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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加强人民防空设施建设和管理，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规制订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的人民防空设施规划、设计、施工、管理

全过程。 

1.0.3 人民防空设施建设必须贯彻“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的方针，

坚持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与城市建设相结合的原则。 

1.0.4 人民防空设施应适应信息化战争的需要，满足战时人民防空行动要求，为

履行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提供保障。 

1.0.5 编制人民防空设施建设规划、计划，制订人民防空设施设计标准，编制、

审查人民防空设施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工程技术设计文件必须符合本规范。 

1.0.6 本规范未明确规定的内容，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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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规定 

2.0.1 县级以上（含）城市应编制城市人民防空专项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并将人民防空设施建设要求纳入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 

2.0.2 城市重点目标应编制防护规划或防护方案。 

2.0.3 人民防空规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城市规模、城市总体规划和国家确定的城市防护类别，以及城市

重要政治、经济、军事目标分布情况，确定各类人民防空设施的规模、布局和

防护等级。 

2 依据城市总体规划，统筹规划建设城市防空片区各类人民防空设施，形

成独立的人民防空防护体系。 

3 规划的人民防空设施必须按要求预留项目及其附属建筑的城市建设用

地。 

4 各类人民防空设施应合理配套。 

2.0.4 各类人民防空设施的功能、防护等级、规模、布局应纳入城市控制性详细

规划。 

2.0.5 人民防空工程防护应符合下列原则与要求： 

1 人民防空工程选址、定位应充分利用地形、地貌进行防护。 

2 人民防空工程防护单元应自成体系。 

3 人民防空工程应能抵御预定核武器、常规武器和生化武器作用，主体结

构应满足设计抗力和整体防护密闭要求。 

2.0.6 人民防空警报器应以警报音响覆盖全市域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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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民防空工程 

3.0.1 城市人民防空工程需求总量应满足城市人口战时掩蔽和保证城市战时正常

运转的需要。 

3.0.2 医疗救护工程分为中心医院，急救医院，救护站。医疗救护工程中心医院

每 100 万人，不少于 1 个；急救医院每 50 万人，不少于 1 个；救护站每 10 万

人，不少于 1 个。 

3.0.3 防空专业队工程分为队员掩蔽部和装备掩蔽部。防空专业队工程按照城市

战时专业队编成配置。 

3.0.4 人员掩蔽工程分为一等、二等。人员掩蔽工程应按每人 1.0m2 掩蔽面积配

置。 

3.0.5 配套工程主要包括：区域电站、区域供水站、人民防空物资库、食品站、

生产车间、人民防空交通干（支）道、警报站、核生化监测中心等。每个城市应

至少建设 1 个核生化检测中心，区域供水站超大、特大城市不少于 3 个，大城市

不少于 2 个，其他城市不少于 1 个确定。人民防空物资库的规模和容量，应按战

时城市人口 3 个月的物资需求量确定，其他配套工程的规模应根据实际需要和有

关规定确定。 

3.0.6 掘开式中心医院有效面积不小于 2500 m2（含电站），急救医院有效面积不

小于 1700 m2（含电站），救护站有效面积不小于 900 m2（不含电站），当为

坑、地道式时有效面积增加 30%。 

3.0.7 防空专业队工程规模应根据掩蔽人员和车辆数，按下列标准确定： 

1 队员掩蔽面积按 3.0 m2/人； 

2 车辆掩蔽面积：小型车不小于 30 m2/台，中型车不小于 50 m2/台。 

3.0.8 医疗救护工程应根据战时城市人口的分布情况合理布局，中心医院、急救

医院应结合城市地面医院建设，并应避开城市重点目标。 

3.0.9 防空专业队工程应按其保障的目标和区域进行配置。 

3.0.10 人员掩蔽工程的布局应与战时城市人口的分布保持一致，其出入口与所保

障对象的距离应在 200m 以内。 

3.0.11 配套工程布局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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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防空物资库应设置在交通便利地区，所存放物品应与人员掩蔽工程相

配套。 

2 地下生产车间应设置在平时生产类似产品的工厂内或附近地区。 

3 人民防空警报站应根据地形条件和居民分布，按照警报音响覆盖半径设置，

并应选择在具备电源保障能力，利于警报音响传播的广场、绿地和建筑物顶部。 

4 核生化监测中心应设在平时担负环境监测任务或有化验条件的单位内或

附近地区。 

5 其它配套工程应按城市总体防护要求和防空区、片的需要合理设置。 

3.0.12 各类人民防空工程应与易燃、易爆物品车间或仓库的距离不应小于 50m，

与贮存大量有毒液体、有重毒气体的贮藏或仓库的距离不应小于 100m。 

3.0.13 掘开式人民防空工程防护单元建筑面积，应按表 3.0.13 确定。 

表 3.0.13 防护单元建筑面积 

工程类型 
医疗救护工程

（m2） 

防空专业队工程 

（m2） 
人员掩蔽工程

（m2） 

配套工程 

（m2） 
人员 车辆 

防护单元 ≤4500 ≤1000 ≤4000 ≤2000 ≤4000 

3.0.14 人民防空工程出入口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各类人民防空工程战时使用的出入口每个防护单元不应少于两个出入口

（不包括竖井式出入口、防护单元之间的连通口），其中至少有一个室外出入口

（竖井式除外）。战时主要出入口应设在室外出入口。 

2 直通地面出入口应设置在地面建筑倒塌范围以外，当条件限制不能设置

在倒塌范围以外时，口部应有防倒塌堵塞措施。 

3.0.15 甲类人民防空工程结构应能承受常规武器爆炸动荷载和核武器爆炸动荷

载的分别作用，乙类人民防空工程结构应能承受常规武器爆炸动荷载的作用。

对常规武器爆炸动荷载和核武器爆炸动荷载，设计时均按一次作用。 

3.0.16 武器爆炸冲击波作用下人民防空工程各部位抗力应匹配，并具备满足各

种杀伤破坏效应的防护。 

3.0.17 人民防空工程电站抗力应与主体工程相一致，区域电站的抗力应与其保

障范围内工程最高抗力相一致。 

3.0.18 人员掩蔽工程、防空专业队队员掩蔽工程、医疗救护工程以及核生化监

测中心、生产车间、食品站、电站控制室、区域供水站等战时应设置清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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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毒式和隔绝式三种通风方式，物资库战时应设置清洁式和隔绝式两种通风方

式。 

3.0.19 人民防空工程平时和战时清洁式通风量应保障空气品质，满足人员健康

需求；滤毒式通风量和隔绝时的空气环境参数应保证人员的生存需要。 

3.0.20 人民防空工程清洁区必须设置战时储水设施。 

3.0.21 人民防空工程战时供水量应满足人员生活用水、饮用水、洗消用水、口

部洗消用水，以及柴油电站冷却用水需要。 

3.0.22 人民防空工程内生活用水和饮用水水质应达到相应标准。 

3.0.23 人民防空工程内战时生活污水集水池的有效容量必须满足隔绝防护时间

内储存的 1.25 倍全部污水量要求。 

3.0.24 人民防空工程内接入电力系统电源容量，应同时满足平时和战时用电需

要。 

3.0.25 中心医院、急救医院及建筑面积 5000m2（含）以上的防空专业队工程、

人员掩蔽工程和配套工程等应设置内部电站，其电站容量应满足本工程战时

一、二级电力负荷的需要，并作为区域电站，以满足在低压供电范围内邻近人

民防空工程战时一、二级负荷的需要。 

3.0.26 人员掩蔽工程内应具备音响警报接收能力和应急通信手段。防空专业队

工程、医疗救护工程应具备与所在地人民防空指挥机关相互联络的基本通信和

应急通信手段。 

3.0.27 医疗救护工程、防空专业队队员掩蔽部、一等人员掩蔽部、核生化监测

中心、食品站、供水站、生产车间主要出入口应设置 2 个防毒通道；二等人员

掩蔽部主要出入口应设置 1 个防毒通道。家庭掩蔽部和车辆、装备掩蔽部等出

入口应设 1 道防护密闭门。 

3.0.28 医疗救护工程、防空专业队队员掩蔽部、一等人员掩蔽部、核生化监测

中心、食品站和生产车间战时主要出入口应设置洗消间、口部冲洗设备和洗消

槽；二等人员掩蔽部战时主要出入口应设简易洗消间和口部冲洗装置。 

3.0.29 战时使用的出入口、通风口的防护设施，以及防爆波防毒地漏、防爆波

清扫口、防爆波按钮盒、防爆波接线盖板、给水引入管和排水出户管等不得实

施预留设计和二次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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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0 任何转换不得使用现浇混凝土。 

3.0.31 人民防空工程直接对外的出入口、通风口、采光天窗等不得采用预制构

件进行临战封堵。 

3.0.32 人民防空工程染毒区与清洁区之间应设置整体浇筑的钢筋混凝土密闭隔

墙，其厚度不应小于 200mm；当密闭隔墙上有管道穿过时，应采取密闭措施；

在密闭隔墙上开设门洞时，应设置密闭门。 

3.0.33 单建式人民防空工程和上部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甲类防空地下室，

其顶板底面不得高出室外地平面。 

3.0.34 出入口人民防空门应按照由外到内的顺序，设置防护密闭门（防护门）、

密闭门；防护密闭门（防护门）应向外开启。 

3.0.35 电梯间必须设置在防护密闭区以外。 

3.0.36 柴油电站的贮油间应设置向外开启的防火门，严禁柴油机排烟管、通风

管、电线、电缆等穿过贮油间。 

3.0.37 甲类人民防空工程结构应分别按下列第 1、2、3 款规定的荷载（效应）

组合进行设计，乙类人民防空工程结构应分别按下列第 1、2 款规定的荷载（效

应）组合进行设计，并应取各自最不利的效应组合作为设计依据。 

1 平时使用状态的结构设计荷载； 

2 战时常规武器爆炸等效静荷载与静荷载同时作用； 

3 战时核武器爆炸等效静荷载与静荷载同时作用。 

3.0.38 人民防空工程防毒通道和密闭通道内第一道防护密闭门的开启范围内的

通道、防护设备门框墙应整体浇筑。 

3.0.39 每个防护单元均应设置独立进、排风系统和给、排水系统，设置人员生

活用水、饮用水贮水池（箱）。贮水池（箱）的有效容积应根据人民防空工程战

时的掩蔽人员数量、战时用水量标准及贮水时间计算确定。 

3.0.40 人民防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国家相关质量验收规范规定。 

3.0.41 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设备安装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要求。 

3.0.42 当管道穿过工程外墙（板）、临空墙、防护密闭隔墙、密闭隔墙时，应采

取可靠防护密闭措施。 

3.0.43 防护功能平战转换预埋件的材质、规格、型号、位置等必须安装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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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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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民防空疏散设施 

4.0.1 人民防空疏散设施包括疏散基地和疏散地域，其应按满足战时城市人口疏

散要求设置，人民防空疏散基地超大、特大型城市不少于 2 个，其他城市不少

于 1 个，人民防空疏散地域范围根据城市疏散人口规模确定。 

4.0.2 疏散基地规模，应按表 4.0.2 确定。 

表 4.0.2 疏散基地规模 

级别 容纳人数（人） 
人均用地面积（m2/

人） 
灾时利用 

特大型 ＞10000 3.5～5 
应急避难场所 

大型 5000～10000 3～3.5 

中型 2000～5000 2.5～3 
 

小型 ＜2000 2～2.5 

4.0.3 人民防空疏散地域设置在城市郊区或与城市邻近的郊县，能满足城市疏散

人口基本生活要求。 

4.0.4 人民防空疏散基地应选择在主要疏散方向上，且交通便利，便于集结和掩

蔽的区域。 

4.0.5 人民防空疏散干道应结合城市轨道交通、快速路和主次干道设置，并应满

足战时人口、物资疏散转移的需要。 

4.0.6 人民防空疏散基地内应引接城市自来水和自备水源井，满足人员生活、饮

用和消防用水需要。 

4.0.7 人民防空疏散基地内应引接城市电源满足疏散基地的需要，并设置应急电

源满足疏散指挥通信、供水、应急照明的需要。 

4.0.8 地面疏散干道宽度应满足其两侧建筑物倒塌后仍能保证车辆畅通的要求。 

4.0.9 人民防空疏散地域应设置物资储备库、指挥通信设施。 

4.0.10 人民防空疏散基地应设置临时指挥场所及必要的通信设置、疏散人员休

息和聚集场所、停车场、道路、物资储库等设施。 

4.0.11 人民防空疏散基地内的停车设施、水、电等平时就应引接到位，应急电

源、生活设施可临战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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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城市重要经济目标防护设施 

5.0.1 各类重要经济目标应按战时岗位工作人员数量设置一等人员掩蔽部。 

5.0.2 各类重要经济目标应按应急救援需要设置防空专业队工程。 

5.0.3 按重要经济目标防护规划（方案）的要求，对关键节点采取防护措施。 

5.0.4 新建重要经济目标应远离城市中心区和人口密集区，与使用、储存易燃、

易爆和有剧毒物品的设施保持 100m 以上的距离。 

5.0.5 城市已建易产生次生灾害的重要经济目标应结合城市更新改造，搬离城市

中心区和人口密集区。 

5.0.6 城市重要经济目标关键部位应采取合理布局，备份、转入地下、结构加

固、引偏诱爆、伪装等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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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兼顾防空功能的城市地下空间 

6.0.1 城市轨道交通应兼顾人民防空要求，其核武器、常规武器抗力级别均不低

于 6 级。 

6.0.2 城市其他地下空间兼顾人民防空要求时，其核武器、常规武器抗力级别均

不低于 6 级。 

6.0.3 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干线综合管廊应落实防护要求，其核武

器、常规武器抗力级别均不低于 6级。 

6.0.4 城市轨道交通兼顾人民防空要求按一个车站与一个相邻区间为一个防护单

元设防。 

6.0.5 城市轨道交通兼顾人民防空要求的出入口应设 1 道防护密闭门和 1 道密闭

门，每个区间隧道应设区间隔断门。 

6.0.6 暴露于地面的地下综合管廊各类口部，在战时应增设临时性防护设施。 

6.0.7 城市轨道交通兼顾人民防空要求的战时使用的出入口、通风口的防护设备

和区间隔断门应一次安装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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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单位、起草人员 

（一）起草单位 

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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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二）起草人员 

陈志龙、张平、郭东军、许继恒、颜海春、谢金容、丁志斌、方志刚、耿

世彬、李薇、郭海林、杨庆恒、刘宏、袁学新；范益群、倪冰、乔英娟、

游克思；周祥茵、汪浩、张瑞龙； 

二、术语 

1 人民防空设施 

本规范主要指人民防空工程、人民防空疏散设施、城市重要经济目标防护设

施、兼顾防空功能的城市地下空间等。 

2 人民防空工程 

为保障人民防空指挥、通信、掩蔽等需要而建造的防护建筑。人民防空工程

分为单建掘开式工程、坑道工程、地道工程和防空地下室。 

3 医疗救护工程 

战时对伤员独立进行早期救治工作的人民防空工程（包括防空地下室）。按照

医疗分级和任务的不同，医疗救护工程可分为中心医院、急救医院、救护站等。 

4 防空专业队工程 

保障防空专业队掩蔽和执行某些勤务的人民防空工程（包括防空地下室），一

般称防空专业队掩蔽所。一个完整的防空专业队掩蔽所一般包括专业队队员掩蔽

部和专业队装备（车辆）掩蔽部两个部分。但在目前的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中，也

可以将两个部分分开单独修建。 

防空专业队系指按专业组成的担负人民防空勤务的组织，其中包括抢险抢修、

医疗救护、消防、防化防疫、通信、运输、治安等专业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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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员掩蔽工程 

主要用于保障人员掩蔽的人民防空工程（包括防空地下室）。按照战时掩蔽

人员的作用，人员掩蔽工程共分为两等：一等人员掩蔽所，指供战时坚持工作的

政府机关、城市生活重要保障部门（电信、供电、供气、供水、食品等）、重要

厂矿企业和其它战时有人员进出要求的人员掩蔽工程；二等人员掩蔽所，指战时

留城的普通居民掩蔽所。 

6 配套工程 

战时的保障性人民防空工程（即指挥工程、医疗救护工程、防空专业队工程

和人员掩蔽工程以外的人民防空工程总合），主要包括区域电站、区域供水站、

人民防空物资库、人民防空汽车库、食品站、生产车间、人民防空交通干（支）

道、警报站、核生化监测中心等工程。 

7 人民防空疏散设施 

供战时（灾时）人员疏散的设施，包括人民防空疏散场所和疏散通道。人民

防空疏散场所包括疏散基地、疏散点等。 

8 疏散基地 

具有相应的配套设施和保障能力的疏散场所。通常是指由政府、机关、企事

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投资建设的，供本地区、本单位人员疏散的场所。 

9 疏散点 

担负接收安置临时疏散（避灾）人口任务，就地就近疏散人员的场所。 

10 疏散通道 

城市疏散人员向外部疏散的通道，主要包括地面疏散通道、地下疏散通道、

水上疏散通道。 

11 兼顾防空功能的城市地下空间 

在城市建设项目中，依法履行修建人民防空工程之外的，以平时功能为主，

通过适当增加战时功能的设计和平战转换措施，满足战时或临战时人民防空要求

的地下建筑。分为单建式兼顾人民防空工程和附建式兼顾人民防空工程。 

三、条文说明 

1 总则 

1.0.1  本条说明了本标准编制的目的。为了适应城市人民防空设施建设发展需要，提

高城市人民防空工程项目决策、建设、运营和管理水平，合理控制建设和投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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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人民防空设施的可持续发展，特制定本规范。 

1.0.4  本条为合规性判定。 

1.0.5 本条说明了本规范与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关系。 

3 人民防空工程 

3.0.4 根据相关规定，人员掩蔽工程按所掩蔽人员战时的作用分为二等；一等为

战时坚持工作的政府机关、城市生活重要保障部门（电信、供电、供气、供水、

食品等）、重要厂矿企业和其它战时有人员进出要求的人员掩蔽工程；二等主要

为战时留城的普通居民掩蔽工程。人员掩蔽工程规模按 1m2/人掩蔽面积确定。 

3.0.10 人员掩蔽工程应与住宅建筑和城市公共建筑布局基本一致，其主要形式

是防空地下室，建设重点是人口密集区。其出入口距所掩蔽人员的地面工作区

或生活区的距离不宜大于 200m，其分布密度应与该区域城市居民的分布密度相

一致。 

3.0.13 不同功能的人民防空工程在划分防护单元时区别对待，对相对重要、抗

力较高的医疗救护工程、防空专业队工程等，防护单元的面积相对较小，而对

只存放物资的工程，其防护单元面积较大。 

4 人民防空疏散设施 

4.0.1 人民防空疏散设施是指供战时（灾时）人口疏散的场地、构筑物等，包括

疏散地域和疏散基地等。疏散地域是指由人民防空预案确定的，范围较大、交

通便捷、市政设施配套齐全、供给充足，经疏散人口所在地和接收安置地的双

方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认可的，用于战时安置疏散（避灾）人口的区域；疏散

基地是指由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投资建设的，战时组织人民

防空或灾时处置公共突发事件时，安置疏散（避灾）人口的场所。疏散地域一

般在城市人民防空方案中予以明确。 

4.0.2 疏散基地根据其容纳人数和配置基本要求，分为大型、较大型、中型和小

型四级，其中特大型疏散基地用地指标为 3.5～5 m2/人，容纳人数不小于 10000

人；大型疏散基地用地指标为 3～3.5 m2/人，容纳人数 5000～10000 人；中型

疏散基地用地指标为 2.5～3 m2/人，容纳人数不小于 2000～5000 人；小型疏散

基地用地指标为 2～2.5 m2/人，容纳人数不大于 2000 人。 

6 兼顾防空功能的城市地下空间 

6.0.1 轨道交通工程主要设置在地下，其自身具有一定抗核武器、航弹、生化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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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能力，明确其抗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级别均不低于 6 级。 

6.0.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的规定“城市的地下交通干线以及其

他地下工程的建设，应当兼顾人民防空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

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越来越大，特别是近年来许多城市

开始地下轨道交通建设，若通过城市基础设施适当兼顾人民防空的要求，就可

大大增加人民防空工程的数量，大大提高城市总体防护能力。城市其他地下空

间兼顾人民防空要求核武器、常规武器掘开式抗力均不低于 6 级。 

6.0.3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兼顾人民防空后，其战时是为了保护城市生命线系统的

安全，考虑到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处于城市生命线系统的末端，超大城市、特大

城市、大城市的干线综合管廊应落实防护要求，其核武器、常规武器抗力级别

均不低于 6 级。 

6.0.4 根据《轨道交通工程人民防空设计规范》（RFJ02-2009）的规定，防护单

元的划分应符合一个车站与一个相邻区间宜为一个防护单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