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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新版《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

场所技术标准》的公告

新版《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技术标准》已经

三部门批准为河北省工程建设标准，编号为 DB13(J)/T 111—

2017，自 2018年 3月 1日起实施。原版《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

应急避难场所技术标准》DB13(J)/T 111—2010同时废止。

现予公告。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河北省地震局

2018年 1月 2日



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17年度省工程建

设标准和标准设计第二批制（修）订计划》（冀建工〔2017〕87

号）的要求，由河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河北省地震局组织河北

人防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在《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

避难场所技术标准》DB13(J)/T 111—2010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修订过程中，编制组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对修订内容

进行了反复讨论和研究，与相关标准相协调，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

建筑与结构；5.内部设备；6.应急标志。

此次修订的主要依据是《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场址及配套设施》

GB 21734、《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等相关标准，并借鉴

了《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GB 51143的部分内容。主要修订的

内容有以下几方面：（1）重新界定了人防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

场所的类别，并对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改；（2）重新界定了可兼

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人防工程范围；（3）对出入口设计和内部

设施配置重新进行了核定；（4）根据《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

急避难场所技术标准》DB13(J)/T 111—2010实施以来各方的反馈

意见和建议，对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

本标准由河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和河北省地震局负责具体内

容的解释，由河北省工程建设标准化管理办公室负责管理。本标

准执行过程中，请有关单位注意积累资料，总结经验，并将意见



和有关资料函告河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地址：石家庄市鹿泉区

山前大道 516号；邮政编码：050227；邮箱：srfgcc@163.com），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审查人员名单：

主编单位： 河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河北省地震局

参编单位： 河北人防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王建强 王永茂 刁建新 刘紫强 于 根

刘 瑾 王琴英 王 丽 王凤义 孙树鹏

李 铭 王喜斌 许晓艳 张 勤 郑浩波

王利欢 杨勇涛 张蓓蓓 董少英 高亦飞

高杰强 王如意

审查人员： 李山林 顾渭建 刘志辉 张彦清 赵明发

莘 亮 丛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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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国家和河北省防震减灾的有关要求，科学合理利用

人民防空工程资源，防御与减轻地震灾害，为居民提供地震应急

避难空间，快速有序地安置居民，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河北省行政区域内新建或改建的人民防空工

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设计。

1.0.3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设计应遵循“以人为

本、安全可靠、出入通畅、平灾结合、便于管理”的原则。

1.0.4 地震发生后，应对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进

行安全评估，评估合格后方可启用。

1.0.5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

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河北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2 术 语

2.0.1 地震应急 earthquake emergency response

破坏性地震发生前所做的各种防御和减轻灾害的准备，以及

破坏性地震发生后所采取的紧急抢险救灾行动。

2.0.2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earthquake emergency shelter

为应对地震等突发事件，经规划、建设，具有地震应急避难

生活服务设施，可供居民紧急疏散、临时生活的安全场所。

2.0.3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civil air defence

works as earthquake emergency shelter

在具备战时防护功能的同时，具有供居民地震紧急疏散、临

时生活功能的人民防空工程。

2.0.4 避难单元 shelter unit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中，具有独立避难功能

的空间。

2.0.5 避难场所出入口 emergency shelter entrance

满足疏散需要、保障进出安全的出入口。

2.0.6 应急标志 emergency sign

在避难场所内外设置的避难场所指示标志、人员疏导标志和

应急避难功能分区标志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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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位置、规模、战时、

平时及应急用途，应根据城市人防工程建设规划、地面建筑规划

及抗震防灾规划，综合考虑，统筹安排。

3.0.2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选址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应避开地震断裂带、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易发生地段；

2 应选择有毒气体储放地、易燃易爆物或放射性物质储放

地、高压输变电线路等设施对人身安全可能产生影响的范围之外。

3.0.3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应按Ⅲ类地震应急避

难场所设计，其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500m。

3.0.4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宜与周围地下空间连

通，暂不具备条件的，应预留连通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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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与结构

4.1 一般规定

4.1.1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建筑面积不宜小于

2000m2。

4.1.2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均使用面积可按

5m2～7m2取值。

4.1.3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结构设计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工程主体应为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

2 应按重点设防类建筑进行地震设防。

4.1.4 规模较大的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应划分避

难单元。每个避难单元的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4000m2。各避难单元

的应急避难设施应自成系统。

4.1.5 相邻避难单元间应用防火墙、防火卷帘分隔并相互通达，

连通口应设甲级防火门。

4.2 出入口

4.2.1 避难单元的避难场所出入口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个避难单元应设置不少于两个出入口，并应至少有一个

位于地面建筑倒塌范围之外，各出入口应设置成不同朝向。

2 位于地面建筑倒塌范围之外的出入口宽度不应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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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

4.2.2 地震作用下，地面建筑倒塌范围可按以下规定确定：

1 可倒塌建筑的倒塌影响宽度（W）可按下式计算：

W=K×H （4.2.2）

式中：W——倒塌影响宽度（m），即地面建筑外侧至瓦砾边缘

的距离；

K——宽度影响系数，可按表 4.2.2采用；

H——地面建筑高度，指室外地面至地面建筑檐口或女儿

墙顶部的高度。

2 不可倒塌建筑的倒塌范围可按防止坠落物安全距离确定，

防止坠落物安全距离可按不低于该地区抗震设防烈度对应的加速

度和速度评估确定，并不应小于 3m。

表 4.2.2 地面建筑倒塌或破坏宽度影响系数

建筑高度（m）

建筑类型
24 24~54 54~100 100~160 160~250

可倒塌

建筑

与建筑长轴平行 0.67 0.67~0.50 0.50 0.50~0.40 0.40~0.30

与建筑短轴平行 0.50 0.50~0.30 0.30~0.25 0.25~0.20 0.20~0.15

不可倒

塌建筑
按防止坠落物安全距离确定

4.2.3 每个避难单元出入口和通道总净宽应按避难人数计算，每

百人不应小于 0.75m。

4.2.4 战时出入口作为避难单元出入口使用时，其人员通过的防

护密闭门和密闭门应采用无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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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功能分区和附属房间

4.3.1 每个避难单元应具备指挥、生活、医疗、物资储备、通风、

供水、供电、排污等功能。

4.3.2 避难单元内应设指挥区，指挥区可结合广播、通信、监控

室统筹设置，建筑面积可按 8m2～12m2确定。

4.3.3 避难单元内应设生活区并进行分区。每个生活区不应超过

1000m2。相邻生活区之间应设人行通道，人行通道宽度不小于 2m。

4.3.4 避难单元内应设物资储备区，物资储备区建筑面积可按

35m2～70m2确定。

4.3.5 避难单元内应设医疗救护与卫生防疫点，医疗救护与卫生

防疫点建筑面积可按 15m2～20m2确定。

4.3.6 避难单元内应设饮水处，数量为每 250人一处。每个饮水

处的建筑面积可按 5m2～10m2确定。

4.3.7 人防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可设水冲厕所或在地面上

设移动式厕所，并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当在避难单元内设置厕所时，应为水冲厕所。厕所应设在

排风口附近，并宜单独设置局部排风设施。

2 当在地面上设移动式厕所时，移动式厕所应位于地面建筑

倒塌范围之外，地面建筑倒塌范围应符合本标准 4.2.2条的规定。

3 厕位数量不宜少于避难人数的 2%。分男女设置时，女厕

位数量不宜低于男厕位数量的 1.5倍；混合设置时，专用女厕位

不宜低于总厕位数量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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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可设垃圾储存间或在地面上设垃圾收集

点，并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当在避难单元内设置垃圾储存间时，垃圾储存间建筑面积

可按 5m2～10m2确定，并宜布置在排风口附近。

2 当在地面上设垃圾收集点时，垃圾收集点应位于地面建筑

倒塌范围之外，地面建筑倒塌范围应符合本标准 4.2.2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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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内部设备

5.1 一般规定

5.1.1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

计应符合《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981的规定。

5.2 通 风

5.2.1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宜充分利用自然条

件，合理组织自然通风。

5.2.2 当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采用机械通风时，

人员新风量按 10m3/(p·h)～15m3/(p·h)确定。

5.3 给水与排水

5.3.1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可采用供水管网、供

水车两种方式进行应急供水，并应设置饮用水、生活用水贮水池

（箱），为避难人员提供应急用水。

5.3.2 人员用水量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饮用水：3L/(人·天)；

2 生活用水：10L/(人·天)。

5.3.3 人员饮用水、生活用水的贮水时间不应少于 3天。

5.3.4 饮用水、生活用水贮水池（箱）的有效容积应根据避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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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数量、用水量标准及贮水时间计算确定。

5.3.5 饮用水、生活用水的水质，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5.3.6 避难单元内应设排水系统，排水系统可与平时或战时排水

系统合用。

5.4 电 气

5.4.1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照明、医疗、指挥

和柴油发电站配套设施电力负荷应为一级负荷，其他均为二级负

荷。

5.4.2 设置柴油发电站的人防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柴油

发电站应平时全部安装到位。

5.4.3 未设置柴油发电站的人防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应

预留引接可移动发电设备的固定回路，保障应急供电。

5.5 消 防

5.5.1 避难单元生活区内应按《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40的规定配置灭火器。

5.5.2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应设置区域报警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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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急标志

6.0.1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应按下列要求设置标

志：

1 避难场所周边主干道、路口应设置指示标志；

2 避难场所出入口应设置应急避难所标志；

3 避难场所内各功能区应设置功能分区或设施标志。

6.0.2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标志详见附录 A。

6.0.3 人民防空工程主要出入口应设置标有文字说明的地震应急

避难场所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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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标志

表 A 应急避难场所标志

编号 图 形 标 志 名 称 说 明

1-1

应急避难场所标志

（横式）

Sign of emergency
shelter

设置在人防

工程兼作地震

应急避难场所

入口处醒目位

置。

设置高度可

视具体情况确

定。

标志图案文

字按比例放大。

横、纵式标志

可根据实际情

况选择

1-2

应急避难场所标志

（纵式）

Sign of emergency
shelter

2-1

应急生活区

位置标志

Sign of emergency
living area

设置在人防

工程兼作地震

应急避难场所

内部相应设施

醒目位置。

设置高度可

视具体情况确

定。

标志图案文

字按比例放大

2-2

应急供电

位置标志

Sign of emergency
power supply

2-3

应急物资供应

位置标志

Sign of emergency
goods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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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A

编号 图 形 标 志 名 称 说 明

2-4

应急指挥

位置标志

Sign of emergency
command

2-5

应急厕所

位置标志

Sign of emergency
toilets

设置在人防

工程兼作地震

应急避难场所

内部相应设施

醒目位置。

设置高度可

视具体情况确

定。

标志图案文

字按比例放大

2-6

应急供水

位置标志

Sign of emergency
water supply

2-7

应急医疗救护位置

标志

Sign of emergency
medical treatment

2-8

应急灭火器

位置标志

Sign of emergency
fire extinguisher

2-9

应急出入口

位置标志

Sign of emergency
entrance



13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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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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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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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2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3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981



河北省工程建设标准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技术标准

DB13(J)/T 111—2017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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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说明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技术标准》DB13(J)/T

111—2017经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河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和河北省地震局于 2018年 1月 2日以 2018年第 1号公告发布。

为便于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

定，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

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但

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

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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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据统计，20世纪以来世界上发生的 7级以上强震中，约 10%

发生在我国境内。地震对于我国城市居民而言，是个潜在的巨大

威胁，减轻地震灾害是关系到我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国计民生

的重要任务。

经过数十年的建设，我省已建成的人民防空工程达数千万平

方米，分布于城市行政中心、商业区、居民生活区及各类开发区

等人员比较密集的区域，且省 90%以上的人防工程进行了开发利

用，内部设备设施基本完善，内部环境较好。

据资料显示，1976年唐山大地震，尽管当时的人防工程多为

早期工程，但遭受严重破坏的仅占 1.2%，中等破坏的约占 23%，

其余工程结构基本完好，没有一处工程发生垮塌，人防工程内的

人员无一伤亡。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成都市人防办对所辖

的 10区 5县 2市内的 400余项人防工程进行了普查。普查结果显

示，400项人防工程主体结构均未受损；内部设备除都江堰市境

内部分人防工程受损需修复后方能使用外，其余人防工程内部设

备无一受损。事实证明：作为人民防空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手段，

人民防空工程具有承载力大、整体性好、受地震作用力小、防倒

塌能力强的特点。根据专家对震害调查资料分析，在同一地震条

件下，跨度小于 5m的人防工程抗震能力要比地面建筑高 2个～3

个烈度等级；较大跨度的人防工程抗震能力至少要比地面建筑高

1个～2个烈度等级。



19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就是在满足防护功能的

前提下，具有供居民地震紧急疏散、临时生活的人民防空工程。

科学合理规划、设计的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对提

高城市整体抗灾水平、完善城市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1.0.2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本标准主要针对河北省行

政区域内新建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设计进行规

定。对已建人防工程进行改建和扩建情况并不多，且改建和扩建

会造成人防工程局部防化密闭达不到要求，所以本标准对改建和

扩建的情况不作要求。

1.0.4 本条依据《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场址和配套设施》GB 21734

—2008第 5.2.5条相关条文设置。评估的内容包括结构安全评估、

内部设施评估和消防评估，评估合格后方可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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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位置选择、规模、

战时、平时及应急用途必须符合城市人防工程建设规划及城市防

灾规划的要求。同时也应考虑平时为城市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的

需要及其环境条件、地区特点、建筑标准、平战转换、平灾转换

等问题综合确定。人防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战时、平时及

应急用途的确定，是关系到战备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能否

全面充分发挥的关键，必须认真对待。

3.0.2 本条依据《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场址及配套设施》GB 21734

—2008第 5.2节相关条文设定。

3.0.3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场址及配套设施》GB 21734中将地震

应急避难场所分为三类：Ⅰ类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具备综合设施配

置，可安置受助人员 30天以上；Ⅱ类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具备一般

设施配置，可安置受助人员 10～30天；Ⅲ类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具

备基本设施配置，可安置受助人员 10天以内。基本设施包括救灾

帐篷、简易活动房屋、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设施、应急供水设施、

应急供电设施、应急排污设施、应急厕所、应急垃圾储运设施、

应急通道、应急标志等。一般设施是在基本设施的基础上应增设

的配套设施，包括应急消防设施、应急物资储备设施、应急指挥

管理设施等。综合设施是在已有的基本设施、一般设施的基础上，

应增设的配套设施，包括应急停车场、应急停机坪、应急洗浴设

施、应急通风设施、应急功能介绍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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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订，将“Ⅱ类地震应急避难场所”改为了“Ⅲ类地震

应急避难场所”，原因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充分利用人防工程内

部资源，尽量降低因增加地震应急功能对人防工程平战功能的影

响；二是根据统计，人防工程的平时功能多以地下车库为主，综

合考虑人防工程的平时和战时内部设备配置、消防设施配置及内

部环境等因素，人防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作为Ⅲ类地震应

急避难场所更符合实际。故本次修订，将人防工程兼作应急避难

场所定为Ⅲ类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虽然Ⅲ类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可不设置应急消防设施，本次修

订过程中，编制组也充分考虑了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确存在发生

火灾的可能，标准中采取了以下防御和抵御火灾的措施：一是工

程使用前，应对工程进行评估；二是使用过程中，严格控制火灾

荷载密度，加强管理；三是通过提高人员使用面积，限制使用人

数；四是控制出入口最小宽度，提高消防疏散能力；五是根据实

际需要配置灭火器，提高火灾扑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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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与结构

4.1 一般规定

4.1.1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场址及配套设施》GB 21734—2008第

5.4条规定“场址有效面积宜大于 2000m2”。本条建议采用建筑

面积指标，与《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场址及配套设施》中指标一致。

4.1.2 本次修订，提高了人员使用面积，原因如下：一是地震发

生后，人们普遍对进驻建筑内尤其是地下建筑物充满了恐惧，增

加空间舒适度有助于缓解恐惧压抑的情绪；二是控制内部避难人

数，一旦发生火灾，便于人员快速疏散。

4.1.3 本次修订，对本条进行了两方面修改，一是取消了人防工

程抗力级别的限制；二是提高了抗震措施的要求，稍高于《地震

应急避难场所场址及配套设施》GB 21734—2008的要求，略低于

《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GB 51134—2015的要求。

根据专家对震害调查资料分析，在同一地震条件下，跨度小

于 5m 的人防工程抗震能力要比地面建筑高 2～3个烈度等级；较

大跨度的人防工程抗震能力至少要比地面建筑高 1～2个烈度等

级。故本次修订未对地震作用计算提出更高的要求。

4.1.4 根据有关规范规定，人民防空配套工程、人员掩蔽工程、

防空专业队工程防护单元最大建筑面积分别为 4000m2、2000m2、

1000m2。为便于管理，本条规定规模较大的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

震避难所应划分避难单元，每个避难单元最大建筑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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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m2。按此标准划分避难单元使得应急用途与战时功能能够充

分结合。

4.2 出入口

4.2.1 当城市遭受地震冲击后，地面建筑会遭到破坏，甚至会发

生倒塌，人防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出入口极易被堵塞。

因此，本条规定人防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应至少有一个出

入口要位于建筑物倒塌范围之外。

本次修订，通过控制人均使用面积减少了避难人数，相应将

位于倒塌范围之外的出入口数量由 2个改为 1个。

4.2.2 本条与《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GB 51134—2015中界定

的地面建筑倒塌基本范围一致，并进行了简化。不倒塌建筑指按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设计的建筑，其余

均为可倒塌建筑。

4.2.3 本条规定了人防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安全疏散出

口的最低要求。本条规定的房间疏散门、安全出入口、疏散通道

和疏散楼梯的各自宽度与《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一致。

4.2.4 设无槛门的目的是便于人员出入和应急疏散。

4.3 功能分区和附属房间

4.3.1 本条规定了人防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内部所具备的

功能，与《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场址及配套设施》GB 21734中所规

定的一般设施基本一致。其中通风、供电、排污等功能可以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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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和战时用途结合设置。

4.3.2 可利用防化通信值班室兼作指挥区，其面积指标与《人民

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 50038的规定一致。

4.3.3 与《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场址及配套设施》GB 21734—2008

第 7.3条一致。

4.3.4 参照人防物资库计算方法确定。每个避难单元受救助人数

600人，每人 3天需要生活物资（包括粮、油、盐、副食、医药

和其他必需品）所占建筑面积按 0.05m2计算，则每个掩蔽单元需

要物资储备区 18m2，本标准取 15m2～30m2。避难单元面积为

2000m2时取小值，避难单元面积为 4000m2时取大值，避难单元

面积在两者区间时按内插确定。

4.3.5 参照有关人防工程医务室面积确定。

4.3.6 与《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场址及配套设施》GB 21734—2008

第 6.1.3条一致。

4.3.7 考虑到当地震灾害发生时，断水断电的可能性较大，且水

冲厕所散发的味道，会给避难场所的内部环境带来影响，故本次

修订增加了在工程外部设移动式厕所的选项。移动式厕所应设置

在地面建筑倒塌范围之外，地面建筑倒塌范围见本标准第 4.2.2

条。



25

5 内部设备

5.1 一般规定

5.1.1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内容包括地震作用计算和建筑机电

设备支架、连接件或锚固件的截面承载力抗震验算，同时也包括

相应的抗震措施，但不包括设备自身的抗震设计。

5.2 通 风

5.2.1 自然通风是利用风压和热压的作用，不用通风设备和动力，

使空气在避难场所内有组织地流动，以达到通风换气的目的。与

战时功能相比，避难场所在灾时和平时不需对门及采光窗等进行

封堵，有充足的条件进行自然通风。

自然通风的基本条件是：工程内部必须有压力差存在。这就

要求在进行设计时，充分利用地下高差和建筑物的高差；利用地

面建筑的阴面和阳面造成的温差；利用地面建筑造成的巷道缝的

特点；以及不同季节造成的常风向和温差等有利条件，充分利用

各种有利条件，尽可能使风压和热压所形成的自然通风的气流方

向一致，以增加自然通风的风量。

自然通风的动力较小，所以利用自然通风的避难场所，其平

面布局应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简单，以便在进行自然

通风时能达到风路阻力最小；气流无死角和不短路，自然通风量

尽可能大。自然通风一般冬季使用较多。冬季自然通风的气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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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是低进口高出口，所以，排风房间应设置在高出口和冬季常风

向的下风方向。利用工程内外温差进行自然通风时，应尽量将进

风口布置在阴面。

自然通风的气流组织，应避免自然通风的进、排风口朝向一

致。

5.2.2 本条参照一等人员掩蔽部战时新风量标准制定，设计时，

新风量标准宜采用大值。

5.3 给水与排水

5.3.1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场址及配套设施》GB 21734—2008第

6.1.3条规定“可选择设置供水管网，供水车、蓄水池、水井、机

井等两种以上供水设施”。本标准以供水管网和供水车为应急供

水设施。

5.3.2～5.3.4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人员用水量标

准参照《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GB 50225和《人民防空地下室

设计规范》GB 50038制定。

5.4 电 气

5.4 .1 本条规定与《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场址及配套设施》

GB 21734—2008第 6.1.4条一致。

5.4.2 当应急避难场所建筑面积大于 5000m2时，其柴油发电站可

与人防工程内部发电站合用。柴油发电站容量按战时和应急避难

时的较大值取用。考虑到灾后发电机组不能在第一时间到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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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柴油发电机组应在平时安装到位。

5.4.3 当应急避难场所建筑面积小于 5000m2时，可考虑用移动发

电设备来解决，移动发电设备一般位于工程外。

5.5 消 防

5.5.1 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应当按《建筑灭火器

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的规定配置灭火器。

5.5.2 平时工况下设有消防报警系统的人民防空工程兼作地震应

急避难场所，应将平时设置的报警系统设置为区域警报控制系统，

并接至集中火灾报警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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