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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防灾减灾日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而设立，自2009年起，每年5月12日为全

国防灾减灾日。一方面顺应社会各界对中国防灾减灾关注的诉求，另一方面提醒国民前事不

忘、后事之师，更加重视防灾减灾，努力减少灾害损失。

防灾减灾日概述

防灾减灾日的图标以彩虹、伞、人为基本元素，雨后天晴的彩虹韵意着美好、未来和希

望，伞的弧形形象代表着保护、呵护之意，两个人代表着一男一女、一老一少，两人相握

之手与下面的两个人的腿共同构成一个“众”字，寓意大家携手，众志成城，共同防灾减灾

。整个标识体现出积极向上的思想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之意。

防灾减灾日图标

防灾减灾日简介



防灾减灾日由来

防灾减灾日简介

2008年5月12日，一场有着巨大破坏力的地震在四川汶川发生，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为进一步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意识，推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水平，经国务院批准，从

2009年开始，每年的5月12日定为“全国防灾减灾日”。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也就是汶川大地震。这场新中国成立

以来破坏性最强的大地震仅四川全省就有68712人遇难、17912人失踪。这场大地震给全国人民

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堪称国家和民族史上的重大灾难。灾害发生

后，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众志成城、抗震救灾，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与坚

强。2008年6月，山西省太原市有政协委员提议，为表达对灾害遇难者的追思，增强全民忧患

意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有必要设立“防灾减灾日”或“中国赈灾日”，借此表达对地震遇难者

的纪念，弘扬团结抗灾的精神。



防灾减灾日设立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

、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

景下，中国自然灾害损失不断增加，重大自然灾害乃至巨灾时有发生，中国

面临的自然灾害形势严峻复杂，灾害风险进一步加剧。

设立“防灾减灾日”，既体现了国家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是落实

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通过设立 “防灾减灾日”，定期举办全国性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

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防灾减灾意

识，普及推广全民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提高各级综合减灾能力

，最大限度地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

设立
意义

防灾减灾日简介



2010年 减灾从社区做起

2012年 弘扬防灾减灾文化，提高防灾减灾意识

防灾减灾日主题活动

2014年 城镇化与减灾

2016年 减少灾害风险 建设安全城市

2018年 行动起来，减轻身边的灾害风险

2009年 首个防灾减灾日

2011年 防灾减灾从我做起

2013年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

2015年 科学减灾 依法应对

2017年 减轻社区灾害风险，提升基层减灾能力

2017年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地震篇



地震又称地动、地振动，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

造成的振动，期间会产生地震波的一种自然现象。地球上

板块与板块之间相互挤压碰撞，造成板块边沿及板块内部

产生错动和破裂，是引起地震的主要原因。

地震开始发生的地点称为震源，震源正上方的地面称

为震中。破坏性地震的地面振动最烈处称为极震区，极震

区往往也就是震中所在的地区。地震常常造成严重人员

伤亡，能引起火灾、水灾、有毒气体泄漏、细菌及放射性

物质扩散，还可能造成海啸、滑坡、崩塌、地裂缝等次生

灾害。

什么叫地震



地震时，也会有不能依赖消防车来灭

火的情形。因此，我们每个人关火、

灭火的这种努力，是能否将地震灾害

控制在最小程度的重要因素。

地震时该怎么做

摇晃时立即关火，失火时立即灭火

首先，在重心较低、且结实牢固的桌子

下面躲避，并紧紧抓牢桌子腿。在没有

桌子等可供藏身的场合，无论如何，也

要用坐垫等物保护好头部。

为了人身安全，请躲在桌子等坚固家具的旁边



地震发生后,慌慌张张地向外跑,

碎玻璃、屋顶上的砖瓦、广告牌

等掉下来砸在身上，是很危险的

。钢筋水泥结构的房屋等，由于

地震的晃动会造成门窗错位，打

不开门。

当大地剧烈摇晃，站立不稳的时

候，人们都会有扶靠、抓住什么

的心理。身边的门柱、墙壁大多

会成为扶靠的对象。但是，这些

看上去挺结实牢固的东西，实际

上却是危险的。

就地震而言，据说地下街是比

较安全的。即便发生停电，紧

急照明电也会即刻亮起来，请

镇静地采取行动。如发生火灾

，即刻会充满烟雾。以压低身

体的姿势避难，并做到绝对不

吸烟。

不要慌张地向户外跑，将门打开，
确保出口

户外场所，要保护头部，避开
危险之处

在公共场所听从工作人员的
指示行动

地震时该怎么做



发生大地震时，汽车会象轮胎

泄了气似的，无法把握方向盘

，难以驾驶。必须充分注意，

避开十字路口将车子靠路边停

下。为了不妨碍避难疏散的人

和紧急车辆的通行，要让出道

路的中间部分。

在山边、陡峭的倾斜地段，

有发生山崩、断崖落石的危

险，应迅速到安全的场所避

难。在海岸边，有遭遇海啸

的危险。感知地震或发出海

啸警报的话，请注意收音机

、电视机等的信息，迅速到

安全的场所避难。

避难的方法，原则上以市民防

灾组织、街道等为单位，在负

责人及警察等带领下采取徒步

避难的方式，携带的物品应在

最少限度。绝对不能利用汽车

、自行车避难。

汽车靠路边停车，管制区
禁止行驶

务必注意山崩、断崖落石
或海啸

避难时要徒步，携带物品应在
最少限度

地震时该怎么做



当地震来临时，应该迅速找个大型、沉重的物体，比如衣柜、沙发，甚

至是一沓堆高的报纸，卧倒在旁边；天花板砸下后，物体周边会形成狭小的

三角空间，挽救你的生命。

地震活命三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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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后应采

取哪些自救

措施

尽量活动手、脚，清除脸上
的灰土和压在身上的物件。

用周围可以挪动的物品支撑

身体上方的重物，避免进一

步塌落；扩大活动空间，保

持足够的空气。

几个人同时被压埋时，要互
相鼓励，共同计划，团结配
合，必要时采取脱险行动。

要尽量用湿毛巾、衣物或其
他布料捂住口、鼻和头部，
防止灰尘呛闷发生窒息，也
可以避免建筑物进一步倒塌
造成的伤害。

要尽量节省气力，计划着节
约使用食物，尽量延长生存
时间，等待获救。保存体力
，不要盲目大声呼救。在周
围十分安静，向外界传递消
息。

寻找和开避通道，设法逃离
险境，朝着有光亮更安全宽
敞的地方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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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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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篇



火灾（huǒzāi）是指在时间或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

所造成的灾害。新的标准中，将火灾定义为在时间或空

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

在各种灾害中，火灾是最经常、最普遍地威胁公众安

全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灾害之一。

人类能够对火进行利用和控制，是文明进步的一个重

要标志。所以说人类使用火的历史与同火灾作斗争的历

史是相伴相生的，人们在用火的同时，不断总结火灾发

生的规律，尽可能地减少火灾及其对人类造成的危害。

在遇到火灾时人们需要安全、尽快的逃生。

什么是火灾



当无法从楼内安全通道逃生，需要从窗

口逃出时，可以将窗帘或床单撕成条状

连接水管、广告牌、电线杆爬下高楼，

尽量不要跳楼，以免产生坠楼危险。

当你身处火场中，在某些特殊情况

下必须穿入火区时，应将浸湿的棉

被或毛毯披在身上，以防烧伤。

发生火灾时该怎么做

1 2



在高楼中遇到火灾、爆炸等危险

时，要通过安全通道逃生，千万

不可再乘坐电梯。

当在剧场、影院、写字楼等公共场所遇到

火险，在所有出路均被大火封死的情况下

，可以选择躲入卫生间。因为厕所内可燃

物较少，还有水源，比较利于存活。

3 4

发生火灾时该怎么做



在火场中逃生时为防止被烟雾呛昏，

应该用湿毛巾捂住口和鼻，或沿地板

爬行（距地面20厘米内有残留空气）

。

当火情发生在其他房间时，在逃出前先摸

一下门把手，如果是凉的，说明门外无火

，可以逃出；若果是热的，说明火势已到

门外，千万不可开门。把床单被褥弄湿塞

住门缝，防止烟雾进入，给门上泼水降温

，等待救援。

5 6

发生火灾时该怎么做



干粉式灭火器

适用于扑救各种易燃、可燃液体和易燃、可燃气体火灾，以及电器设备火灾。

干粉式灭火器

适用于扑救各种油类火灾、木材、纤维、橡胶等固体可燃物火灾。

二氧化碳灭火器

适用于各种易燃、可燃液体、可燃气体火灾，还可扑救仪器仪表、图书档案、工艺

器和低压电器设备等的初起火灾。

三种
类型

灭火器的种类



干粉式灭火器使用方法

1、使用前，先把灭火器摇动数次，使瓶内干粉松散；

2、拔下保险销，对准火焰根部压下压把喷射；

3、在灭火过程中，应始终保持直立状态，不得横卧或颠倒使用；

4、灭火后防止复燃。



1、右手拖着压把，左手拖着灭火器底部，轻轻取下灭火器；

2、右手提着灭火器到现场；

3、右手捂住喷嘴，左手执筒底边缘；

4、把灭火器颠倒过来呈垂直状态，用劲上下晃动几下，然后

放开喷嘴；

5、右手抓筒耳，左手抓筒底边缘，把喷嘴朝向燃烧区，站在

离火源八米的地方喷射，并不断前进，兜围着火焰喷射，直

至把火扑灭；

6、灭火后，把灭火器卧放在地上，喷嘴朝下。

泡沫式灭火器使用方法



注意事项：第二步和第三步顺序不能颠倒，以防在拔掉铅封和

保险栓时误压下压把，导致手部冻伤。

1、将灭火器提至着火点上风口处，距火源2M左右；

2、调整喇叭筒位置，使喇叭筒与瓶身成90°；

3、拔掉铅封和保险栓；

4、一手托住灭火器底部，一手按压压把，对准火源根部扫射。

二氧化碳灭火器使用方法



洪水、台风篇



洪水是由暴雨、急骤融冰化雪、风暴潮等自然因素引起的江河湖

海水量迅速增加或水位迅猛上涨的水流现象。

什么是洪水



1、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

山坡、高地、楼房、避洪台等地转移，或者立即爬

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高的地方暂避。

2、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防汛部门

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

3、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

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4、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者电线断头下垂时，一定

要迅速远避，防止直接触电或因地面“跨步电压”触

电。

洪水到来时的自救



1、根据当地电视、广播等媒体提供的洪水信息，结

合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条件，冷静地选择最佳路线撤离

，避免出现“人未走水先到”的被动局面。

2、认清路标，明确撤离的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为

惊慌而走错路。

3、自保措施：备足速食食品或蒸煮够食用几天的食

品，准备足够的饮用水和日用品。扎制木排、竹排，

搜集木盆、木材、大件泡沫塑料等适合漂浮的材料，

加工成救生装置以备急需。 将不便携带的贵重物品作

防水捆扎后埋入地下或放到高处，票款、首饰等小件

贵重物品可缝在衣服内随身携带。保存好尚能使用的

通讯设备。

洪水来临前的准备



台风（英语：Typhoon）是赤道以北，日界线以

西，亚洲太平洋国家或地区对热带气旋的一个分级。

在气象学上，按世界气象组织定义，热带气旋中心持

续风速达到12级称为飓风（Hurricane）或其他在地近

义字。西北太平洋地区采用之近义字乃台风。世界气

象组织及日本气象厅均以此为热带气旋的最高级别，

但部分气象部门会按需要而设立更高级别，如中国中

央气象台及香港天文台之强台风、超强台风，台湾中

央气象局之强烈台风，以及美国联合台风警报中心的

超级台风。

什么是台风



台风来临时应该怎么做

1、尽量不要外出。

2、如果在外面，千万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

树等附近避风避雨。

3、如果你是开车的话，则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

处。

4、如果你住在帐篷里，则应立即收起帐篷，到坚固结实的房

屋中避风。

5、如果你在水面上（如游泳），则应立即上岸避风避雨。

6、如果你已经在结实的房屋里，则应小心关好窗户，在窗玻

璃上用胶布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

7、如台风加上打雷，则要采取防雷措施。

8、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



沙尘暴、泥石流篇



什么是沙尘暴

沙尘暴是沙暴和尘暴两者兼有的总称，是指强风把地面大量沙尘物

质吹起并卷入空中，使空气特别混浊，水平能见度小于 一百米的严重风沙

天气现象。其中沙暴系指大风把大量沙粒吹入近地层所形成的挟沙风暴；

尘暴则是大风把大量尘埃及其它细粒物质卷入高空所形成的风暴。



发生沙尘暴时该怎么做

1、使用防尘，滤尘面罩，戴眼镜，穿

戴防尘的手套，鞋袜以保护皮肤。
2、及时关闭门窗。



发生沙尘暴时该怎么做

3、勤洗手脸，减少外出机

会。

4、多饮水。 5、发生慢性咳嗽，气短，哮

喘，胸痛等症状者进口就诊。



什么是泥石流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

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

泥石流是暴雨、洪水将含有沙石且松软

的土质山体经饱和稀释后形成的洪流，它的

面积、体积和流量都较大，而滑坡是经稀释

土质山体小面积的区域，典型的泥石流由悬

浮着粗大固体碎屑物并富含粉砂及粘土的粘

稠泥浆组成。泥石流流动的全过程一般只有

几个小时，短的只有几分钟，是一种广泛分

布于世界各国一些具有特殊地形、地貌状况

地区的自然灾害。



一

泥石流发生时

，要马上与泥

石流成垂直方

向向两边的山

坡上面爬，爬

得越高越好，

跑得越快越好

，绝对不能往

泥石流的下游

走；

二

沿山谷徒步时

，一旦遭遇大

雨，要迅速转

移到安全的高

地，不要在谷

底过多停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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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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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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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泥石流时该怎么做



防灾减灾小知识



我国防震减灾工作的方针是“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

方针”。预防为主，就是要把地震事件发生之后一时的、被动的、消极

的救灾活动，转变为地震事件发生之前长期的、主动的、积极的、全社

会参与的防御行为。而地震事件发生之前长期的、主动的、积极的、全

社会参与的防御行为的养成则是依靠公众的防震减灾意识的形成和提高

，这就需要大量的、深入的、持久的、广泛的防震减灾的宣传和防震减

灾知识的普及教育。我们说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说的就是这

个意思。

提高我们减灾意识的重要性



地震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
，靠在墙角曲身体，抓住机会逃出
去，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
阔地。

洪水
洪水猛，高处行，土房顶上待不成
，睡床桌子扎木筏，大树能拴救命
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
险情。

泥石流
下暴雨，泥石流，危险处地是下游
，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
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
气候。

火灾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
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
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
跳楼会伤身。

台风
台风来，听预报，加固堤坝通水
道，煤气电路检修好，临时建筑
整牢靠，船进港口深抛锚，减少
出行看信号。

十条自救法则



十条自救法则

雷击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
站，铁塔线杆要离远，打雷家中
也防患，关好门窗切电源，避免
雷火屋里窜。

龙卷风
龙卷风，强风暴，一旦袭来进地
窖，室内躲避离门窗，电源水源
全关掉，室外趴在低洼地，汽车
里面不可靠。

防化
化学品，有危险，遗弃物品不要
捡，预防烟火燃毒气，报警说明
出事点，运输泄漏别围观，人在
风头要离远。

暴雪
暴雪天，人慢跑，背着风向别停
脚，身体冻僵无知觉，千万不能
用火烤，冰雪搓洗血循环，慢慢
温暖才见好。

疫情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
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
消毒餐用具，入受感染早就医
，公共场所要少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