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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framework for synthetic evaluation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capability of 
city public place. A three dimens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capability construction model was developed 
according to the spatial factors and temporal factors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the factors were also 
connected with the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Evaluation indices were selected mainly according to 
the management ph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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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针对城市公共场所的应急能力评价问题，提出了基于突发事件风险维、应急能力时间维、
应急能力空间维为划分依据的三维度应急能力构成模型，并提出了以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的应急阶段
为主线的指标体系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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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现代城市不仅人口集中、建

筑物集中、生产集中、财富集中，同时也作为灾害巨大

的承载体而存在。对于大型城市，往往是政治、文化中

心和重要经济城市，尤其承载着各种重负，人口集中，

经济活动频繁，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新旧体制矛盾的

交织以及敌对势力的活动，各类建筑密集带来的环境、

能源、卫生灾害和治安突发性事件影响的综合性和复杂

性也愈加显著，各种公共突发事件的诱因增多，不确定

性大大增加，城市突发公共事件的威胁正在不断加剧。 

在城市中，人口密集、土地资源有限，社会运行的

各种公共服务功能也越来越趋向于紧密联接与广泛协

作。作为社会功能重要载体的公共场所，单一功能的小

型单体建筑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功能和效率需求，

集服务、交通、运输、办公、商务、餐饮、娱乐等多种

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公共场所日益增多。公共场所往往

规模大、功能多、人员密集，尤其面临复杂的公共安全

风险。交通枢纽、会展中心、购物中心等复合型公共场

所正逐渐成为现代化城市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核心

载体。近年来，国内外大型商场、娱乐场所、交通枢纽

的火灾和安全事故屡见不鲜，地铁、机场等恐怖袭击也

时有发生。公共场所安全保障已经受到政府、部门、企

业、公众等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将从城市公共场所着手，对公共场所的应急能

力所涉及的各方面内容进行剖析，力图对应急能力的构

成和主要评价指标等建立较为全面的评价体系。 

2 研究现状与意义 

在国际上，应急能力评估真正开展只有十几年的

历史。1997 年，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MA）

和国家应急管理协会（NEMA）对全美进行了广泛的

应急能力评估[1]，并在 2000 年进行了细化，该评估体

系主要针对项紧急事务管理职能进行评价，分别是法

律、危险识别和评估、风险管理、物资管理、计划、

指挥控制协调、通信和预警、行动程序、后勤装备、

训练、演习、公众教育信息、资金管理等方面。2002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9102010。 

2442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978-1-61896-007-8 © 2012 SciRes.



 
 

 

 

 

年日本设定了地方公共团体防灾能力的评价项目[2, 3]，

即危机的掌握与评估减轻危险的对策、整顿体制、情

报联络体系、器材与储备粮食的确保与管理、应急反

应与灾后重建计划、居民间的情报流通、教育与训练

应急水平的维持与提升等几个评价指标。 

在国内，应急能力评估兴起于 2002 年首届“中国

城市灾害应急管理能力研讨会”[4]，随后应急能力评

估逐渐成为应急管理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王绍玉[5]

等都提出了城市灾害应急能力评价体系的架构，即评

价体系应包括灾害危险性评价、城市易损性评价和城

市灾害应急管理能力三大部分。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

究院[6-9]提出城市应急能力评估体系框架。铁永波[10, 11]

等选取了城市灾害监测与预警能力、城市灾害防御能

力、城市居民的应急反应能力、政府部门的快速反应

能力、应急救援能力、资源保障能力等 6 个一级评价

指标。台湾地区[12]参考了美国和日本的研究对中央和

地方政府管理部门进行评估。 

此外，还有针对地震[13, 14]、地铁环境[15]、防火减

灾[16]的应急能力评价研究和应急指标体系与评估模型

的研究。 

以上研究多以城市或政府为研究对象，进行整体

性评估，但对公共场所的应急能力评价研究较少。总

体而言，公共场所的应急能力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尚

未形成。开展公共场所应急能力综合评价的研究，具

有以下意义： 

第一，为认清具备的优势和薄弱环节，减少应急

管理工作的盲目性，加强应急管理工作提供基础。 

第二，开展公共场所应急能力评价研究，可以加

强应急管理工作的规范性、有效性和科学性。 

第三，可以帮助提高城市应急管理针对这些高危

场所应急救援组织的专业化水平。 

第四，有利于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切实可行

的改进措施，减轻公共场所突发事件的灾难性后果。 

3 公共场所应急能力构成分析 

目前，在各类文献中，对于公共场所并没有一个

严格的定义。一般情况下，对于公共场所均是给出其

适用范围，而不是直接用定义描述。比较明确的一个

例子是，美国 NFPA101-2006 等规范中对公共建筑规

定为：建筑物或局部聚集人数不小于 50 人的场所，如

会议、礼拜、娱乐、餐饮和候车（机）等场所。 

从其公众性和服务性的特点考虑，在本文的研究

中，我们倾向于这样定义，公共场所可以认为是：对

社会公众开放的，提供休闲、娱乐、购物以及其他服

务的，有一定人员聚集的场所。 

3.1 应急能力的定义 

应急能力即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中华

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定义突发事件为：是指

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

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

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对于应急能力的评价来说，应该从应急管理的全

过程考虑，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综合

评价，明确应急能力相对于其风险状态所处的水平。

应急能力的评价结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应急能力的

强弱应与其存在风险类型和风险的大小相关联。因此，

应急能力的评价应该考虑以下方面的因素： 

第一，应急能力的构成具有过程性和阶段性特点。

应急能力涉及了应急管理的事前、事中、事后三个过

程，按照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应急能力

涵盖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

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四个阶段。 

第二，应急能力具有相对性特点。从风险的识别

与评估来说，应急能力的评价必须与风险关联起来考

虑，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在评价时，应该对公共场

所面临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

安全事件等类型尽可能全面的识别，再分析应急管理

中是否有相应的预防和控制措施。 

第三，应急能力具有环境关联性特点。公共场所

的应急能力评价相对城市来说考虑的是较小的空间范

围，取决于其所处的城市环境，还需要考虑空间域的

因素。一方面，公共场所面临的风险既有内部的风险，

也有外部的风险；另一方面，公共场所往往依赖于城

市整体的救援能力，如，周边是否有必要的公安、消

防、医疗等救援力量以及救援力量的远近等。 

总的来说，应急能力指的是实体能胜任突发事件

应急管理的条件，代表了具有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责的

实体对突发事件的预防、准备、控制和恢复能力。 

3.2 应急能力构成模型 

城市公共场所应急能力评价体系应该从系统的角

度，通过对应急准备、应急救援、应急机构、应急资

源、城市致灾环境、应急过程等全面分析建立。构建

公共场所应急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的过程是对各种应急

要素进行梳理、分析和量化的过程。由于应急能力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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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的广泛性及系统的复杂性，在评估指标的选取上存

在许多不同的方式。国内外许多学者也提出了若干不

同的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具有不同的层级和思路，

指标选取也有定性和定量的不同，但是，目前尚没有

一种普遍认可的构建指标体系的科学方法。 

这里，我们将建立三个维度的模型（如图 1 所示）

对公共场所应急能力进行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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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tructure model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capa-
bility 

图 1. 应急能力的构成模型 
 

（1）突发事件风险维——四类突发事件。突发事

件风险的辨识与评估是应急能力评价的基础性工作。

科学的应急能力构建应基于公共场所面临的风险开展

相应预防和控制措施。通过对自然灾害风险、事故灾

难风险、公共卫生风险和社会安全风险等四类风险进

行全面细致的辨识，确定公共场所面临的主要突发事

件风险类型和风险的大小。 

（2）应急能力时间维——四个应急阶段。遵照国

家应急管理的流程进行分析，参考《国家突发公共事

件总体应急预案》、《突发事件应对法》中规定的各

个应急环节，以时域上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

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应急阶段分

析为主线，在指标体系构建中，需要分析识别各个应

急阶段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关键措施，并对其影响性

进行评判。在应急能力评价时，将时间维度与风险维

度对应分析，以风险维度为线索，分析是否采取了必

要的应急预防、预警、处置救援、恢复等措施。 

（3）应急能力空间维——三个空间层次。在空间

层次上，对公共场所自身因素、周边区域因素、城市

大环境等三个层次进行划分，既识别公共场所的自身

抗灾能力，又结合其所在城市的整体能力。在公共场

所自身因素中，考虑结构承载能力（如抗震等级）；

在周边区域因素中，考虑风险和应急救援资源等所在

的位置和资源可达性；在城市大环境中，主要考虑公

共政策、专项预案、应急指挥基础条件（如通信）等。 

3.3 指标体系构建思路 

在此处的分析模型中，三个维度作为构建指标体

系中要素分解的考虑因素。在指标体系分解中，仍然

将时间维作为横向贯穿的主线，将突发事件风险维度

和应急能力的空间维度所涉及的指标纳入到不同阶段

去考虑（如图 2 所示）。比如在横向上，将应急能力

在时域上划分作为主线，将应急的各个阶段进行划分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

应急处置与救援和事后恢复与重建等阶段作为一级指

标。应急能力的空间构成，划分场所自身、周边区域

和城市大环境等三层空间，对各个层次的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结合应急能力的时域划分，分析和分解二级、

三级指标，确定时空结合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在

指标体系的确定过程中，确定指标及其重要性时，均

结合公共场所的主要风险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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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Main axis of constructing assessment indices 
图 2. 指标体系构建主线示意图 

 

依据这个思路，主要的一、二级指标划分如下，

其中一级指标 4 个，二级指标 15 个。三级指标的划分

将根据不同的空间层次和突发事件类型进一步细化。 

（1）一级指标：预防与应急准备，二级指标包括：

法律法规、应急预案、物资储备（均涉及城市大环境）；

风险辨识与评估（考虑周边和场所内部）；日常管理、

抗灾能力、预案与演练（均涉及场所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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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级指标：监测与预警，二级指标包括：监

测与预警体系（考虑城市范围和场所内部）、信息发

布、通信条件。 

（3）一级指标：应急处置与救援，二级指标包括：

指挥调度（考虑城市范围和现场指挥）、救援队伍（考

虑自救组织、周边第一时间可用、城市可用）、资源

管理。 

（4）一级指标：事后恢复与重建，二级指标包括：

损失评估、恢复计划。 

从评估的操作性来说，三级指标体系越细，实际

评估过程中越容易操作。然而，从数据处理和指标权

重评判难度来说，三级指标体系不宜过多。 

4 结论 

城市公共场所的应急能力评价，是城市化进程中

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领域中重要的研究内容。城市公

共场所的应急能力评价，一方面要从整体的应急能力

出发考虑，另一方面需要从公共场所自身特点出发考

虑。本文从应急能力的时域构成、空间域构成以及突

发事件的风险出发，建立了基于突发事件风险维、应

急能力时间维、应急能力空间维为划分依据的三维度

应急能力构成分析模型，并提出了以突发事件应对法

规定的应急阶段为主线，包括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

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和事后恢复与重建等阶段，

分析了城市公共场所的应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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