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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 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8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

北京交通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石先武，杨赛霓，宋美杰，国志兴，李尚鲁，汪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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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制作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制作的一般要求、基本步骤和成果形式。 

本文件适用于开展风暴潮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工作中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的制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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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7839 警戒潮位核定规范 

GB/T 20257.2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2部分：1:5 000、1:10 000 地形图图式 

HY/T 0273 海洋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技术导则 第1部分：风暴潮 

3 术语和定义 

HY/T 0273和MZ/T 05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风暴潮灾害 disaster of storm surge  

风暴潮、天文潮和海浪等因素相互叠加作用引起的沿岸涨水造成的灾害统称。 

[来源：HY/T 0273—2019，3.4] 

3.2 

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 disaster of storm surge evacuation map 

标识有风暴潮灾害应对期间人员应急撤离路线的图件。 

3.3 

避灾点 emergency shelter 

为遭受自然灾害威胁或其他突发公共事件影响的人员提供应急庇护和基本生活保障的

场所。 

[来源：MZ/T 052-2014，3.1] 

4 一般要求 

4.1  

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应运用简明、清晰、协调的图式方法揭示专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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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制作成果应包括技术报告和要素图件。应急疏散图中疏散路线应

贴合沿海地区的实际需求，在符合科学性的基础上简单方便可用。 

5 资料收集 

5.1 基础地理信息 

区域内水系（入海河流到5级，包括重要河道、沟渠）、居民点（省会城市、直辖市、

地级市、县、乡镇、村）、交通（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道、机场）、境界线（国

界、省界、县界、乡界、村界）、管线以及数字高程等要素。 

5.2 警戒潮位 

应收集评估区域的警戒潮位值，警戒潮位值的核定应符合GB/T 17839的要求。 

5.3 避灾点 

区域内避灾点分布，包括避灾点位置、类型、规模、可容纳居民人数等。 

5.4 风暴潮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成果 

开展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的区域应按照HY/T 0273的要求完成风暴潮灾害风险评估和区

划工作，收集区域内县尺度风暴潮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成果，包括划定区域不同等级和可能

最大风暴潮灾害淹没范围及水深分布。 

5.5风暴潮历史灾情资料 

风暴潮灾害历史资料包括伤亡人口、受灾人口、转移安置人口、经济损失、倒塌房屋、

损坏房屋、沿海防护设施损毁情况、漫滩范围、淹没水深等。 

6 制作步骤 

6.1 应急疏散需求分析 

基于风暴潮淹没范围及水深评估结果，考虑受风暴潮影响区域内人口、居民点、不同等

级道路分布，确定需要疏散的地区和可安全通达的道路，评估需要疏散的人口分布。 

6.2 避灾点适用性评价 

结合不同等级风暴潮可能引发的淹没范围和水深，提出避灾点选取原则及方案，确定可

用的避灾点数量以及容量，对避灾点进行适用性评估，提出是否需要增加、扩建避灾点等的

对策建议。 

6.3 避灾点选择 

考虑避灾点的位置分布、交通可达性、疏散成本等，确定每一个需要疏散的居民点对应

的避灾点。 

6.4 疏散路径规划 

基于疏散需求分析和避灾点选择结果，结合不同等级道路，选择合适交通方式，确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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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疏散的最短时间、最近距离等最优原则，推荐具有可行性的疏散路径。 

6.5 疏散图初步编制 

应急疏散图的制作应避繁就简，以实用性为主，能满足风暴潮灾害期间紧急疏散需求即

可。依据表达的信息量、比例尺、用图者偏好等因素，突出交通道路、避灾点位置和高程等

关键信息，制作风暴潮居民疏散图件或图册。 

6.6 现场踏勘验证及修编 

结合推荐的应急疏散路线，应对区域实地进行现场实地勘察，合理判断疏散路线的可行

性和实用性，必要时对应急疏散图进行修正。 

7 制图要求 

7.1 地理底图 

地理底图要素包括居民地、行政区界线、交通、水系、地形等，地理底图要素符号应符

合 GB/T 20257.2 的要求。 

7.2 地图投影与坐标系 

风暴潮应急疏散成果图件地图投影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和 CGCS2000 坐标系。 

7.3 地图比例尺 

风暴潮应急疏散图一般以受风暴潮灾害影响的乡镇为制图区域，比例尺不宜低于

1:10000，具体的成图比例尺可根据表达区域与图幅的大小予以确定。 

7.4 图幅大小与图面整饰 

图幅根据实际需要可采用 A0、A1、A2、A3、A4 幅面。A4 幅面的图面整饰样图见图 1，

其他幅面的排版方向、字号大小、线划粗细可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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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竖幅 

 

b) 横幅 

标引序号说明： 

1—编号； 

2—地图投影； 

3—比例尺； 

4—编制单位； 

5—日期。 

图 1 图面整饰样图 

 

7.5 符号设计 

符号设计主要针对避灾点、应急疏散路径、重要承灾体等信息，采用简明清晰的符号突

出应急疏散图的专题信息。符号的类型、样式及大小见表 1，可根据图幅大小适当调整。 

 

 

表 1 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符号设计 

符号类型 符号 备注 

应急疏散路径  
颜色：C60 Y100 

宽度：4mm 

避灾点 
 

颜色：C60 Y100 

尺寸：6mm×6mm 

物资储备库 
 

颜色：M100 Y100 

尺寸：6mm×6mm 

学校 
 

颜色：C100Y100 

尺寸：6mm×6mm 

医院 
 

颜色：M100Y100 

尺寸：6mm×6mm 

注：本表中颜色采用 CMYK 色系，CMYK 分别代表青色、品红色、黄色和黑色。 

 

H:4.0

H: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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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成果形式 

8.1 技术报告 

技术报告应全面、系统地反映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制作的过程，技术报告采用条文形

式表达，文字表达应规范、准确、简明扼要，文本编写格式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 

8.2 疏散图件 

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成果图件应包括基础地理信息要素、疏散图专题要素和必要的整饰

内容，具体内容包括： 

a）基础地理要素，包括岸线、等深线、铁路、主要公路、河流、水库等； 

b）疏散图专题要素，包括避灾点、居民点、避灾路线等； 

c）必要的整饰内容，包括图廓、图名、比例尺、坐标高程系、资料来源、制作时间、 

   制作单位落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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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制作技术报告文本格式要求 

A.1 封面 

封面书写内容应包括： 

——XXX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制作技术报告； 

——委托单位名称； 

——承担单位名称（盖章）； 

——报告编制日期。 

A.2 封二 

封二书写内容应包括： 

——承担单位负责人； 

——任务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 

——报告编写人员； 

——主要参与人员； 

——审核人员。 

A.3 目录 

报告应有目录页，置于前言之前。 

A.4 前言 

前言包括任务来源、任务工作背景、任务工作内容和主要成果简介等。 

A.5 正文 

报告正文编写内容大纲如下： 

——第 1章“区域概况”，内容包括自然环境概述、区域社会经济概况及发展规划、历

史风暴潮灾害概况等； 

——第 2 章“资料收集整理”，内容包括对划定区域风暴潮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成果、

避灾点、基础地理信息、风暴潮历史灾情资料等进行描述； 

——第 3章“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需求分析”，内容包括居民点的疏散需求分析、避灾

点和交通路网的适用性评价等； 

——第 4 章“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路线制定”，内容包括对风暴潮灾害避灾点的选择、

疏散路径的规划以及现场实地踏勘情况等。 

——第 5章“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成果”，内容包括风暴潮灾害应急疏散图的制图流程、

疏散方案说明、图件成果展示等。 

A.6 封底 

印刷版报告宜有封底。封底可放置任务承担单位的名称和地址或其他相关信息，也可为

空白页。 

A.7 文本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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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本外形尺寸为 A4（210mm×29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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