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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threat of the 
occurrence of terrorist incidents and the "three 
forces" in our country, fire fighting forces need 
to handling with the possible leakage and 
explosion in the production, storage, 
transportation of dangerous chemicals due to 
various reasons such as disaster accident 
emergency. In the process of disposal of all 
kinds of complicated and dangerous situations, 
fire fighting forces not only need advanced 
equipment, trained force, but also need to 
strengthen the emergency linkage and 
comprehensive coordination of all departments. 
This article elaborated the personnel training, 
equipment, emergency management mechanism, 
organization mode, et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re fighting forces that responsible for the 
disposal of dangerous chemicals and strengthen 
the fire fighting forces for leakage accident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disposal ability, 
which provide the reference of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deal with dangerous chemicals disposal 
for firefighting forces. 
Keywords: Terrorism; Emergency management; 
Dangerous Chemicals; The Fire; Emergency 
rescue 

 

摘 要 
近年来，在频繁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以及活跃

在我国的“三股势力”的威胁下，消防部队需要
针对危险化学品在生产、储存、运输等环节中

因某些原因可能出现的泄漏、爆炸等灾害事故

进行紧急处置。在处置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复

杂、危险的情况要求消防部队不仅需要先进完

善的装备、训练有素的指战员、同时也需要加

强应急联动和各部门综合协调。本文从消防部

队承担处置危险化学品任务的特点和增强消

防部队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应急管理和处置

能力与策略角度阐述了人员训练、器材装备、

应急管理机制、组织模式等方面，为增强消防

部队处置危险化学品应急能力提供相应参考。 
关键词：恐怖主义；应急管理；化学危险品；

消防；应急救援  
  
1. 前言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

进入“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从社
会发展序列图谱上看恰好处于“非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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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频发阶段，各种类型的突发事件层出不穷，

发生的概率逐渐增大。同时，全球大多数国家

处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

发展进程中，各种矛盾的积聚致使各类突发事

件频发，以国际恐怖主义为主的非传统安全威

胁严重影响了当前社会安全[1]。比如：日本地

铁沙林毒气袭击，伦敦地铁爆炸案，美国“9.11”
恐怖袭击，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更给民众带来了恐慌与焦虑，直接影响到

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目前以“三股势力”为代表的恐怖分子正

严重威胁着我国社会稳定，其为了产生轰动效

应，制造恐怖气氛，难免会存现通过破坏化工

企业制造化学恐怖事件、在高密度人群的地

铁、机场等特殊场所释放危险化化品以制造化

学恐怖威胁的情况。作为我国应对突发事件的

骨干和突击力量，消防部队有责任、有义务冲

在第一线，防止危险化学品扩散，保护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2]。由于大部分恐怖袭击事

件都是以爆炸起火、倒塌、生化等灾害形式表

现的[3]，消防部队在恐怖主义威胁下的反恐作

战则主要以灭火、救援和疏散救人为主要方式

进行。中国的消防部队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应

对危化品事故处置方面遵循同样的科学程序，

均有严格的操作规程，但中国消防部队进行危

化品处置时面临的困难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更

大，主要在于不同的应急管理模式下的危化品

储存运输的管理方式及相应的立法、研究以及

完备的化学应急救援系统[4]。学习美国等发达

国家化学事故应急救援的现状以及应急救援

的经验能促进相关应急管理制度的建立。 
本文从消防部队承担处置危险化学品任

务的特点和增强消防部队危化品泄漏事故应

急管理和处置能力策略角度阐述了人员训练、

器材装备、应急管理机制、组织模式等方面，

并给出提高我国消防部队针对危险化学品灾

害事故应急处置能力的策略，为各级消防部门

在训练和应急组织协调工作提供建议。 
 

2. 危化品应急处置的特点 
危险化学品事故，是指由一种或数种危险

化学品在生产、经营、存储、运输、使用、废

弃过程中或其能量意外释放引起的造成人身

伤亡、财产损失或环境污染的事故。根据危险

化学品的易燃、易爆、有毒、腐蚀等危险特性

以及危险化学品定义，可将危险化学品事故分

为以下六类，即：危险化学品火灾事故；爆炸

事故；中毒和窒息事故；灼伤事故；泄漏事故；

其他危险化学品事故[5]。由于危险化学品本身

的性质，决定了其有四个特点：(1)突发性强，
高温高湿条件更易发；(2)波及范围广，连锁危
害严重；(3)事故复杂，救援难度大；(4)处置
专业性强，社会联动要求高。而消防部队面对

危化品的应急处置，往往是突发性强，场所不

定，储存容器和装置不定，危化品理化性质复

杂，多浓烟、有毒、易燃易爆物质，同时受救

援人员知识结构、训练水平、配置器材装备性

能、救援体制机制的局限，处置危险程度高、

处置难度大、事件处置结果造成的社会心理影

响大，国家声誉受损失等特点[6]。 

2.1 危险化学种类多、理化性质难掌握 
新合成的化学品种类逐渐增多，各种新材

料的使用增多，然而化学品理化性质复杂，加

之有针对性的侦检设备和危险化学品处置剂

和有效投射方式在不断深入研究中。危险化学

品的储藏、运输方式的选择等也是考验消防部

队紧急处置的能力的关键因素，同时各类危险

化学品事故的发生发展机理复杂，许多火灾、

爆炸事故并非简单由泄漏的气体、液体引发，

而往往是由腐蚀等化学反应引起。而处置过程

要根据其理化性质采取有效的堵漏、输转、可

控燃烧等方式进行处置，往往由于事故发生的

各种突发性和偶然性，需要指挥员全面考虑，

灵活采用针对性的应急处置方式。 

2.2 危险程度高、处置难度大 
复杂多样的化学品种类，本就对灭火方

法、灭火剂的选择、危化品防护、洗消等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而恐怖分子蓄意制造的危化品

恐怖袭击，更是让现场指战员还需要同时兼顾

恐怖分子可能制造的其他突发事件。而危化品

燃烧爆炸，使得处置人员不得不面对各种类型

的有毒气体、有害烟尘和随时可能发生的燃烧

爆炸险情，如果消防战斗人员不能在第一之间

将危化品威胁控制住，将导致后续其他应急措

施的实施。因此，在处置中，消防部队不但需

要面对恐怖分子随时可能制造的新的突发事

件，包括来自恐怖分子的死亡威胁，还面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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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消防救援装备稍显落后，多部门、多单位

之间协同作战过程中指挥混乱，城市市政消防

管网供水能力得不到有效保障，事故处置程序

复杂情况。 

2.3 对应急处置人员的素质要求高 
现代各类火灾和危险化学品处置难度越

来越大。处置危险化学品专业知识、装备的操

作使用、现场指挥能力等多方面的挑战越来越

大。在事故的处置过程中，无论是判别有毒物

质的性质、程度、还是控制事态的发展，制止

泄漏；无论是抢救中毒人员，还是洗消设备、

环境，都需要特殊的设备、材料和相应的技术

手段，这就大大提高了处置行动对技术的依赖

程度。而恐怖分子制造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又

往往是商场、超市、火车站、机场、高层建筑

等人员密集场所，以期将危险和伤亡最大化，

因此对指战员突发事件现场综合指挥能力和

处置能力提出新的挑战。 

2.4 社会心理影响大，国家声誉受损 
化学灾害事故往往会引发连锁反应。当危

化品发生燃烧、爆炸、泄漏等事故后很容易出

现危化品扩散蔓延，致使人员、空气、地面、

道路、水源和生产设备的污染，且随着扩散范

围的不断扩大，可能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进

而又引起生态次生灾害，影响人民生活。危险

化学品如果缺乏有效应对措施、处置不当、未

能及时有效进行媒体沟通，往往容易造成恐慌

以及严重的社会心理疾病，导致谣言四起。同

时因为救援时间长，救援难度大导致的长时间

处置，始终处于媒体焦点中心，处置应对不利，

不仅给人造成当地政府行政能力不强，救援水

平差的印象，如果发展为国际事件，甚至会使

得国家声誉受到损失。 
 

3. 危险化学品处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的化学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整体

上有了一定基础，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欠

缺。主要体现在首战力量不足且缺乏经验；缺

乏专用、高效的装备器材；缺乏灵活多样的组

织指挥程序和方法；应急处置综合协调能力仍

需提高等 4方面。 

3.1 首战力量不足，处置人员缺乏经验 
危险化学品处置难度大，任务紧迫，社会

影响大，往往容易出现请求参战力量多，难以

组织有效救援力量。同时现场危险程度大，环

境复杂，过多的救援力量有时不能完全发挥其

力量，造成力量置放重复，同时处置现场往往

缺乏有经验、装备齐全的专业救援人员，掌握

完整的侦检、搜救、运输、绳索等救援技术人

员。甚至有时会出现“兵多而不精，装备多而
不专”的问题。另外，随着装备科技含量的逐
渐增加，对装备操作人员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但目前的消防指战员数量和素质较

难满足高科技装备对所需人力资源的要求。 

3.2 缺乏专用、高效的装备器材 
虽然目前器材装备是消防部队战斗力生

成的基础的观点已经被各级政府和消防部队

得到深入认识，是面对火灾等事故灾难时作战

致胜的前提，通过不断加大的对消防器材装备

方面经费的投入，使车辆器材装备不仅在数量

上能够快速增长，质量上也能有所保证。但在

恐怖主义背景下的突发危化品事故处置过程

中，所需要的器材装备往往出现想用的装备没

有配备、配备的装备适应不了应急处置任务的

需要的问题。突出表现是缺乏便携性、智能化、

可信度高的侦检仪器；缺乏轻便可靠、防护效

果好的消防员单兵防护装备；缺乏统一接口的

高效、质优、种类多样的抢险救援器材等等。 

3.3 缺乏灵活多样的组织指挥程序和方法 
   在恐怖主义背景下的突发危化品事故

处置过程中，根据不同任务和现场多变的情

况，应对任务的程序灵活，任务的复杂性和现

场恶劣的环境也需要组织指挥程序与配备的

器材装备有机结合，只有充分利用多次抢险救

援所积累的宝贵经验，积极探寻各类事故处置

方法，才能避免落入一成不变的程序和解决问

题的公式中而造成组织混乱、效率低下。 

3.4 应急处置综合协调能力仍需提高 
在恐怖主义背景下的突发危险化学品事

故处置过程中，指挥体系问题，包括消防部队

内部以及消防部队与其他部门的综合协调的

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和协调。严重的危险

化学品事故处置需要多个部门和地区参与，但

是由于我国灾害事故分类负责的体制和条块

分割管理、联动和协调的应急机制，来自不同

行业部门的社会联动力量之间缺乏有效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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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缺乏甚至从未有过实战化的联合演练，

导致紧急状态时协同配合能力不强，通讯联络

不畅。在处置过程中，不能充分发挥全部现有

社会救援力量和器材装备的最大效能，导致协

同联动机制起动迟缓，效果不明显，在危险化

学品事故出现时，常常出现指挥现场混乱，多

头领导，不同部门和单位的救援力量和资源得

不到有效调配，延误战机，结果造成较大损失

和影响。 
其他方面还包括，如缺乏明确、统一的应

急体系、专项立法不足、化学事故应急救援工

作职责不清、应急救援信息系统不完善、危险

源及危险级别的判断缓慢等问题。 
 

4. 提高消防部队危化品应急处置能力的策略 
危险化学品应急处置机制是保障突发事

件发生时，应急处置能够顺利开展，应急组织

中的各部门能围绕灾难处置主体进行责任明

确的分工配合，所需资源能够有序、充足的及

时到位，离不开应急处置机制的良好运行，本

文从消防救援程序为主的危险化学品应急处

置机制设计，从应急救援的法律政策、训练方

法、装备建设、组织指挥体系、联动体系、改

善预案以及下一步的发展建设方向等方面进

行了深入的阐述。 

4.1 加强有效处置危化品的法律保障 
公安消防部队承担了大量危化品事故在

内的应急处置等抢险救援工作，为地方政府分

担了许多安全忧患，得到了各级地方政府和人

民群众的高度认可和赞扬，但是我国法律体系

到目前为止却仍未解决消防部队参加抢险救

援的法律法规定位问题。明确各类救援的义务

和权利，便于消防部队依法行动，避免出现涉

及法律方面的纠纷，同时为更好的处置各种突

发危险化学品事故，还要通过法律明确地建立

全社会应急联动机制、落实应急救援人员的组

织编制、执勤训练科目及可靠的经费保障机

制，确保能够周期性、制度化地配置、更换救

援器材装备等，不断提高社会危化品事故应急

处置能力[6]。 

4.2 加强针对性训练，提高队伍专业化水平 
危险化学品应急处置等抢险救援工作不

仅需要训练有素的专业化队伍，同时需要科

学、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 针对危险化学品
处置等紧急任务的训练，主要是针对消防部队

各辖区现有执勤岗位人员和装备实际，确保重

点单位、重点风险源的有力保障。通过针对性

训练，达到为突发事件作战服务，重点就是要

突出抓好如下几个关键点：(1)突出训练的全员
性和针对性，根据任务中担任的角色不同，设

置从中队干部到战斗员、驾驶员、供水员、班

长、通讯员、摄像员等不同的岗位实战化训练

的内容和标准；(2)突出应对突发事故的技战术
训练，提高各级指挥员的多种能力，包括应急

指挥能力、灾害现场事故应对能力、综合决策

能力以及灾情评估能力，实现消防部队的组织

指挥、灾情评估、个人防护和技战术水平的全

面提高，特别是要掌握处置危化品的理化性

质、技术参数、事故特点、处置程序与措施、

行动要求和注意事项等等，避免盲目、蛮干而

引发不必要的次生事故； (3)突出消防特勤的
针对性训练，吸取美国“9.11”恐怖袭击和日本
地铁毒气事故中消防救援的经验教训，针对高

层、地下、石油化工以及人员密集公共场所，

易燃易爆单位等可能发生化学危险品事故并

引起重大人员伤亡和严重社会影响的区域，制

定针对性强的应急救援预案，开展各类应急救

援训练。尤其是危化品事故处置中的所需的侦

察检测、稀释降毒、器具堵漏、冷却保护和洗

消处理等重点课目要进行专门技术的分解训

练和综合训练，从点到面的全面提高消防部队

应对能力；(4)加强训练设施建设，让消防部队
能够从单一的训练塔、训练场训练转变为模拟

训练、协同训练。积极开展基地化训练，在各

训练基地配置模拟真实的应急救援综合训练

设施，增加烟热训练室、地下工程训练室、高

空训练场、水上训练场等多种训练设施，满足

基层官兵开展模拟实战训练的需求[7]；(5)加强
与其他部门的协同训练。恐怖主义背景下的危

化品应急处置，是综合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

置，不但涉及到危化品控制、洗消，还涉及到

对恐怖分子的防护与控制。与其他单位协同配

合，在确保自身不受恐怖分子死亡威胁的前提

下，尽快控制住危化品事故，需要指战员与其

他部门通过协同训练，共同应对，提高联合作

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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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提高装备专业化建设水平 
突发危化品处置过程中，由于危险化学品

种类多、理化性质复杂、危险性高、处置难度

大、处置耗时长等因素，急需开发针对性的专

业装备。包括特种车辆装备、个人防护装备、

特效侦检设备、特殊抢险救援器材、自动化智

能化机器人等，力图实现装备的专业化、快速

化、有效化、智能化、小型化/大型化[8]。另一

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个人救援装备体系结

构，包括防护装备、特种装备、高科技装备和

消防通信装备；继续加强装备管理和科学训

练，实现人与装备的最佳组合。提升装备科技

含量，同时配合各大城市正在进行的“数字化”
工程，实现应对恐怖事件的危化品装备的跨越

式发展，同时也将推动灭火救援工作实现跨越

式发展。根据辖区的实际情况，将消防装备配

置建设和辖区易发灾害事故特点相结合，配置

相应的专勤车辆和器材装备。总之，消防专勤

车辆及器材装备的配置要在与地方社会经济

建设同步发展同时，保持适度超前以满足消防

救援工作的实际需要。在专勤器材配备方面，

辖区应依据风险源进行配置，如表 1所列。 

4.4 建设以消防为主的高效的专业应急处置
机制 
根据各个部门在危险化学品应急处置

过程中的不同任务需求，建议以政府为主

导，以消防为主要危化品处置力量，综合

指挥协调其他危化品应急处置量的应急处

置机制。 由于消防部队在突发事件发生后

能快速反应，并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在
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中,常常
被起到“拳头”和“尖刀”作用。因此，在当
地政府统一领导下，将消防作为处置危险

化学品的主战力量，指挥协调其他危化品

处置力量，分为恐怖分子应对小组，危化

品应对小组，这样可理顺现场指挥关系，

大大提高应急处置效率，使处置任务顺利

完成，尽力减少损失，控制事态发展，减

少造成影响。笔者参考了河北省及省直管

的任丘市（县级市）的《灭火与消防应急

救援社会联动工作机制（实施细则）》，

并对发生危险化学品灾害事故后的各部门

应急处置的任务进行分解，理出了各部门

在危化品应急处置中的职责和任务，限于

篇幅，本文略。从该工作机制可见，根据

消防救援的组织程序和任务需求，形成化

学事故应急处置消防主导，政府为统一指

挥、资源平台和综合组织协调依托的突发

化学灾害事故应急处置机制，可以提高社

会应急管理水平[9]。 

4.5 建立危化品处置应急联动机制 
发生化学恐怖事件，部门之间灵活高效地

综合组织协调是关键。探索围绕化学恐怖袭击

的应急救援组织管理系统，从化学恐怖袭击的

处置需求出发，积极探索应急联动机制、综合

协调机制和跨区域联合作战模式。首先要强化

跨区域联合作战演习，由于严重的危险化学品

事故，不仅是某一个辖区内的事故，往往涉及

表 1. 根据辖区特点的器材装备加强方向 

Table 1. Strengthen the direction of equipment according to jurisdiction characteristics 

序号 辖区特点 装备配备加强方向 

1 
化工企业和可燃气供气

站较多 

消防员特种防护装备（避火服、隔热服、重型防化服等）、侦检器材

（有毒气体探测仪、可燃气体检测仪等）、大功率泡沫车、大吨位水

罐车和各种堵漏器材 

2 
储存或使用危险化学品

的单位较多 
化学洗消车、全密封防化服和各种侦检仪器、破拆工具 

3 高层建筑较多 登高车、缓降器等高层救生车辆及器材装备 

4 地下建筑较多 排烟车、空气（氧气）呼吸器和带有线通话功能的通信安全绳 

5 江河湖海等水域较多 消防艇、冲锋舟、救生衣和潜水救生装备 

6 供电站所较多 绝缘防护装备和有关断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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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地区，波及人口多，造成影响大，必须采

用跨区域联合作战，同时必须要做到，多地、

多部门的组织协调。危化品应急处置常常具有

参战力量多，包括消防、军队、武警、各专职

救援队、志愿者等、参战部门多，包括交警、

消防、安监、电力、燃气、水利、化工企业等、

参战级别多，从部委到各省、市、县、参战车

辆和装备器材多，如消防水罐车、通信指挥车、

抢险救援车、医疗救护车、后勤保障车、工程

车辆等特点。如果没有标准的统一的应急救援

指挥系统，很难将如此复杂的力量整个到一

起，以共同应对恐怖分子制造的危化品恐怖威

胁。因此所建应急联动机制要做到：(1)在突发
事故处置现场，成立现场指挥部，下设应急处

置组，包括防恐处突行动分组和危化品控制分

组，其中危化品控制分组由作战经验丰富的消

防部队指挥员指挥，全权负责危化品应急处置

力量的调配；(2)建立科学的应急救援联动机
制，统筹各种抢险救援力量，明确各有关部门

在抢险救援工作中的任务和责任。力争在突发

灾害事故处置中，各参战力量能够按照预定的

响应机制和启动模式、组织原则和通信指挥方

法科学有序的进行战斗展开。这要求在平时需

要有当地政府牵头，制定共同的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并做好协同演练，为战时合理有序的展

开战斗创造先决条件。 

4.6 加强危险化学品立法与政府监管职能 
     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环保署、运输
部在 1987 年联合制定了《应急计划技术指
南》。其他关于应急反应的法律法规还有《全

面的应激反应，赔偿和责任法》《危险物质

运输法》等[10]。各级地方政府还要根据《应

急计划和社区知情权法》的规定在当地委任

一个应急计划委员会（LEPC），评审应急预
案，并对应急预案的制定、实施所需要的资

金进行评估，对重大危险源进行登记，为化

学物质泄漏做准备。各级地方政府还要监管

具体的化学品生产和经营企业，协调其他机

构和部门的应急工作。目前国务院在 2002
年发布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并

于 2011年修订，对化学品的生产、使用、储
存、经营和运输的安全管理做了规定，对预

防和减少化学品事故起了重要的作用。《安

全生产法》（2009年修正）、《职业病防治

法》（2011年 12月 31日修正）的有关条款
也对化学危害事故的预防及应急救援做了相

应的规定。与美国相比，我国对于危险化学

品的监管立法时间晚，还不够全面，同时仍

然缺乏危险化学品应对处置时有关人员明确

的责任分工、应急计划、应急组织体系、联

动方案等。因此，在危化品立法管理方面除

对危化品进行监管外，还需要进一步考虑救

援处置程序方法等问题。 

4.7 制定和改进现有预案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消防部队强

化突发危化品事故应急处置预案的制作与风

险评估是要做好抢险救援工作的基础。因此，

在熟悉辖区基本情况同时，还要掌握常见灾害

事故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消防部队人员训练和

装备建设的实际情况，立足于打大仗、恶仗，

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研究制订相应的应

急处置预案。在政府组织下根据预案进行综合

应急协同演练后，应及时对预案中不合理或者

欠缺部分进行修改和完善，让应急预案真正成

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的实用指导方案。 
另一方面，积极制定传统有针对性预案的

同时，思考改进预案的制定方法。尽量能将建

筑结构和布局、可燃物质种类、危险化学品分

布、储运单位等情况用图表、图形甚至地图的

形式来体现。使用统一规范的符号代替复杂的

语言文字，力求预案简单明了。改革现行千篇

一律的预案，重点突出相应灾情的处置方法和

措施，根据需要设置力量部署，提高预案认定

级别和质量，力争能将预案与通信调度方案配

合使用，使预案切实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提

高预案的实战性。 
 

5. 结论 
本文从消防部队角度对危险化学品事故

的应急处置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探

讨了通过     完善法律法规，为消防部队参
与危化品应急处置提供法律保障；培训专业化

救援队伍，强化针对性训练，切实提高消防官

兵的实战能力；加强装备专业化建设水平，促

进人机有效结合，提高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建

立以消防部队为主的高效的专业应急处置机

制和危化品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制定和改进现

有预案的不足，提高社会应急水平等方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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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对提高消防部队危化品应急处置提出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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