评价应对取水构筑物、水厂、泵站等中的重要建筑及有条件适

宜和不适宜用地上和因避震疏散等城市抗震防灾所需的地下主干管线进行抗震性能、

功能失效影响评价。 

d) 城市燃气系统抗震韧性评价应对生产供气的厂（场）站、储气站等中的重要建筑物和

工程设施，以及输气管道、区域开关站等进行系统的抗震性能分析评价，并应着重对

影响供气系统的关键节点、薄弱环节，以及可能引起的潜在火灾或爆炸影响范围和危

害程度进行分析。 

e) 城市医疗设施抗震韧性评估，应在单体建筑抗震韧性评估基础上，结合医疗系统相关

功能资料开展医疗设施防灾减灾能力与应急保障、服务能力分析，指出医疗设施功能

损失程度、存在主要薄弱环节，梳理医疗设施易损关键构件及设备分布清单，给出医

疗设施灾后恢复其医疗救治功能所需时间。 

6.2.4 基础设施系统的抗震韧性应根据其震后功能维持与可恢复性两方面按照表 8进行评定。 

表 8 基础设施系统抗震韧性等级划分 

  评价指标 

 基础设施 
长时间恢复 基本功能恢复 完好或快速恢复 

交通系统 

震后可能发生严重及

以上破坏，桥梁破坏，

道路受滑坡体、两侧建

筑倒塌等阻塞，丧失运

输功能 

震后可能发生轻微或

中等破坏，经抢修可恢

复使用，或经临时加固

可供紧急救援车辆使

用 

震后完好，不需修复或

经简单修复可继续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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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指标 

 基础设施 
长时间恢复 基本功能恢复 完好或快速恢复 

供电系统 

发电厂、变电站和配电

线路震后发生损坏，且

发电厂和变电站等不

易修复 

变电站严格按照抗震

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

防，枢纽变电站按照重

点设防类要求进行抗

震设防 

震后完好，不需修复或

经抢修后可顺利恢复

使用，救灾单位储备有

应急发（供）电设备 

供水系统 

取水泵房、水厂、管网

等可能发生中等及以

上破坏，需要较长时间

恢复 

城市规划中建设有应

急保障管网、应急保障

水厂，震后医院、消防

站、避难场所等关键场

所满足应急用水需求 

震后完好，或有完备的

应急供水/储水设施，

能够满足灾后基本用

水需求 

排水系统 

污水厂、泵站及排水管

道等可能发生中等及

以上破坏，需要较长时

间恢复 

污水厂、泵站及排水管

道等可能发生轻微破

坏，经抢修可恢复使用

功能 

震后基本完好，不需修

复或经简单修复可继

续使用 

燃气系统 

门站、燃气管网及调压

设施等震后可能发生

破坏，可能造成次生火

灾或爆炸以及大面积

停气等 

燃气管网及调压设施

等震后可能发生轻微

破坏，经抢修可恢复使

用 

震后基本完好，不需修

复或经简单修复可继

续使用 

供热系统 

泵站和管道在震后可

能发生中等及以上破

坏 

泵站和管道在震后可

能发生请轻微破坏，经

抢修可恢复使用 

震后基本完好，不需修

复或经简单修复可继

续使用 

通信系统 

固定电话系统、互联网

系统、移动通信系统等

震后发生破坏，通信机

房和通信设备破坏，基

站依托的建筑发生严

重破坏 

震后关键部门如应急

指挥、医疗、消防、供

水、供电、新闻、气象、

公安等救灾部门的通

讯畅通 

震后完好，通信畅通或

基本不受阻 

医疗系统 

医院建筑结构震后可

能发生中等及以上破

坏 

医院建筑结构基本完

好，配套基础设施设备

发生损坏，但经简单抢

修可恢复使用 

震后医疗功能不丧失，

可马上或经简单抢修

后提供医疗服务 

分级 低韧性或中等韧性 次高韧性 高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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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震安全空间布局引导 

7.1 一般规定 

7.1.1 地震安全空间布局应以增强城市的空间韧性为出发点，强调从防御到适应、从依靠经

验预测到依托风险评估的转变，加强各防灾分区的自救、互救能力，将地震风险控制在有限时

空内。 

7.1.2 地震安全空间布局应合理划分防灾分区，配置防灾资源，并与城市综合防灾分区相协

调统一。 

7.1.3 地震安全空间布局应统筹住区公共空间及设施资源进行防灾空间建设，构建高效的应

急防灾空间体系和疏散网络体系。 

7.1.4 地震安全空间布局应针对城市空间抗震韧性等级为低韧性和中等韧性的地区，提出用

地安全布局、防灾分区管控的规划对策。 

7.2 用地安全布局 

7.2.1 城市建设用地进行抗震适宜性划分时应满足表 9的要求。 

表 9 城市用地抗震适宜性划分要求 

类别 适宜性地质、地形、地貌描述 

适宜地段 

不存在或存在轻微影响的场地地震破坏效应，一般无需采取整治措施： 

a）场地稳定； 

b）无或轻微地震破坏效应； 

c）松散地层厚度不大于 5m 的基岩分布区；、 

d）二级及其以上阶地分布区；风化的丘陵区；河流冲积相地层厚度小

于 50m分布区；软弱海相、湖相地层厚度 5～15m的分布区； 

e）无或轻微不利地形影响。 

较适宜地段 

存在一定程度的场地地震破坏效应，可采取整治措施满足建设要求： 

a）场地不稳定，动力地质作用强烈，环境工程地质条件严重恶化，不

易整治； 

b）一级阶地及其以下地区，河流冲积相地层厚度大于 50m分布区；软

弱海相、湖相地层厚度大于 16m的分布区； 

c）软弱土或液化土发育，可能发生中等及以上液化或震陷； 

d）条状突出的山嘴，高耸孤立的山丘，非岩质的陡坡，河岸和边坡的

边缘，平面分布上成因、岩性、状态明显不均匀的土层（如故河道、

疏松的断层破碎带、暗埋的塘浜沟谷和半填半挖地基），地表存在结构

性裂缝等地质环境条件复杂，存在一定程度的地质灾害危险性。 

有条件适宜

地段 

存在尚未查明的潜在危险性用地： 

（1）存在尚未明确的潜在地震破坏威胁的危险地段； 

（2）地震次生灾害源可能有严重威胁； 

（3）存在其它方面对城市用地的限制使用条件。 

不适宜地段 

存在场地地震破坏效应，但通常难以整治： 

（1）可能发生滑坡、崩塌、地陷、地裂、泥石流等的用地； 

（2）发震断裂带上可能发生地表断错的部位； 

（3）其它难以整治和防御的灾害高危害影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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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城市建设项目选址应优先考虑适宜地段、较适宜地段，对有条件适宜地段和不适宜地

段，应提出禁止或限制使用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抗震不适宜地段严禁规划建设Ⅰ类、Ⅱ类承灾体，不应规划建设Ⅲ类承灾体，不宜规

划建设Ⅵ类承灾体； 

b) 抗震有条件适宜地段规划建设项目时，应查明危险程度，提出避让要求；当无法避让

时应采取适当的工程措施。 

c) 符合抗震较适宜地段中 c)、d）两款要求的地段，不宜建设Ⅰ类、Ⅱ类承灾体；确需

建设时，应考虑抗震不利因素的影响，并采取适当的工程措施。 

7.2.3 场地内存在发震断裂时，应对断裂的工程影响进行评价，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对符合下列规定之一的情况，可忽略发震断裂错动对地面建筑的影响： 

 非全新世活动断裂； 

 隐伏断裂的土层覆盖厚度大于 60m。 

b) 对不符合本条 a）款规定的情况，应避开主断裂带。其避让距离不宜小于表 10对发震

断裂最小避让距离的规定。在避让距离的范围内确有需要建造分散的、低于三层的抗

震韧性类别为Ⅲ、Ⅵ类承灾体时，应按提高一度采取抗震措施，并提高基础和结构的

整体性，且不得跨越断层线。 

表 10 发震断裂的最小避让距离（m） 

承灾体类别 Ⅰ类 Ⅱ类 Ⅲ、Ⅵ类 

最小避让距离 专门研究 200m 100m 

7.2.4 对于易发生液化的场地，宜按表 11选用地基抗液化措施，承灾体不宜将未经处理的液

化土层作为天然地基持力层。 

表 11 抗液化措施 

承灾体类别 
地基的液化等级 

轻微 中等 严重 

Ⅰ类 应进行专门研究，但不宜低于Ⅱ类承灾体的相应要求。 

Ⅱ类 
部分消除液化沉陷，或对

基础和上部结构处理 

全部消除液化沉陷，或部

分消除液化沉陷且对基础

和上部结构处理 

全部消除液化沉陷 

Ⅲ类 
基础和上部结构处理，亦

可不采取措施 

基础和上部结构处理，或

更高要求的措施 

全部消除液化沉陷，或部

分消除液化沉陷且对基础

和上部结构处理 

Ⅵ类 可不采取措施 可不采取措施 
基础和上部结构处理，或

其他经济的措施 

7.2.5 山区承灾体的场地和地基基础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山区承灾体场地勘察应有边坡稳定性评价和防治方案建议，因地制宜设置符合抗震设

防要求的边坡工程。 

b) 边坡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330的要求。 

c) 边坡附近的建筑基础应进行抗震稳定性设计。建筑基础与土质、强风化岩质边坡的边

缘应留有足够的距离，并采取措施避免地震时地基基础破坏。 

7.3 防灾分区管控 

7.3.1 防灾分区可依据行政区划界线、天然界线和震后应急状态时的行政事权，按三级进行

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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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级防灾分区宜以区级行政范围或城市重点功能区为基本单元，服务人口不超过 50

万人； 

b) 二级防灾分区宜以组团/镇为基本单元，服务人口不超过 10 万人； 

c) 三级防灾分区宜以街区/社区/村为基本单元，服务人口不超过 2 万人。 

7.3.2 防灾分区应配备与服务人口规模相适应的应急保障基础设施和应急服务设施。各类设

施宜与城镇功能相融合，形成综合防灾减灾资源。 

7.3.3 各级防灾分区配置的应急保障基础设施和应急服务设施应满足表 12 的要求。 

表 12  防灾分区应急设施配置基本要求 

防灾分区
级别 

应急 
设施类别 

一级防灾分区 二级防灾分区 三级防灾分区 

应急交通

设施 

至少有 2 条不同方向的救

灾干道，有效通行宽度不

小于 15 米 

至少有 2 条不同方向的疏

散主通道，有效通行宽度

不小于 7 米 

至少有 2 条不同方向的疏

散次通道，有效通行宽度

不小于 4 米 

应急供水

设施 

应至少设置 1 处应急水源

地或应急保障水厂 

应至少设置 1 处应急取水

和储水设施 

应至少设置 1 处应急取水

点 

应急供电

设施 

应具备应对极罕遇地震下

Ⅰ类和Ⅱ类承灾体的有效

供电，中心避难场所和指

挥中心配置应急发电机

组。 

具备应对罕遇地震下的供

电预案和对策。通过紧急

修复满足基本用电需求。 

具备应对设防地震下的供

电预案和对策。 

应急指挥

设施 

至少设置 1 处区级应急指

挥中心 

至少设置 1 处组团或镇级

应急指挥点 

至少设置 1 处街区或社区

级应急指挥点 

应急医疗

救护设施 

至少设置 1 处Ⅰ类应急保

障医院 

至少设置 1 处Ⅱ类应急医

疗急救站 

至少设置 1 处Ⅲ类应急医

疗点 

应急物资

储备设施 

至少设置 1 处应急物资储

备中心，面积不少于 3000

㎡ 

至少设置 1 处应急物资储

备库，面积不少于 600㎡ 

至少设置 1 处应急物资分

发点，面积不少于 300㎡ 

应急避难

设施 

至少设置 1 处中心避难场

所 

至少设置 1 处中长期固定

避难场所 

至少设置 1 处短期固定避

难场所 

7.3.4 防灾分区间应设置防止地震次生火灾隔离带，宽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一级防灾分区防止地震次生火灾隔离带宜以水系、林带等天然屏障或救灾干道为主要

边界，宽度不小于 50 米； 

b) 二级防灾分区防止地震次生火灾隔离带宜以疏散主通道、绿带为主要边界，宽度不小

于 30 米； 

c) 三级防灾分区防止地震次生火灾隔离带宜以疏散次通道、绿带为主要边界，宽度不小

于 15 米。 

7.3.5 防灾分区应制定应急指挥设施、应急医疗救护设施、应急物资储备设施、应急避难设

施与应急交通设施、应急供水设施、应急供电设施之间联接设施的规划要求。 

7.3.6 城市居住区规划建设应落实防灾分区的设施配置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居住区应符合震后紧急疏散和避难要求，划定满足安全要求的紧急避难用地； 

b) 居住区用于紧急避难的有效避难用地面积可按 0.7㎡/人～1.0㎡/人控制； 

c) 居住区内疏散通道应确保内部人员安全有效疏散，并与三级防灾分区内的应急通道有

效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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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绿地、广场的建设宜兼顾避难用地功能。新建或改造的居住区宜考虑选择中小学校、

运动场馆、公共服务或活动中心等设置作为室内型避难场所。避难用地和室内型避难

场所相应的避难规模、设防标准和建设要求应纳入居住区规划控制要求。 

8 建筑物地震安全韧性能力建设 

8.1 一般规定 

8.1.1 应根据城区自身特点，制定短期、中长期的建筑抗震韧性建设规划。短期可侧重于建

筑规范和标准的完善，保障城区内新建建筑的抗震韧性水平；中长期可侧重于既有建筑的引导

性加固或强制性加固策略，提高城区内既有建筑的韧性水平。 

8.1.2 既有建筑物的抗震韧性能力建设宜结合工程维护、修缮、改造或加固项目同步施行。 

8.1.3 对于服务北京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等首都核心功

能，以及其他有重大特殊功能的建筑，应组织专家进行专门讨论，以确定其抗震设计或者抗震

加固改造后所要达到的韧性水平。 

8.2 建筑抗震韧性分类 

8.2.1 建筑物应按照本文件 5.1.1 的要求进行抗震韧性分类，抗震韧性类别结果不低于表 13

的要求。 

表 13  建筑物抗震韧性分类 

抗震韧

性类别 
建筑物 

Ⅰ类 

a) 承担一级防灾分区内震后应急医疗救援的门诊、医技、住院用房； 

b) 承担震后次生火灾主要扑救任务的特勤消防站、消防指挥中心； 

c) 为全市和一级防灾分区服务的应急指挥中心用房； 

d) 存放高放射性物品或重大危险源的建筑； 

e) 国家级、市级信息中心建筑； 

f) 设置为室内型避难场所的建筑物； 

g) 承担全市和一级防灾分区震后物资供应的仓储类建筑。 

Ⅱ类 

a) 承担二、三级防灾分区内震后应急医疗救援的门诊、医技、住院用房； 

b) 消防站的消防车库及其值班用房； 

c) 为二、三级防灾分区服务的应急指挥用房； 

d) 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建筑； 

e) 特大型、大型体育场馆、观众席容量很多的中型体育场馆； 

f) 大型文化娱乐建筑； 

g) 人流密集的商业建筑； 

h) 大型博物馆； 

i) 大型会展建筑； 

j) 幼儿园、小学、中学的教学用房以及学生宿舍和食堂； 

k) 区级电子信息中心的建筑； 

l) 结构单元内经常使用人数超过 8000人的高层建筑。 

m) 特大型、大型企业中对正常运行和灾后物资供应起主要作用的建筑； 

n) 承担二级和三级防灾分区震后物资供应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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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韧

性类别 
建筑物 

Ⅲ类 

a) 不承担震后应急医疗救援任务的医疗建筑； 

b) 一般体育场馆； 

c) 一般文化娱乐建筑； 

d) 一般商业建筑； 

e) 一般博物馆，档案馆； 

f) 一般会展建筑； 

g) 其余教育类建筑； 

h) 其余电子信息类建筑； 

i) 居住建筑； 

j) 一般工业建筑。 

Ⅵ类 无人员居住的附属建筑、一般仓库类建筑 

8.3 新建建筑韧性能力建设 

8.3.1 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建筑必须按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进行抗震设计。 

8.3.2 新建的Ⅰ类、Ⅱ类建筑应满足下列相关要求： 

a) 新建的Ⅰ类建筑应采用基于性能的方法进行抗震设计，并应采用隔减震技术，保证满足

不同地震作用水平下的抗震韧性目标； 

b) 新建的Ⅱ类建筑宜采用基于性能的方法进行抗震设计，并宜采用隔减震技术，保证满

足不同地震作用水平下的抗震韧性目标； 

8.3.3 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机构、应急指挥中心、室内型避难场所等新建公共建筑，应

当按照高于一般房屋建筑的要求采取抗震措施，并应采用隔震减灾技术，保证发生本区

域设防地震时不丧失建筑功能。 

8.3.4 新建大型室内体育场馆宜结合城市抗震防灾的需求，进行室内型避难场所或震后应急

医疗救护机构的转换设计。 

8.3.5 新建 10 层及 10 层以上或房屋高度大于 28m 的住宅建筑以及房屋高度大于 24m 的其

他高层民用建筑应满足以下抗震设计要求： 

a) 混凝土结构的抗震设计应符合《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的相关规定； 

b) 钢结构的抗震设计应符合《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的相关规定。 

8.3.6 现浇后张预应力混凝土框架和板柱等建筑结构的抗震设计应符合《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抗震设计规程》（JGJ 140）的相关规定。 

8.4 既有建筑韧性能力建设 

8.4.1 既有建筑物的地震安全韧性能力建设方案应根据抗震韧性目标和抗震韧性能力之间的

差距来确定，韧性能力建设的优先次序应满足表 14的要求。 

表 14 建筑物韧性能力建设的优先次序 

优先次序 内容 

最高 Ⅰ类、Ⅱ承灾体中抗震韧性目标与抗震韧性能力相差两个或两个等级以上的建筑物； 

次高 
a）Ⅰ类、Ⅱ承灾体中抗震韧性目标与抗震韧性能力相差一个等级的建筑物； 

b）Ⅲ类承灾体中抗震韧性目标与抗震韧性能力相差两个或两个等级以上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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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次序 内容 

中等 
a）Ⅲ类承灾体中抗震韧性目标与抗震韧性能力相差一个等级的建筑物； 

b）Ⅵ类承灾体中抗震韧性目标与抗震韧性能力相差两个或两个等级以上的建筑物； 

较低 Ⅵ类承灾体中抗震韧性目标与抗震韧性能力相差一个等级的建筑物； 

8.4.2 对于中等韧性和低韧性建筑集中连片的地区，应制定城区/社区韧性提升中、长期计划，

结合城区拆迁和改造计划，逐步开展既有建筑的韧性加固改造。 

8.4.3 可建立建筑抗震韧性能力提升奖励制度，鼓励社区和业主自主实施加固改造。 

8.4.4 既有建筑物抗震能力提升的技术措施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加固方法可参考北京市《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DB 11/689）； 

b) 混凝土建筑的抗震加固应符合《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的相关规定； 

c) 钢结构建筑的抗震加固应符合《钢结构加固设计标准》（GB 51367）的相关规定； 

d) 砌体结构建筑的抗震加固应符合《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702）的相关规定； 

e) 其他建筑的抗震加固应符合《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 116）的相关规定。 

8.4.5 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机构、应急指挥中心、室内型避难场所等既有公共建筑进

行抗震加固时，宜采用隔减震技术。 

8.4.6 文物保护建筑的地震安全韧性能力建设应开展专门研究后确定。 

8.4.7 对于中等韧性和低韧性的建筑物，在采取相应的韧性能力提升措施后，应按照第 6.2

条的要求进行韧性能力再评估，直至达到期望韧性目标。 

9 应急保障基础设施韧性能力建设 

9.1 一般规定 

9.1.1 应急保障基础设施应分析城市震后需应急功能保障的各类设施对象，确定应急交通、

供电、供水、通信等设施的保障范围和布局，明确抗震韧性分类、抗震设防标准和防灾措施。 

9.1.2 应急保障基础设施的抗震设防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新建应急保障基础设施宜采用增强抗震能力的方式提高韧性： 

 Ⅰ类应急保障基础设施的主要建筑工程抗震防灾要求应按高于重点设防类确定； 

 Ⅱ类应急保障基础设施的主要建筑工程抗震防灾要求应按不低于重点设防类确定； 

 Ⅲ类应急保障基础设施的主要建筑工程抗震防灾要求应按不低于标准设防类确定。 

b) 既有应急保障基础设施无法采用增强抗震能力方式时，可采取增设冗余设施的方式提

高韧性，并应满足： 

 Ⅰ类应急保障基础设施的主要建筑工程抗震防灾要求不应低于重点设防类； 

 Ⅱ类、Ⅲ类应急保障基础设施的主要建筑工程抗震防灾要求不应低于标准设防类。 

9.1.3 应急保障基础设施的抗震韧性能力建设宜结合基础设施维护、修缮、改造或加固项目

同步施行。 

9.2 应急保障基础设施抗震韧性分类 

9.2.1 应急保障基础设施应按照本文件 5.1.1 的要求进行抗震韧性分类，抗震韧性类别结果不

低于表 15的要求。 

表 15 应急保障基础设施抗震韧性分类 

系统

分类 

设施抗震

韧性类别 
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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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分类 

设施抗震

韧性类别 
基础设施 

交通

系统 

Ⅰ类 

a) 城市救灾干道； 

b) 与Ⅰ类建筑物和应急服务设施联通的应急通道； 

c) 承担重大抗震救灾任务的机场、港口、交通车站； 

d) 城市交通网络中占关键地位、承担交通量大的大跨度桥梁； 

e) 航管楼。 

Ⅱ类 

a) 城市疏散主干道； 

b) 与Ⅱ类建筑物和应急服务设施联通的应急通道； 

c) 铁路建筑中，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含城际铁路）、客货共线Ⅰ、

Ⅱ级干线和货运专线的铁路枢纽，以及特大型站和最高聚集人数很多

的大型站的客运候车楼； 

d) 公路建筑中，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一级汽车客运站和公路监控室，

一级长途汽车站客运候车楼； 

e) 航空站楼、大型机库。 

Ⅲ类 
a) 除Ⅰ类、Ⅱ类以外的，为避难生活和应急救援提供应急保障的交通

设施。 

供电

系统 

Ⅰ类 

a) 为Ⅰ类建筑物和应急服务设施提供服务的电力设施； 

b) 为区域应急保障水厂、泵站服务的电力设施； 

c) 市级及市级以上的电力调度中心； 

d) 作为城市双重电源的发点设施。 

Ⅱ类 

a) 为Ⅱ类建筑物和应急服务设施服务的电力设施； 

b) 区级电力调度站； 

c) 330KV及以上的变电站； 

d) 220KV及以上的枢纽变电站； 

e) 为城市燃气管网运营调度中心、门站提供服务的电力设施。 

Ⅲ类 
a) 除Ⅰ类、Ⅱ类以外的，为避难生活和应急救援提供应急保障的供电

设施。 

供水

系统 

Ⅰ类 

a) 为Ⅰ类建筑物和应急服务设施提供服务的供水设施； 

b) 城市级应急保障水源地和应急保障水厂； 

c) 为承担重大抗震救灾任务的机场、港口、交通车站提供保障的供水

设施； 

Ⅱ类 

a) 为Ⅱ类建筑物和应急服务设施服务的供水设施； 

b) 承担保障基本生活和救灾应急供水的主要取水设施、输水管线、配

水管线及配套设施； 

c) 供水系统中服务人口超过 10万人的供水主干管线及配套设施； 

d) 长期设置的应急储水设施； 

Ⅲ类 
a) 除Ⅰ类、Ⅱ类以外的，为避难生活和应急救援提供应急保障的供水

设施。 

通信

系统 
Ⅰ类 

a) 为Ⅰ类建筑物和应急服务设施提供服务的通信设施； 

b) 为承担重大抗震救灾任务的机场、港口、交通车站提供保障的应急

通信设施； 

c) 国际出入口局、国际无线电台、国际卫星通信地球站、国际海缆登

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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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分类 

设施抗震

韧性类别 
基础设施 

d) 市级及市级以上的高度超过 250m的电视调频广播发射塔； 

e) 国家级卫星地球站上行站。 

Ⅱ类 

a) 为Ⅱ类建筑物和应急服务设施服务的通信设施； 

b) 市级及市级以上通信枢纽楼、长途传输一级干线枢纽站、国内卫星

通信枢纽楼及通信生产楼、应急通信用房； 

c) 市级及市级以上的邮政枢纽； 

d) 市级及市级以上的其余发射塔； 

e) 市级及市级以上的广播中心、电视中心和电视调频广播发射台，发

射总功率不小于 200kW 的中波和短波广播发射台、广播电视卫星地球

站、市级和市级以上广播电视监测台与节目传送的机房和天线支承物。 

Ⅲ类 
a) 除Ⅰ类、Ⅱ类以外的，为避难生活和应急救援提供应急保障的通信

基础设施。 

燃气

系统 

Ⅰ类 

a) 为Ⅰ类建筑物和应急服务设施提供服务的燃气设施； 

b) 城市燃气管网运营调度指挥中心； 

c) 为承担重大抗震救灾任务的机场、港口、交通车站提供保障的燃气

设施； 

d) 天然气气源供应主干管线及主要门站、储配站、调压站。 

Ⅱ类 

a) 为Ⅱ类建筑物和应急服务设施服务的燃气设施； 

b) 压缩天然气储配站、液化天然气储配气化站； 

c) 主要燃气厂的主厂房、贮气罐、加压泵房和压缩间、调度楼及相应

的超高压和高压调压间、高压和次高压配气管道等主要设施。 

Ⅲ类 
a) 除Ⅰ类、Ⅱ类以外的，为避难生活和应急救援提供应急保障的燃气

设施。 

9.3 交通系统韧性能力建设  

9.3.1 震后应急交通应综合考虑震源、重大危险源分布和区域应急救援需求，分散设置多个

应急救援出入口，综合利用水、陆、空等交通方式，设置相互衔接的应急通道。 

9.3.2 城市应急通道应满足设防地震影响下的通行要求： 

a) 有效宽度要求：救灾干道不小于 15.0m，疏散主干道不小于 7.0m，疏散次干道不小于

4.0m。 

b) 应急通道的净空高度不小于 4.5m。 

c) 应急通道宜沿道路隔一定距离考虑预留车辆检修空间，检修空间的宽度不宜小于 3.0m，

长度不宜小于 12.0m。 

9.3.3 应急通道出入口设置要求： 

a) 一级防灾分区与城市救灾干道相连接的出入口不少于 4个； 

b) 二级防灾分区与城市疏散主干道相连接的出入口不少于 4个； 

c) 三级防灾分区与城市疏散次干道相连接的出入口不少于 2个； 

9.3.4 对于中等韧性和低韧性的交通设施，可按表 16的要求采取工程类措施和管理类措施来

提升抗震韧性。 

表 16 交通系统地震安全韧性能力提升措施 

编号 类别 措施 

1 工程类措 提高交通系统Ⅰ类和Ⅱ类设施的抗震设防要求和抗震构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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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 对危险地段道路进行抗震检验与加固 

3 对不符合要求的桥梁结构进行抗震加固，提高桥梁结构的易损性 

4 对桥梁结构设置双面支撑，并对支撑进行抗震检验和沉降检验 

5 对于单面支撑桥梁结构，对桥梁进行抗倾覆检验 

6 
对应急通道两侧可能对道路震后通行造成影响的建筑物和临街设施进行

加固或拆除 

7 对山区应急通道两侧潜在的崩塌、滑坡体进行治理 

8 
管理类措

施 

优化震后应急交通决策 

9 定期进行交通设施检查 

10 修剪树木，清理对交通系统震后通行有潜在影响的障碍物 

9.3.5 Ⅰ类、Ⅱ类应急医院、市级及以上救灾物资储备库、中心避难场所、长期固定避难场

所宜设置直升机起降场地。 

9.4 供电系统韧性能力建设 

9.4.1 电力系统专项规划中，宜明确应急保障供电设施的布局、抗震韧性类别、抗震设防标

准和抗震措施。 

9.4.2 电力设施的抗震设计应符合 GB 50260 的相关规定。 

9.4.3 对于中等韧性和低韧性的电力设施，可按表 17 的要求采取工程类措施和管理类措施来

提升抗震韧性。 

表 17 电力系统地震安全韧性能力提升措施 

编号 类别 措施 

1 

工程类措

施 

提高电力系统冗余性措施： 

a) Ⅰ类供电设施应采用双重电源供电，并应配置应急电源系统。 

b) Ⅱ类供电设施应采用双重电源或两回线路供电；当采用两回线路供电

时，应配置应急电源系统。 

c) 双重电源的任一电源及两回线路的任一回路应均可独立工作，并应满足

震时一级负荷、消防负荷和不小于 50%的正常照明负荷用电需求；至少一

路的应急供电应满足保障对象的需求，当无法满足时，应增配备用应急发

电机组，其容量应满足震时一、二级负荷的应急用电需要。 

2 对Ⅰ类和Ⅱ类供电设施采用更高的抗震设计标准，并宜采用隔减震措施。 

3 加固连接Ⅰ类、Ⅱ类供电设施和人员集中场所的关键线路。 

4 在避难场所配置应急供电设施。 

5 
对可能发生严重破坏的电力系统元件储备必要的冗余物资，确保震后可迅

速组织修复破坏元件，恢复应急供电功能。 

6 
管理类措

施 

优化电力系统震后恢复次序和策略。 

7 定期进行电力线路检查。 

8 清理对电力系统有潜在影响的障碍物。 

9.5 供水系统韧性能力建设 

9.5.1 供水系统专项规划中，宜明确应急保障供水设施的布局、抗震韧性类别、抗震设防标

准和抗震措施。 

9.5.2 供水设施的抗震设计应符合 GB 50032的相关规定。 

9.5.3 对于中等韧性和低韧性的供水设施，可按表 18 的要求采取工程类措施和管理类措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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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抗震韧性。 

表 18 供水系统地震安全韧性能力提升措施 

编号 类别 措施 

1 

工程类措

施 

采用抗震性能较好的管材和柔性管道接头，形成环状连接。 

2 管道的弯头、三通和闸门，以及和构筑物的连接处应采用柔性接头。 

3 对Ⅰ类和Ⅱ类供水设施宜采用共同沟方式敷设。 

4 
加固供水系统的抗震薄弱元件（如老旧管道、沉淀池、清水池、过滤池、

泵房、加压泵站等） 

5 优化供水系统网络结构，供水主干管网宜布设为多连通环状管网。 

6 在避难场所建设应急水井 

7 
在可能发生严重破坏的地段储备必要的抢险物资，确保震后可迅速组织恢

复队伍，修复破坏元件，恢复应急供水功能。 

8 
管理类措

施 

增加应急修复物资和修复人员 

9 优化震后供水系统恢复策略 

10 加强相关部门协调配合，提高修复效率 

9.5.4 震后初期的应急供水量应按照基本生活用水和救灾用水需求进行核算，基本生活用水

量应满足表 19的要求。 

表 19  震后初期应急供水的人均需水量 

应急阶段 
时间

（日） 

需水量 

（L/人·日） 
水的用途 

紧急或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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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 

中期 30 20～30 维持饮用、清洗、浴用等基本生活用水，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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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表中应急供水定额未考虑消防等救灾需求。 

9.5.5 震后应急供水方式宜采用市政应急供水、应急水源地供水、应急储水设施供水等多种

方式组合的形式。 

9.5.6 震后应按照先满足应急服务设施需求后满足商业及住宅服务需求的优先次序确定应急

供水恢复应急方案。 

9.6 通信系统韧性能力建设 

9.6.1 通信系统专项规划中，宜明确应急保障通信设施的布局、抗震韧性类别、抗震设防标

准和抗震措施。 

9.6.2 通信设施的抗震设计应符合 GB/T 51369 的相关规定。 

9.6.3 应急通信设施应满足Ⅰ类、Ⅱ类建筑物和应急服务设施的应急通信要求，并应与上级

应急指挥系统保持互联互通。 

9.6.4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应设置广播、图像监控、有线通信、无线通信等应急通信设施。 

9.6.5 对于中等韧性和低韧性的通信设施，可按表 20 的要求采取工程类措施和管理类措施来

提升抗震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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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通信系统地震安全韧性能力提升措施 

编号 类别 措施 

1 

工程类措

施 

通信线路采用多路由化，具备迂回调度接通功能。 

2 建立立体式、多层次、多传输手段的无线通信网络。 

3 加固抗震能力薄弱的通信系统建筑及元件。 

4 

提高为Ⅰ类、Ⅱ类建筑物和应急服务设施服务的通信设施抗震措施，对重

点地段的特殊设备，如终端杆、飞线杆、跨越杆、角杆等，增设拉线斜杠

和绑桩等措施。 

5 
室内通信设备采用隔减震或卡箍措施。对架设在屋顶的通讯设备加强与建

筑的可靠连接。 

6 震后采用可移动微波设备建立通信通道。 

7 结合中心避难场所，建设一体化机站，卫星做传输备份 

8 
管理类措

施 

增加应急修复物资和修复人员 

9 优化震后通信系统恢复策略 

10 加强相关部门协调配合，提高修复效率 

9.7 应急燃气韧性能力建设 

9.7.1 燃气系统专项规划中，宜明确应急保障燃气设施的布局、抗震韧性类别、抗震设防标

准和抗震措施。 

9.7.2 燃气设施的抗震设计应符合 GB 50032的相关规定。 

9.7.3 对于中等韧性和低韧性的燃气设施，可按表 21 的要求采取工程类措施和管理类措施来

提升抗震韧性。 

表 21 燃气系统地震安全韧性能力提升措施 

编号 类别 措施 

1 

工程类措

施 

采用抗震性能较好的管材和柔性管道接头，形成环状连接。 

2 管道的弯头、三通和闸门，以及和构筑物的连接处应采用柔性接头。 

3 对Ⅰ类和Ⅱ类燃气设施宜采用共同沟方式敷设。 

4 加固燃气系统的抗震薄弱元件（如老旧管道等） 

5 优化燃气系统网络结构，燃气主干管网宜布设为多连通环状管网。 

6 
在可能发生严重破坏的地段储备必要的抢险物资，确保震后可迅速组织恢

复队伍，修复破坏元件，恢复应急供气功能。 

7 建立燃气地震预警和紧急自动切断系统。 

8 

管理类措

施 

增加应急修复物资和修复人员 

9 优化震后燃气系统恢复策略 

10 加强相关部门协调配合，提高修复效率 

11 加强燃气抗震装置的日常巡检和维护 

10 应急服务设施韧性能力建设 

10.1 一般规定 

10.1.1 应急服务设施韧性能力建设应分析评估其在设定地震下的韧性能力与期望韧性目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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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差距，提出应急指挥、应急医疗、应急消防、应急避难以及应急物资储备等设施的服务范

围和布局，分析并确定其建设规模、建设指标、抗震设防标准和防灾措施。 

10.1.2 城市应制定可能影响应急服务设施功能发挥的周边设施和用地空间的规划控制要求，

并纳入城市规划编制内容。 

10.1.3 应急服务设施的抗震设防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市区级应急指挥中心主要建筑的抗震设防类别不应低于重点设防类； 

b) 承担特别重要医疗任务的Ⅰ类应急医疗用房，其抗震设防类别应为特殊设防类； 

c) 除本条第 a款规定以外的Ⅰ类、Ⅱ类应急医疗用房，其抗震设防类别不应低于重点设

防类； 

d) 消防车库、消防值班用房的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设防类； 

e) Ⅰ类应急物资储备用房，其抗震设防类别应为特殊设防类； 

f) Ⅱ类应急物资储备用房抗震设防类别不应低于重点设防类； 

g) 室内型应急避难场所的抗震设防类别不应低于重点设防类。 

10.1.4 应急服务设施的抗震韧性能力建设宜结合服务设施维护、修缮、改造或加固项目同步

施行。 

10.2 应急服务设施抗震韧性分类 

10.2.1 应急服务设施应按照本文件 5.1.1 的要求进行抗震韧性分类，抗震韧性类别结果不低于

表 22的要求。 

表 22  应急服务设施抗震韧性分类 

系统

分类 

设施抗震

韧性类别 
基础设施 

应急

指挥 

Ⅰ类 为全市和一级防灾分区服务的应急指挥中心用房； 

Ⅱ类 为二、三级防灾分区服务的应急指挥用房； 

Ⅲ类 除Ⅰ类、Ⅱ类以外的应急指挥设施。 

应急

医疗 

Ⅰ类 

承担一级防灾分区内震后应急医疗救援的门诊、医技、住院用房； 

城市级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城市中心血站。 

Ⅱ类 
承担二、三级防灾分区内震后应急医疗救援的门诊、医技、住院用房； 

县区级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Ⅲ类 除Ⅰ类、Ⅱ类以外的医疗建筑和设施； 

应急

消防 

Ⅰ类 承担震后次生火灾主要扑救任务的特勤消防站、消防指挥中心； 

Ⅱ类 普通消防站的消防车库及其值班用房； 

Ⅲ类 除Ⅰ类、Ⅱ类以外的消防设施。 

应急

物资

储备 

Ⅰ类 承担全市和一级防灾分区震后物资供应的建筑。 

Ⅱ类 承担二级和三级防灾分区震后物资供应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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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分类 

设施抗震

韧性类别 
基础设施 

Ⅲ类 除Ⅰ类、Ⅱ类以外的应急物资储备设施。 

应急

避难 

Ⅰ类 中心避难场所 

Ⅱ类 固定避难场所、应急避难场所 

10.3 应急指挥韧性能力建设 

10.3.1 城市应急指挥中心应按照相互备份、相互支援的原则分散设置。相互备份的应急指挥

中心宜位于不同地震灾害影响区，按照遭遇极罕遇地震时不会同时破坏的要求确定。 

10.3.2 新建Ⅰ类应急指挥用房应采用隔减震措施，新建Ⅱ类应急指挥用房宜采用隔减震措施。 

10.4 应急医疗设施韧性能力建设 

10.4.1 医疗卫生系统专项规划中，宜明确应急医疗设施的布局、抗震韧性类别、抗震设防标

准和抗震措施。 

10.4.2 应急医疗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a) Ⅰ类应急医院的服务人口规模宜为 20 万人～50 万人，Ⅱ类应急医院的服务人口规模宜

为 10万人～20万人。 

b) 应急医院应考虑震后建筑破坏条件下，安排临时应急医疗卫生场地。 

10.4.3 新建Ⅰ类应急医疗用房应采用隔减震措施，新建Ⅱ类应急医疗用房宜采用隔减震措施。 

10.4.4 对于中等韧性和低韧性的医疗设施，可按表 23 的要求采取工程类措施和管理类措施来

提升抗震韧性。 

表 23 医疗设施地震安全韧性能力提升措施 

编号 类别 措施 

1 

工程类措

施 

对Ⅰ类和Ⅱ类应急医疗建筑进行抗震加固。 

2 加强医疗建筑中非结构构件的抗震设计及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 

3 
加强重要医疗器械、药品柜、放射性物质存储柜、水箱等关键设施的抗震

设计和抗震措施。 

4 Ⅰ类和Ⅱ类应急医疗设施配置冗余的应急供水、应急供电设备。 

5 中心避难场所建设方舱医院或应急医疗中心。 

6 
管理类措

施 

建立医院震后应急供电、应急供水、应急供氧的紧急对策。 

7 制订医疗系统地震应急预案，并经常演练。 

8 制订地震应急医院转换方案 

10.4.5 应急医疗场所出入口应具备急救车辆和人员出入的缓冲场地，出入口与城市应急通道

应有可靠的连接。 

10.5 应急消防设施韧性能力建设 

10.5.1 应急消防设施配置宜考虑地震救援和次生灾害防御的要求，对消防站布局、消防道路、

消防供水和消防通信等提出规划指引。 

10.5.2 一级防灾分区应组建至少 1支地震应急救援队伍，并配齐满足信息采集传输、机动运

输、侦检、搜索、救生、后勤保障六方面要求的设备。 

10.5.3 位于地震高风险区和次生火灾高危区周边的消防站，应组建地震应急救援队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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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应包括结构评估专家、危险物质评估专家、医疗技师、心理咨询师、装备技师。 

10.6 应急物资储备设施韧性能力建设 

10.6.1 应急物资储备库的选址应遵循存储安全、调运方便的原则，宜临近铁路货站或高速公

路入口。 

10.6.2 应急物资储备库对外通道应保持通畅，市级及以上救灾物资储备库对外连接道路应能

满足大型货车双向通行的要求。 

10.7 应急避难设施韧性能力建设 

10.7.1 应急避难场所宜按照紧急、固定和中心三种类型分别规划安排，并应划分避难场所服

务责任区。 

10.7.2 应急避难场所应依据应急避难场所布局规划，结合周边各类防灾和公共安全设施及市

政基础设施统筹建设，并符合 GB 51143的相关规定。 

10.7.3 应急避难场所场地地形应平坦、地势较高、有利于排水、空气流通且具备较好基础设

施条件，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中心避难场所与防灾分区外部有可靠交通连接、与周边避难场所有疏散通道连接。 

b) 固定避难场所能与责任区内居住区建立安全避难联系。 

c) 应急避难场所出入口及应急避难区与周边危险源、次生灾害源及其他存在潜在火灾高

风险建筑工程之间的安全间距不应小于 30m。 

d) 具有防疫要求的避难场所周边应设置不小于 20米的安全隔离区，且应远离人口密集场

所和环境敏感地。 

10.7.4 应急避难场所规模和布局除应符合表 24的规定外，尚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城市抗震

防灾规划标准》GB50413的有关规定。 

表 24 各级避难场所分级控制引导要求 

避难场所分类 
有效避难面积

（公顷） 

疏散距离（公

里） 

避难容量（万

人） 

责任区服务人

口（万人） 

中心避难场所 ≥20 5.0～10.0 不限 20.0～50.0 

固定避

难场所 

长期 5.0～20.0 1.5～2.5 1.00～6.40 5.0～20.0 

中期 1.0～5.0 1.0～1.5 0.20～2.00 3.0～10.0 

短期 0.2～1.0 0.5～1.0 0.04～0.50 0.2～3.0 

紧急避难场所 不限 0.5 
满足时效要求前提下，根据规划建

设情况确定 

10.7.5 利用街坊小型健身场所、街头绿地布局住区紧急避难场地，实现住宅周边步行 5分钟

（300-400米）可到达，并增强住区内开放空间的导向性、有序性和可认知性，提高疏散效率。 

10.7.6 应急避难场所内的设施和设备应在应急启用前进行应急评估与应急转换，并配置到位。 

10.7.7 结合应急避难场所布局规划，在主要出入口及通往应急避难场所的路径上，应设置临

近区域的应急避难场所标识导向图及相关说明。 

11 地震安全韧性城市建设实施 

11.1 管理机构 

11.1.1 城市应建立抗震防灾管理和地震应急指挥机构，负责指挥全市地震灾害事件应急处置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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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城市宜建立地震安全韧性提升技术中心，负责城市承灾体地震韧性目标确定、韧性能

力评估、地震风险评估、韧性实施策略、规划设计方案制订等工作。 

11.1.3 社区应建立包括应对地震灾害在内的社区综合防灾管理机构，由基层管理人员、社会

组织、专家和民众代表等社区利益相关方共同组成。 

11.1.4 社区综合防灾管理机构宜制定社区地震灾害韧性提升计划，提供社区抗震防灾的应急

保障，推动社区抗震防灾日常工作和项目管理。 

11.2 制度建设 

11.2.1 城市应制定地震安全韧性相关法规和技术标准的修订和编制工作，明确各级政府、社

区以及各类法人和民众等各方责任主体在地震安全韧性建设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11.2.2 针对地震对工程施设的破坏作用，城市应建立相应的规划、建设、运维与管理等各环

节各领域的防震减灾技术标准体系，在基础设施运行标准中注重地震安全韧性要求； 

11.3 风险排查 

11.3.1 城市应全面开展地震灾害风险隐患与减灾能力调查，以区县为调查单位，摸清城市抗

震薄弱区灾害风险和减灾能力底数。 

11.3.2 应建立完善城市地震灾害风险隐患与减灾能力数据库，保持提高其现势更新能力。 

11.4 规划编制 

11.4.1 城市应编制地震安全韧性城市建设规划，纳入城市综合防灾规划体系。 

11.4.2 社区宜编制地震安全韧性社区行动计划，纳入社区发展规划。 

11.5 应急预案 

11.5.1 城市应根据地震灾害风险普查和地震风险评估结果，结合城市实际，编制《地震应急

预案》，内容应包括：应急预案启动标准、应急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各部门职责和联动机制、

专家顾问组职责、预测与预警机制、应急响应措施、应急救援组织与措施、信息报告与发布、

保障措施等内容。 

11.5.2 社区宜根据社区的发展和地震风险特征的变化，编制《社区地震灾害应急预案》。 

11.6 宣传培训 

11.6.1 城市应建立防震减灾网络宣传和交流平台，加强网络信息交流与共享，扩大防震减灾

的宣传面。 

11.6.2 社区应定期开展防震减灾专题宣传，并在 5.12防灾减灾日、国际减灾日等重要纪念日，

做好防震减灾集中性宣传活动。 

11.6.3 社区应设置用于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和培训等活动的设施和场所，包括安全宣传栏、

橱窗、活动中心等。 

11.7 应急演练 

11.7.1 社区应定期组织居民开展地震灾害应急演练，培养社区居民的防震减灾意识和习惯，

提升居民地震灾害自救恩利。 

11.7.2 抗震防灾志愿者队伍、应急救援队伍和相关部门应协助社区做好地震灾害应急演练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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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信息传播 

11.8.1 城市应建立地震监测与信息发布平台，震时应能够及时提供可靠的灾情信息，为政府

决策和民众紧急疏散提供强保障。 

11.8.2 城市应建立地震灾害信息收集和报送制度，明确负责灾害信息上报的机构、人员，保

证灾害情况及时上报。 

11.8.3 城市应建立灾害信息联动机制，加强部门间协调与联系，做到市、区、街道（镇）三

级信息共享，确保灾害预警信息及时、准确、有效。 

11.9 韧性文化建设 

11.9.1 强化各级人民政府的防震减灾责任意识，提高城市灾害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水平，完

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新闻媒体等合作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的工作机制。  

11.9.2 提升社会各界的韧性防灾意识和文化素养。把防灾减灾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经常性开

展疏散逃生和自救互救演练，提高公众地震灾害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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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城市空间抗震韧性评估方法 

A.1概述 

A.1.1 城市空间抗震韧性评估宜以街道尺度为评估单元。 

A.1.2 城市空间抗震韧性评估的结论分为低韧性、中等韧性、次高韧性、高韧性四个等级。 

A.2 评估方法 

A.2.1 城市空间抗震韧性值按公式（1）计算。 

𝑅𝑠𝑝𝑎𝑐𝑒 = ∑ 𝜔𝑖𝑅𝑖
𝑛
𝑖=1 *10/3 

式中： 

Rspace  空间抗震韧性能力值； 

ωi    方案层指标的权重，按表 A.1取值； 

Ri     方案层指标的值，按表 A.1取值； 

表 A.1 城市空间抗震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表 

目标层 准则层 方案层 
综合权重

（ωi） 
评分标准（Ri） 

空间健壮性 

防灾空间

稳定性 

抗震不利和

危险地段面

积占比 

0.081  

3 分：无抗震不利和危险地段； 

2 分：抗震不利及危险地段面积占比≤ 1/3； 

1 分：抗震不利及危险地段面积占比＞1/3，但≤2/3； 

0 分：抗震不利及危险地段面积占比＞2/3  

人均有效避

难面积 
0.054  

3 分：人均有效避难面积≥3.0㎡； 

2 分：人均有效避难面积＜3.0㎡，但≥2.0 ㎡； 

1 分：人均有效避难面积＜2.0㎡，但≥1.0 ㎡；  

0 分：人均有效避难面积＜1.0㎡。 

紧急避难空

间与相邻建

筑物关系 

0.049  
3 分：避难空间不受相邻建筑物倒塌或坠物影响； 

0 分：避难空间受相邻建筑物倒塌或坠物影响； 

工程设施

健壮性 

建筑物抗震

设防能力 
0.044  

3 分：建筑物全部达到抗震设防要求； 

2 分：10%以内建筑物达不到抗震设防要求； 

1 分：20%以内建筑物达不到抗震设防要求； 

0 分：20%及以上建筑物达不到抗震设防要求； 

供电系统健

壮性 
0.042  

3 分：系统采取抗震措施，且维护周期在一年以内； 

2 分：系统采取抗震措施，且维护周期在一年以上；  

1 分：系统采取抗震措施，但没有日常维护； 

0 分：系统无抗震措施 

给水系统健

壮性 
0.041  

3 分：系统采取抗震措施，且维护周期在一年以内； 

2 分：系统采取抗震措施，且维护周期在一年以上；  

1 分：系统采取抗震措施，但没有日常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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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分：系统无抗震措施 

次生灾害

易发性 

次生火灾易

发性 
0.040  

3 分：空间内无木结构及砖木结构； 

2 分：木结构及砖木结构占比≤10%； 

1 分：木结构及砖木结构占比＞10%，但≤30%； 

0 分：木结构及砖木结构占比＞30%； 

次生水灾易

发性 
0.040  

3 分：空间平均高程高于当地防洪标准确定的淹没水位；  

0 分：空间平均高程低于当地防洪标准确定的淹没水位。 

次生地质灾

害易发性 
0.038  

3 分：空间内不存在不稳定的崩塌或滑坡体； 

0 分：空间内存在不稳定的崩塌或滑坡体； 

基础设施冗

余性 

应急保障

设施冗余

度 

给水系统冗

余度 
0.037  

3 分：存在两种以上供水方式，并且消防供水和生活用水分开； 

2 分：存在两种供水方式； 

1 分：有市政供水； 

0 分：无可靠供水方式。 

供电系统冗

余度 
0.037  

3 分：采用双回路供电，并且重要设施配有应急电源； 

2 分：采用双回路供电； 

0 分：无可靠供电方式。 

应急物资储

备冗余度 
0.035  

3 分：空间内储备了应急救灾物资，且与私营组织合作储备有一

般物资； 

2 分：空间内储备了大部分应急物资，但没有充分利用私营组织； 

1 分：仅为特定功能储备了部分救灾物资； 

0 分：空间内没有储备应急物资。 

应急服务

设施冗余

度 

应急医疗救

护系统冗余

度 

0.034  

3 分：有 2 处及 2 处以上的应急医疗机构； 

2 分：有 1 处应急医疗机构； 

1 分：有医疗机构，但不具备应急救援能力； 

0 分：无医疗机构。 

应急通信指

挥系统冗余

度 

0.033  

3 分：空间内存在 3 种及以上应急通信方式； 

2 分：空间内存在 2 种应急通信方式； 

1 分：空间内存在 2 种应急通信方式； 

0 分：空间内无应急通讯方式； 

空间救援效

率性 

应急疏散

效率性 

应急通道通

行情况 
0.033  

3 分：具备应急主通道，宽度≥7m，且通行不受影响； 

2 分：具备应急次通道，宽度≥4m，且通行不受影响； 

1 分：具备应急通道，应急通道受两侧建筑物震后影响，局部不

满足宽度要求； 

0 分：无应急通道。 

应急指示标

识系统完善

程度 

0.030  

3 分：空间内应急指示标识系统功能明确，且 夜间指示不受影响； 

2 分：空间内应急指示标识系统功能明确，但夜间指示能力较差； 

1 分：空间内应急指示标识系统功能不明确； 

0 分：空间内没有应急标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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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避难场

所服务半径 
0.030  

3 分：固定避难场所服务半径≤1000m，紧急避难场所服务半径≤

300m； 

2 分：固定避难场所服务半径≤2000m，紧急避难场所服务半径≤

500m； 

1 分：固定避难场所服务半径≤3000m，紧急避难场所服务半径≤

1000m； 

0 分：固定避难场所服务半径＞3000m，紧急避难场所服务半径＞

1000m。 

相连的城市

主要应急疏

散通道数量 

0.027  

3 分：与 3 条及以上城市应急疏散通道相连； 

2 分：与 2 条城市应急疏散通道相连； 

1 分：与 1 条城市应急疏散通道相连； 

0 分：不直接与城市应急疏散通道相连。 

应急救援

效率性 

应急响应协

作预案 
0.025  

3 分：具备完善的预案，且部门职责明确；  

2 分：具备较完善的预案，但部门职责不明确； 

1 分：为制订应急预案，但有计划建立； 

0 分：无应急预案。 

应急设施启

用效率性 
0.024  

3 分：有完善的应急设施启动方案，并明确责任人； 

2 分：有应急设施启用和管理维护预案； 

1 分：有应急设施启用或管理维护预案； 

0 分：没有应急设施启用和管理维护预案。 

消防救援可

达性 
0.024  

3 分：震后 5 分钟消防车能到达责任范围边缘，且消防通道震后

能保持畅通； 

2 分：震后 5 分钟消防车能到达责任范围边缘，但消防通道震后

只能部分保持畅通； 

1 分：震后 10 分钟消防车能到达责任范围边缘； 

0 分：震后消防车不能到达责任范围边缘。 

灾害适应性 

社区组织

灾害适应

能力 

应急响应综

合指挥体系 
0.023  

3 分：具备完善的应急指挥机构，且能协调外来救灾力量； 

2 分：具备协调空间内部全部组织的应急指挥机构； 

1 分：具备协调空间内部部分组织的应急指挥机构； 

0 分：无应急指挥机构 

空间防灾组

织成员防灾

培训情况 

0.021  

3 分：具备社区灾害救援共助组织，高度重视防灾培训； 

2 分：大部分部门接受过防灾专业培训； 

1 分：个别部门接受过防灾专业培训； 

0 分：没有接受过防灾专业培训。 

志愿者专业

技能构成 
0.021  

3 分：具备志愿者队伍，专业构成 6 个以上： 

2 分；具备志愿者队伍，专业构成 4～6 个： 

1 分：具备志愿者队伍，专业构成 1～3 个：： 

0 分：无志愿者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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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灾害

适应能力 

防灾教育及

演练 
0.020  

3 分：每年进行多次针对不同灾害场景的防演练； 

2 分：年均防灾演练频率高于一次； 

1 分：年均防灾演练频率低于一次； 

0 分：没有进行过防灾演练； 

弱势群体救

助方案 
0.020  

3 分：应急响应计划能够覆盖所有弱势群体，且群体参与度高； 

2 分：应急响应计划能够覆盖部分弱势群体，但群体参与程度较

低； 

1 分：意识到帮助弱势群体的重要性，计划制订包含弱势群体提

高灾害应对能力的应急响应计划； 

0 分：应急响应计划没有针对弱势群体提高地震应对能力的措施。 

居民对防灾

空间及设施

了解情况 

0.019  

3 分：居民充分了解防灾设施分布和疏散路线； 

2 分：居民了解空间内的防灾设施分布； 

1 分：部分居民了解空间内的防灾设施分布； 

0 分：居民不了解空间内的防灾设施分布。 

防灾资金

投入 

政府防灾资

金投入情况 
0.019  

3 分：有； 

0 分：没有。 

社区灾害保

险投保情况 
0.018  

3 分：居民灾害风险投保率在 10%以上； 

2 分：居民灾害风险投保率在 5%～10%之间 ； 

1 分：居民灾害风险投保率在 5%以下； 

0 分：居民灾害风险投保率为 0。 

社区防灾

智能化 

预警机制智

能化 
0.016  

3 分：有智能灾害预警机制； 

0 分：没有智能灾害预警机制。 

防灾信息普

及智能化 
0.014  

3 分：有防灾智能化平台，并且实现全覆盖； 

2 分：有防灾智能化平台，覆盖部分单位； 

1 分：拟建立防灾智能化信息平台； 

0 分：无防灾智能化信息平台，也无计划建立。 

信息更新情

况 
0.014  

3 分：灾害及承灾体信息及时更新； 

1 分：灾害及承灾体信息未及时更新； 

0 分：无灾害及承灾体信息； 

A.2.2 城市空间抗震韧性等级按表 A.2判断。 

表 A.2 城市空间抗震韧性等级 

空间抗震韧性能力值 Rspace 

0≤Rspace＜3 3≤Rspace＜6 6≤Rspace＜8 8≤Rspace≤10 

低韧性 中等韧性 次高韧性 高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