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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各地相继进入汛期，特别是

我区亦属于山区多雨地带。为切实做好汛

期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和处置自然灾

害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现简要介绍汛期

相关知识。

汛期防室外突变天气
5月份后雷雨天气逐渐增多，汛期安全

和防雷击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

一、外出时如何避免遭受雷击
雷电是常见的自然现象，它实质上是

天空中雷暴云中的火花放电，放电时产生

的光是闪电，闪电使空气受热迅速膨胀而

发出的巨大声响是雷声，雷雨天容易遭受

雷击，致人受伤甚至死亡。避免雷击应当

做到：

1.在外出时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

避，不要在空旷的田野上停留。

2.雷电交加时，如果在空旷的野外无处

躲避，应该尽量寻找低处藏身，或者立即下

蹲，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降

低身体的高度。如果手中有导电的物体，

如（金属雨伞），要迅速抛到远处，千万不能

拿着这些物品在旷野中奔跑，否则会成为

雷击的目标。

3.特别要小心的是遇到雷电时，一定不

能到高耸的物体（如旗杆、大树、烟囱、电

杆）下站立，这些地方最容易遭遇雷击危

险。

二、天降暴雨、冰雹怎样保护自己
暴雨、冰雹比较常见，虽然不一定会形

成灾害，但也应注意保护自己：

1.暴雨天，最好不要外出。如正好处在

空旷的室外，不要进入没有防雷设施的孤

立棚舍或岗亭躲雨，可迅速躲入有金属顶

的各种车辆内或附近建筑物内。如果一时

无处躲雨，应尽快找一处低洼又不积水的

地方，双脚并拢，尽量下蹲，降低高度。

2.下冰雹时，应在室内躲避，如在室外，

应用雨具或其他代用品保护头部，并尽快

转移到室内，避免砸伤。

雨中安全防御
一、行车安全防御
遇有暴雨，尽量避免行车或选择地势

较高处停车避险；暴雨中行车，应低速档缓

慢行驶，及时打开雨刮器、警示灯、防雾灯；

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遇有前方积水或

交通管制路段，应绕行其他道路；保持足够

的安全距离，变道时多观察，注意路面积水

及井盖、井盖是否移位或缺失；切忌冒险涉

水，水深未知路段应下车探察或绕行，不可

盲目强行通过；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服从指

挥，避让运送抢险、救灾物资车辆和抢险、

指挥车辆；骑自行车注意观察，缓慢骑行，

遇见情况早下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

避免水下障碍物或坑陷。

二、行车遇险自救
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深超过排

气管，应低档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

门，保持行车速度，过水后，要留意制动性

能是否有效；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

动发动机，设法将车推到安全地带，避免影

响其他车辆通行，第一时间报警求助；车辆

掉入深水区域，切勿打开窗子或试图打开

车门，请努力呼吸，找好准备逃生的门把

手，等待水慢慢涌进车里，在水将要漫到车

顶的时候，深吸一口气，然后屏气打开车门

迅速游出。

三、行人安全防御
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并尽快到

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

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

雨；时刻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

靠近路沿石行走，避免掉入缺失井箅井盖

的下水道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

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

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有电线落入水

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

四、行人遇险救援及自救
如自己或他人被洪水包围，一定要沉

着冷静，想方设法实施自救和互救，或及

时拨打110、119、120等求助电话，等待救

援；行人在路上被洪水冲倒，一定不要慌

张，尽量憋住呼吸，然后想办法抓住地面

上的突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发现溺水者

应迅速呼叫他人协助救治，尽快从水中救

出溺水者并采取下列紧急措施：即刻清除

其口腔、鼻腔内的水、泥沙等污物，并将舌

头拉出，保持呼吸道通畅。将溺水者俯卧，

下腹部垫高，头部下垂，使积水倒出。或

救治者抱紧溺水者双腿，将其腹部放到救

治者肩上，快步行走，使其积水倒出。注

意动作要敏捷，切不可因倒水影响其他抢

救措施而延误抢救时机。对呼吸心跳停

止的溺水者，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胸外心

脏按压。

平平安安过汛期

我区属于山区，易突发泥石流等自然

灾害。不仅如此，强降雨也容易造成山洪

暴发、山体滑坡。那么泥石流是怎样形成

的？遇到泥石流逃生技能怎么掌握又如何

自救呢？下面为您一一解答。

形成原因
泥石流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一般而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即地

形条件、地质条件和水文气象条件。

1.地形条件

简单的说，泥石流的形成必须有一个

合适的区域，这个区域的地形地貌要有利

于积蓄泥土、石块等松散的物质，还要能汇

集大量的水源，并且能够产生快速的流

动。按照上面要求，泥石流一般形成在一

个三面环山，一面出口的半圆形宽阔地段，

周围的山坡陡峻，一般都是30°-60°的

陡坡。陡坡上一般都比较破碎，而且没有

什么植被覆盖。这样的斜坡经常被冲沟切

割，并发育崩塌、滑坡等。在这样条件下，

山坡上的水流和松散的固体物质就比较容

易汇集。当有了产生泥石流的区域后，还

得有一个通道供泥石流搬运这些大量的泥

沙石块。这些通道多为狭窄而深切的峡谷

或者冲沟，谷壁非常陡峭。通常泥石流在

沟内流动的时候，还会冲刷下来沟床和沟

壁的土石块，加大泥石流的流量。当泥石

流冲出山谷或深沟以后，会遇到一个平缓

宽阔的地区，它的动能自然减小，最后停积

下来。

2.地质条件

地形地貌条件决定了泥石流发生的空

间和地点，但是如果没有大量的泥沙和石

块，泥石流就不再是泥石流而是普通的洪

水了。决定大量泥沙石块来源的正是地质

条件。泥石流经常发生的地区，一般都是

地质构造复杂、岩石风化破碎、构造运动活

跃、地震频发、崩塌滑坡灾害多发的地段。

这样的地区，一方面为泥石流提供了大量

的土石来源，另一方面也因为地势陡峻，巨

大的高差为泥石流提供强大的动能。

3.气象水文条件

有了砂土岩石，有了活动的场所，没有

水也无法形成泥石流。泥石流的发生与短

时间内大量的流水有密切的关系。一次短

时间内强度较大的暴雨或者冰川和积雪消

融，或者高山湖泊、水库的突然溃决等。这

些突然的水流奔腾而下，才容易形成泥石

流。除此之外，平时气温的频繁变化，冷热

交替，降水的侵蚀，都会加速山坡上岩石的

风化破碎，这些都会增加破碎物质，有利于

泥石流的产生。

发生的规律
1.季节性
我国泥石流的暴发主要是受连续降

雨、暴雨，尤其是特大暴雨集中降雨的激
发。因此，泥石流发生的时间规律是与集
中降雨时间规律相一致，具有明显的季节
性。一般发生在多雨的夏秋季节。因集中
降雨的时间差异而有所不同。如四川、云
南等西南地区的降雨多集中在6-9月，因
此、西南地区的泥石流多发生在6-9月；而
西北地区降雨多集中在6、7、8三个月，尤其
是7、8两个月降雨集中，暴雨强度大，因此
西北地区的泥石流多发生在7、8两个月。
据不完全统计，发生在这两个月的泥石流
灾害约占该地区全部泥石流灾害的90%以
上。

2.周期性
泥石流的发生受暴雨、洪水的影响，而

暴雨、洪水总是周期性地出现。因此，泥石
流的发生和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且
其活动周期与暴雨、洪水的活动周期大体
相一致。当暴雨、洪水两者的活动周期是
与季节性相叠加，常常形成泥石流活动的
一个高潮。

危害及影响
泥石流常常具有暴发突然、来势凶猛、

迅速之特点。并兼有崩塌、滑坡和洪水破

坏的双重作用，其危害程度比单一的崩塌、

滑坡和洪水的危害更为广泛和严重。它对

人类的危害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据统

计，我国有29个省（区）、771个县（市）正遭

受泥石流的危害，平均每年泥石流灾害发

生的频率为18次∕县，近40年来，每年因

泥石流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达3700余人。

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后的70多年中，我国县

级以上城镇因泥石流而致死的人数已约

4400人，并威胁上万亿财产，由此可见泥石

流对山区城镇的危害之重。

1.对居民的危害

泥石流最常见的危害之一，是冲进乡

村、城镇，摧毁房屋、工厂、企事业单位及其

他场所设施。淹没人畜、毁坏土地，甚至造

成村毁人亡的灾难。如1969年8月云南省

大盈江流城弄璋区南拱泥石流，使新章金、

老章金两村被毁，97人丧生，经济损失近百

万元。还有2010年8月7日至8日，甘肃省

舟曲爆发特大泥石流，造成1270人遇难

474人失踪，舟曲5公里长、500米宽区域被

夷为平地。

2.对公路和铁路的危害

泥石流可直接埋没车站，铁路、公路，

摧毁路基、桥涵等设施，致使交通中断，还

可引起正在运行的火车、汽车颠覆，造成

重大的人身伤亡事故。有时泥石流汇入河

道，引起河道大幅度变迁，间接毁坏公路、

铁路及其它构筑物，甚至迫使道路改线，造

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如甘川公路394公里

处对岸的石门沟，1978 年 7 月爆发泥石

流，堵塞白龙江，公路因此被淹1公里，白

龙江改道使长约两公里的路基变成了主河

道，公路、护岸及渡槽全部被毁。该段线路

自1962年以来，由于受对岸泥石流的影

响己3次被迫改线。建国以来，泥石流给

我国铁路和公路造成了无法估计的巨大

损失。

3.对水利水电工程及矿山危害

主要是冲毁水电站、引水渠道及过沟

建筑物，淤埋水电站尾水渠，并淤积水库、

磨蚀坝面等。泥石流对矿山的危害也是很

大的，尤其是摧毁矿山及其设施，淤埋矿山

坑道、伤害矿山人员、造成停工停产，甚至

使矿山报废。

泥石流的防范
1.选择良好的居住地，建造抗灾度高的

房子

我们在选择居住地时，尽量考虑预防

泥石流灾害的威胁。当然，因为现在人多

地少，人们选择居住环境受限，但是可以

在查明泥石流沟谷及其危害状况的情况

下进行建造房屋，尽量避开造成直接危害

的地区与地段，例如泥石流沟的中、上游

段及沟口，主支沟交汇部的低平地，靠近

河床的低缓阶地或坡脚处，河道弯道外侧

等等，实在无法避开时应考虑修建防护工

程或采取其它措施。另外，在居住地也要

尽量修建抗震级别高的房子，如果经济条

件允许，修砖房或修水泥框架房最好，当

然大多数农村人因为经济条件的局限只

能修土墙房，但也要考虑如何预防泥石流，

才是最稳妥的。

2.预防泥石流的工程设施

主要是为保护危害对象免遭破坏而采

取的防护、排导、拦挡及跨越等工程设施，

例如护坡、挡墙、顺坝、丁坝等工程；为改善

泥石流的流向与流速还可修建排泄沟、导

流堤、急流槽、渡槽等；为了控制拦截下泄

物，削弱泥石流冲击能量，也可修建拦砂

坝、储淤场、截流工程等。

3.植树造林

保护森林的重要性对防治泥石流有着

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一种长期的有助于

减缓泥石流形成达到一定防御目的的治理

性手段。主要方法是封山育林，停耕还林，

固结表土，保持水土，降低泥石流发生几率

与规模。

防灾应急
发现有泥石流迹象，应立即观察地形，

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逃生时，要抛

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躲在有

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更不

要停留在低洼的地方，也不要攀爬到树上

躲避。泥石流发生前的迹象：河流突然断

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

枝；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

般的声音；沟谷深处突然变得昏暗，并有轻

微震动感等。

如果在山区旅游时，不幸遇上泥石流，

游客不要惊慌，必须遵循规律采取以下应

急避险措施：

1.沿山谷徒步时，一旦遭遇大雨，要迅

速转移到附近安全的高地。离山谷越远越

好，不要在谷底过多停留。长时间降雨或

暴雨渐小之后或雨刚停不能马上返回危险

区，泥石流常滞后于降雨暴发。

2.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留意是否听

到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声响，如听到要高

度警惕，这很可能是泥石流将至的征兆。

3.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尽可能

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

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4.发现泥石流后，选择最短最安全的路

径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切忌顺着泥

石流前进方向奔跑;不要停留在坡度大、土

层厚的凹处;不要上树躲避，因泥石流可扫

除沿途一切障碍；避开河(沟)道弯曲的凹岸

或地方狭小高度又低的凸岸；不要躲在陡

峻山体下，防止坡面泥石流或崩塌的发生。

专家提示：旅游者出行前要了解目的

地天气状况前往山区沟谷旅游，一定事先

要了解当地的近期天气实况和未来数日的

天气预报及地质灾害气象预报。游客应尽

量避免大雨天或连续阴雨天前往这些景区

旅游。如恰逢恶劣天气，宁可蒙受经济损

失、调整旅游路线，也不可贸然前往。

脱险逃生
泥石流以极快的速度，发出巨大的声

响穿过狭窄的山谷，倾泻而下。它所到之

处，墙倒屋塌下，一切物体都会被厚重粘稠

的泥石所覆盖。山坡、斜坡的岩石或土体

在重力作用下，失去原有的稳定性而整体

下滑坡。遇到泥石流或山体滑坡灾害，采

取脱险逃生的办法有：

1.沿山谷徒步行走时，一旦遭遇大雨，

发现山谷有异常的声音或听到警报时，要

立即向坚固的高地或泥石流的旁侧山坡跑

去，不要在谷地停留。

2.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到开阔

地带，尽可能防止被埋压。

3.发现泥石流后，要马上与泥石流成垂

直方向一边的山坡上面爬，爬得越高越好，

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

方向走。发生山体滑坡时，同样要向垂直

于滑坡的方向逃生。

自救互救要领
1.不要慌张，尽可能将灾害发生的详细

情况迅速报告相关政府部门和单位。

2.做好自身的安全防护工作。

3.应在滑坡隐患区附近提前选择几处

安全的避难场地。

4.避灾场地应选择在易滑坡两侧边界

外围。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离原居住处

越近越好，交通、水、电越方便越好。

5.不要将避灾场地选择在滑坡的上坡

或下坡。

6.更不要不经全面考察，从一个危险区

搬迁到另一个危险区。

7.在重新入住之前，应注意检查屋内

水、电、煤气等设施是否损坏，管道、电线等

是否发生破裂和折断，如发现故障，应立刻

修理。

8.必须经过实地勘察，确定正确的撤离

路线。

泥泥石石流流的的防防范范与与自自救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