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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据国际灾害数据库（Emergency Events Database）提供的数

据统计 [1]，对日本 1950—2014 年 64 年间发生的自然灾害进行分

析和挖掘。研究表明，日本对防灾减灾的重视由来已久，在历史

经验与法律体系的衔接与协调中，最大限度地提升应对灾害的能

力，提高救灾效率，有序推进避难疏散场所的建设。1978 年以后，

灾害直接影响人数与总波及人数陡然下降（图 1），政府防灾减灾

的措施和行动挽救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

1980 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动，日本经济经历飞速增长。然

而，高强度的土地开发、高密度的城市空间环境、高速率的信息

交换和高聚集的人群正在深深改变着城镇自然山水地理格局，城

镇的承载极限不断增大，更容易遭受灾害影响。2011 年 3 月 11 日，

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 9.0 级地震，继而引发海啸，造成福岛

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波及 600 km 的海岸线。避难疏散场所每

日收容能力已接近上限，曾达到 55 万人。地震发生后第 6 天，8
个县的 2 400 多处避难设施中容纳约 43 万人；地震发生后第 9 天，

仍有 2 100 处避难设施容纳约 37 万人。此次复合灾害所造成的经

济损失高达约 2 100 亿美元，占 2011 年度全球损失总额的 57%[2-4]

（图 2）。如此浩劫带给人们的是心有余悸和铸就伤痛的记忆犹新，

研究此次灾害具有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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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日本大地震“地震—海啸—核泄漏事故”这一重大复合

灾害为背景，通过对日本城镇海啸避难所规划策略的研究，一方

面归纳出海啸避难所定义与类型、海啸避难场所规划设计方法和

发展策略，另一方面探讨了日本法律背景下的疏散计划框架。我

国沿海城市灾害类型多且频繁发生，但避难疏散场所建设及防控

措施单一而薄弱。本文力图弥补当前我国避难场所的课题研究的

空白，系统化完善避难疏散场所规划体系，有效预防、减少和消

除灾害损失，以期对我国沿海城市避难疏散场所提供实效性较强

的规划策略和启示。

Abstract: Taking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which is an “earthquake-
tsunami-nuclear leakage accident” compound disaster to analyze the 
planning strategy of tsunami refuges in Japanese towns, the article sums 
up the definition, types, planning method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sunami refuges, and explores the evacuation framework under the legal 
background of Japanese. Various types of disasters occur frequently 
among Chinese coastal cities, but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for refuges in those cities are less and weak. The study aims to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research of refuges in China, to perfect the planning 
system of refuges systematically, to prevent, reduce and eliminate the 
loss caused by disasters effectively, and to provide an enlightenment of 
effective planning strategies for refuges of Chinese coastal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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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日本自然灾害受灾人数统计图（1950—2014 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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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城镇海啸避难所

在灾害突变和渐变相互转变的过程中，城镇自然生态与

致灾因子之间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人类的工

程活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地震—海啸—核泄漏

事故”这类过去不为人预知的复合灾害突发，凸显了灾害的

不确定性和开放性，地震后的海啸避难疏散困难直接导致了

灾民的死亡。因此，研究疏散与避难场所的布局设置，建立

相对完整的避难疏散体系，才能确保逃生行动与避难生活的

有序进行。

1.1  避难疏散场所等级与类型
自江户时期日本建立避难小屋提供救助，至今已经初具

避难所雏形 [5]。从此以后，日本针对多种灾害，按照应急机

制与灾害影响，经过科学的规划设计和合理的建设，配备相

应完善的配套设施。日本城镇中避难疏散场所基本上可分为

三个等级：临时集合场所、避难场所和避难所（表 1）。

1.1.1  避难场所

根据日本广岛西南部吴市的危机管理部门的分类，避难

场所基本上包括三种类型 ：广域避难场所、临时避难场所和

临时避难设施，以城市的绿地、公园、广场等开敞空间为主。

（1）广域避难场所 ：收容灾民，并确保其安全的大面积

场所。

（2）临时避难场所：临时提供给较多灾民避难的大面积

场所，当灾害险情得到控制后，可向广域避难场所转送。

（3）临时避难设施 ：为了躲避洪水、风暴潮、海啸等

灾害威胁，滞留的灾民在中、高层建筑的室内、建筑屋顶、

走廊等临时避难的设施，多为钢筋混凝土或钢结构的牢固

建筑。

1993 年，日本结合防灾公园制定了《城市公园法实施

法令》，将上述广域避难场所、临时避难场所和临时避难设施，

结合城市绿地、公园和广场细化分为六种类型，并赋予技术

指标（表 2）。

1.1.2  避难所

日本城镇避难所包括五种类型：避难据点、准避难据点、

福利避难所、准福利避难所和地区避难所。

（1）避难据点 ：城镇遭受地震、风灾、水灾等灾害，

或者受灾害威胁时，民众暂时滞留的建筑物，以中小学校

为主。

（2）准避难据点：在避难据点无法收容避难者时开放的

暂时滞留的建筑物。可根据灾害的种类、规模与避难据点一

起开放，以大学为主。

（3）福利避难所：为需要特别照顾的特殊人群临时滞留

而开放的建筑物，以老人福利设施、无障碍设施等为主。

（4）准福利避难所：为照顾轻度特殊人群开放的暂时滞

留的建筑物，以及在避难据点等地的避难生活困难的情况下，

转送轻度需要照顾的特殊人群的地方。

（5）地区避难所 ：根据灾害的种类和规模，地区自主

开放的临时滞留的建筑物，根据避难者的需要向避难据

点或准避难据点转移，以会馆、集会所、小区活动中心

等为主。

表 1  日本城镇避难场所分类

按照等级分类 按照类型分类 功能

临时集合场所 临时集合场所
通常用于转移灾民到安全庇护和临时避

难的过渡性场所

避难场所

广域避难场所
通常用于灾民紧急疏散，或者临时生活

安置的开敞空间
临时避难场所

临时避难设施

避难所

避难据点

通常用于提供给无家可归的灾民中长期

居留的公共建筑

准避难据点

福利避难所

准福利避难所

地区避难所

表 2  日本结合防灾公园的避难疏散场所类型与特征

类型 规模 空间载体 标准或建议性规定 作用

广域防灾

据点

面积 50 hm2

以上

郊野公园、自然

公园
50 万 ~150 万人 阻隔灾害

广域避难

场所

面积 10 hm2

以上

广域公园 [6]、都

市基干公园 [7] 服务半径 2 km 安全停留

紧急避难

场所

面 积 1 hm2

以上

街区公园、儿童

游园
服务半径 0.5 km 紧急避难

避难道路
宽 度 10 m

以上

城市绿道、生态

廊道

绿带宽度 10 m

以上
防止蔓延

缓冲绿地 不限 都市绿地 不限 阻隔灾害

邻近防灾

据点

面积 500 m2

以上

近邻公园、宅旁

绿地
人均避难面积 2 m2 迅速到达

图 2  日本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统计图（1950—2014 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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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海啸避难所
日本“3·11”东北大地震引发海啸，横扫沿海地区，

曾建立在海边附近的地震避难场所顷刻间被海水吞噬，大片

陆地被海水倒灌，许多避难所和基础设施被摧毁，根本无法

避难。原本供安全疏散的地震避难场所面临海啸反而成为危

险区域。尽管修建了防护堤坝，建立了地震与海啸预警系统，

公布了疏散计划和开展公众宣传，但部分地区浸水的高度和

波及范围仍然超过了预测。这些现象引发了日本相关部门的

高度重视和反思。为了完善应急机制，2011 年 12 月政府针

对这次海啸灾害特别出台了《海啸防灾地区建设法》[8]，并

开始尝试在低海拔地区和避难困难地域建设海啸避难所。

针对地震引发的海啸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如房屋倒塌

等，海啸避难所可供较长时间停留 [9]，分为海啸紧急避难所

和海啸长期避难所（表 3）。 

1.3  规划设计方法
基于海啸浸水预测图，依据总务省消防厅 2003 年颁布

的《市镇村海啸避难规划制定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对避难对象地域进行规划布局。根据历史经验震级最高、

破坏力最强的地震，推测避难可能的时间，即从地震发生，

避难疏散开始（即避难开始时间），到海啸到达为止的时间。

鉴于地震对道路造成的破坏，如信号灯失效、避难车辆增多、

秩序混乱、有效避难道路狭窄等，以及海啸速度快的特点，

灾民在短时间内的防御措施是步行至邻近处的高台。《指

南》建议的正常人逃生步行速度是 1.0 m/s（时速 3.6 km），

考虑到特殊人群（老年人、残障人、孕妇等）疏散行为特征，

确定避难速度以 0.5 m/s（时速 1.8 km）为基准。以避难距

离为半径，推算出避难所可能的设置范围和危险区域 [10]（图

3）。依据城市空间布局特点确定避难路，即城镇通往海啸

避难所的指定道路。海啸警报未解除前，将民众疏散至海

啸紧急避难所和海啸避难所。当没有海啸危险的时候，紧

急灾害对策本部把避难人员移送至远离海啸区域的避难所，

且为需要援助的老年人、残障者等特殊人群提出申请并护

送至福利避难所，部分灾民将被转移到准避难据点。

1.4  规划策略

1.4.1  建设海啸避难所

日本政府指定的海啸疏散避难地点超过 7 万个，包括避

难场所和避难所 [11]。这些避难地点部分设置于远离海啸浸水

区域，在适宜的高地选址，并具备良好的避难功能。在日本 

“3·11”东北大地震引发海啸吞噬的地域，高层避难建筑

（构筑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挽救了灾民的生命。日本仙

台市 5 个城镇至少 9 700 人撤离至指定的坚固的高层建筑物

（构筑物），从而得以幸存。海啸避难所专门设计用于减轻

海啸给灾民造成的威胁，避免近海岸地区由于没有高地避难

而瞬间夺走居民生命。指定的海啸避难所，应位于经过分析

预计的海啸淹没区域，并具备足够的安全高度来抵御海啸对

灾民的威胁（图 4）。通过卫星图像空间分析，从抗震设计

角度优化结构的各个部位，模拟可经受最大级别海啸的海浪

冲击，综合考虑整个建筑物在“地震—海啸”这类复合灾害

表 3  日本城镇海啸避难场所类型、定义及特征辨析

分类 海啸紧急避难所 海啸长期避难所

用途特征 紧急转移至安全处，时间相对较短 安置回家困难灾民，时间相对较长

标准制定

符合容纳受灾者紧急停留的适当规模；结构坚固，隔震减震，也不会因海啸

灾害而损毁；在有效避难时间内，具有海啸水位以上高度的避难空间

除此以外还需满足以下的任何一条：

·安全区域内避难场所（例如高塔等）；

·安全区域外避难设施（例如海啸避难所）

符合容纳受灾者居住的适当规模；有利于迅速接受受灾者；有利于

迅速提供、分配救灾援助物资；受海啸灾害的影响相对较小；方便

救援车辆进出

除上述要求外，还具备特殊人群（例如老年人、残障人、乳幼儿或

需要照顾的人）特殊避难设施和救援体制

管理机制 由市长、镇长、村长指定 由市长、镇长、村长指定

适用范围 必要时两者可以兼用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9] 整理

图 3  日本城镇海啸危险区域示意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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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日本海啸避难所设计标准

项目 标准说明

安全高度
25 m 左右（约 6 层楼高度）

海啸避难所安全高度 =（最大海啸海浪波高×1.30）+1.0 m

规模 紧急避难所可容纳 300 人，普通避难所可容纳 100 人

建筑物抗灾级别 抗震；可经受最大级别海啸的海浪冲击

防灾设备 海啸监控摄像头、救援物资储备仓库、紧急发电设备等

其他设备 电梯、给排水设备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9 ,13] 整理

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充分考虑避难人数的情况下，假设海啸

灾害地域存在学校等教育设施，应该强化学校的防灾功能，

了解学校用地标高、到海岸或河岸的距离、周围的地形情况，

以及历史上遭受海啸灾害到达地域、到达时间等资料，使

实际状态符合制定的避难所标准（图 5, 图 6）。

1.4.3  建设海啸紧急避难设施

高地和山坡上的建筑均能成为紧急避难所。根据不同地

形形成两种策略，即建设海啸避难台阶和避难通道，以通往

山坡上的高地和建筑进行避难，最大限度地赢得时间，挽救

灾民的生命（表 5）。

2  日本依托相关法律的海啸疏散框架

日本拥有世界上最为先进的预警系统——收集各种地震

和海啸信息，通过媒体、综合防灾系统、全国瞬时警报系统

（Japan Alert System）、网络、手机短信等一切手段迅速详细

地向民众传达。该预警系统将海啸海浪高度分类，确定海啸

作用下的性状，加强构造措施 [12]。人工建造的开放平台式垂

直避难所，不一定是完全封闭的空间（表 4）。

1.4.2  强化学校等教育设施的防灾功能

日本“3·11”大地震后，中小学教室和体育馆均成为

避难所。由于学校建筑物防灾建设标准要求高，相对最为安

全，灾害来临时多数灾民选择去学校操场和教室避难。2011
年 7 月，日本颁布《关于东日本大地震受灾学校设施管理条

例》，提出学校需根据所在位置区域情况提出相应的应对策

略。2012 年 1 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对学校作为避难所的利

用状况进行课题研究，统计出福岛县和宫城县（除仙台市以

外）525 所学校避难利用的现状和问题。日本东北部大地震

避难所利用的学校设施中，体育馆利用率高达 70.1%，普通

教室利用率为 34.9%，特别教室利用率为 33.3%，空教室利

用率为 21.7%。调查中还发现，学校内的厕所、取暖设备、

给水设备、通信设备和供电设备等多数存在问题 [14]。截至

2013 年 5 月，日本用于灾时避难所的学校数量为 32 202 所，

占全国公立学校总数 92%，其中 90.3% 是中、小学校，另外

还有高等学校、中等教育学校和其他学校。

由此可见，学校教育设施在灾时避难疏散过程中起到了

图 4  日本城镇海啸灾害疏散方案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0]

图 4  日本城镇海啸灾害疏散方案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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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的等级。当预测海啸高度超过 3 m 时，启动重大海啸警

报；当预测海啸高度在 1~3 m 之间时，启动海啸警报 ；当预

测海啸高度在 0.2~1 m 之间时，进行海啸通报。

2010 年，参考地震疏散计划，日本又制定了水灾疏散

计划的疏散框架，以及浸水区域周边对象的市（镇、村）地

域防灾计划。根据同年修订的《灾害对策基本法》防灾规划

第 3~5 条规定，中央政府负责制定国家防灾计划，并对自治

体进行防灾工作的推进和综合调整。都（道、府、县）制定

并实施都（道、府、县）所在地相关的防灾规划，负有对本

都（道、府、县）内的市（镇、村）进行的相关防灾援助和

综合调整的责任。市（镇、村）等“基础自治体”负责制定

地方行政单位防灾相关的规划并负责实施。其中第 2 条还规

定了市（镇、村）防灾协作互助的框架，对于实施防灾对策

有实际困难的或者没有效果的情况，都（道、府、县）或市

（镇、村）等“基础自治体”可采取跨越行政区的协作计划，

制定受灾地域整体的援助对策。

3  对我国沿海城市避难场所规划的启示

我国漫长的海岸线集中了很多重要的经济地区，一旦发

生危险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确保沿海城市防灾规划战略地

位的优先性，在沿海存在灾害风险的地区，确定相关避难疏

散规划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3.1  系统化完善避难疏散场所规划体系
避难疏散场所规划应该是一个系统化的规划类型，以战

略的思维审视城市的安全问题，防止规划条例重叠却针对性

不强，内容交叉却衔接不利。积极确定合理的城市空间布局、

功能结构、空间形态和防灾设施，探索理想的防灾空间秩序，

并作为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的依据。控制灾害的扩散，对于减

少由此产生的次生灾害，立足长远地消除灾害隐患和改善城

市生态环境有积极推动的作用。有效地组织安排灾民避难是

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必须把影响沿海城市疏散的问题提升

到较高的视角去思考，进行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的谋划，

强调避难场所专项规划在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作用，弥补突发

公共事件可能导致的综合防灾在任何环节上滞后或失效，作

出正确的应对，防患于未然。促使城市防灾要求和措施融入

城市分区规划、详细规划等城市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规划，

实现城市避难疏散的高效、规范、有序运行，切实增强城市

的应变能力（图 7）。

3.2  弥补避难场所课题空白
我国沿海城市集中了大量的经济活动、就业机会和创新

中心 [15]，一旦发生复合灾害，疏散集聚人群至相对安全的避

难场所是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唯一途径。因此，沿海城

市不同种类避难疏散场所的选址和规划布局是解决城市安全

问题首先面对的重大课题。避难场所类型必须应对不同致灾因

子的特性与来源、灾害产生影响程度和避难功能的需求，逐步

深入到具体的建设措施、指标体系等方面（表 6），并制定相

应的优化疏散行动措施。与日本相比，我国避难场所防范灾种

类型和功能相对单一，从现有的应急避难场所统计分析，重点

基于应对地震这一灾种安置受灾者，建设避震疏散场所，且类

型与层级结构的分类方法相对模糊，整体缺乏针对性。

3.2.1  针对自然灾害类型建设避难场所

沿海城市多发生海洋、气象、洪涝、地质灾害与地震等

自然灾害，由于缺少面对变化莫测的灾害风险概念和灾害演

化规律的相关思考，缺少针对沿海城市多发的自然灾害而建

表 5  海啸避难台阶和避难通道

策略一；避难台阶

距离海边小于 500 m 的地方，在山的斜坡上建造水泥固定

的避难台阶。当地震引发海啸时，附近无法逃往远处的灾

民可在短时间内迅速攀登至山坡上的高地，观察情况后再

迅速转移

策略二；避难通道

建设社区防灾中心、学校等建筑延伸出的避难通道。当灾

民听到海啸警报，确认海啸来袭时，利用建筑物避难通道，

缩短避难时间，向更高的高地继续避难

避难台阶

避难通道

建筑

建筑

海浪方向

海浪方向

淹没范围

淹没范围

浸水高度假设

浸水高度假设

安全区域

安全区域

图 7  避难疏散场所规划体系

城市规划中的
避难疏散规划

区域性避难
疏散体系建设

城市综合防灾总体规划

（特大城市）分区规划

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建性详细规划 避难疏散修建性详细规划

城市避难疏散系统规划

避难设施与空间规划设计

控规对避难疏散控制与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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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避难场所，在面临灾害错综复杂与次生灾害连锁频发时，

无法满足灾民的避难需求。2015 年 7 月浙江沿海遭遇 50 年

来最严重台风“灿鸿”，造成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复合灾

难，沿岸地区 115 万人紧急疏散 [16,17]。如果有针对台风、暴雨、

风暴潮等沿海城市自然灾害而建设的避难场所，就可以提高

城市的应急避难能力，有效加快政府灾害应急机制，为危险

中的人们及时、适时提供安全保障，避免大范围、大规模民

众因长途疏散的困难陷入恐慌，成为呵护生命之所在。

（1）构建沿海城市海洋型、气象型避难场所

构建海洋型避难所。由于海啸预报难度很大，且并不是

所有海啸都必定引发地震，常被认为是小概率事件。然而，

我国周边海域大多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如南海东部、菲

律宾以西海域，一旦发生地震就可能引发传至浅海的巨浪，

使周边沿海城市处于危险的境地，甚至可能直接引起海啸灾

害，海南、广州、福建、浙江和港澳台等沿海省（市）便会

受到波及，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面临严重的威胁。

构建气象型避难场所。全球气候变暖引发的暴雨、洪水

等灾害和极端气候事件与日俱增。天津市有应急避难场所 28
个，总计占地 431.1 万 m2，共可容纳 118.9 万人。2012 年 7
月天津遭遇 1978 年以来特大暴雨及洪涝灾害 [18]，长虹公园、

水上公园等避难场所使用率偏低，并不适合暴雨灾害避难，

再次引发人们对基于避震建设的疏散场所无法适合其他种类

灾害的思考。

（2）优化沿海城市地震避难场所指标

我国是一个地震灾害多发的国家，由于自然地貌丰富多

样，不可能在应急避难方面制定统一的规范标准。因此，上

海、深圳和台北等沿海城市相继制定了地方应急避难设计规

范和规划纲要 [19-22]（表 7）。沿海城市贯彻执行国家标准的同

时，需要进一步寻求适用于本地的避难场所设计方法和途径，

从满足城市安全的角度来控制指标的科学性，与控制性详细

规划指标体系相结合。同时，城中村、棚户区、城乡结合部

需确定相应的避难疏散改造模式和改造时序，形成从粗放破

表 6  我国沿海城市避难场所与避难所构建

灾害种类

气象型避难场所

海洋型避难所

地质型避难场所

人防工程避难所

灾害产生影响
场地型避难场所

场所型避难场所

避难功能

地上垂直避难所

地面避难场地

地下避难所

表 7  沿海城市避震场所技术指标类比

城市 避震场所控制要求

上海

场地型应急避难场所分级控制要求

场所级别 保障性能 用地面积（m2） 人均避难面积（m2） 疏散距离（km）

Ⅰ类应急避难场地
固定避难

≥ 20 000（浦西内环以内面积 ≥15 000） ≥ 3.0 0.5~2.5

Ⅱ类应急避难场地 4 000~20 000 ≥ 2.0 1

Ⅲ类应急避难场地 紧急避难 2 000~4 000 ≥ 1.5 0.5

场所型应急避难场所分级控制要求

场所级别 保障性能 建筑面积（m2） 面积（m2） 疏散距离（km）

Ⅰ类应急避难场所
固定避难 4 000 m2 以上单建式地下空间（含人防

工程）或大型体育馆、展览馆、学校等

2.0~3.5 0.5~2.5

Ⅱ类应急避难场所 1.5~2.0 0.5~1.5

Ⅲ类应急避难场所 紧急避难 1.0~1.5 0.5

深圳

室外避难场所

场所级别 用地面积（m2） 人均避难面积（m2） 疏散距离（km）

中心避难 ≥ 100 000 ≥ 2.0 ≤ 10.0

固定避难 ≤ 10 000 2.0~3.0 ≥ 2.0

紧急避难 ≥ 1 000 ≥ 1 ≤ 0.5

室内避难所

不限 不限 3.0~5.0 ≤ 2.0

台北

室外避难场所

场所级别 用地面积（m2） 人均避难面积（m2） 服务半径（km） 避难道路宽度（m）

中长期收容场所 ＞ 50 000 ＞ 3 ＜ 2 ≥ 15

临时避难场所（收容所） — ＞ 2 0.35~0.8 ≥ 12

紧急避难场所 — ＞ 1 0.27~0.35 ≥ 5



90  2017 Vol.32, No.6

规划研究 

碎到统筹有序的避震场所指标优化策略 [23]。根据沿海城市中

心城区传统的街巷空间尺度及其连续性，提出防灾措施，并

结合人的疏散行为，在充分认知环境空间的基础上选取疏散

指标数值的参考值。

3.2.2  针对人为灾害特征建设地下避难所

人为灾害与自然灾害往往密不可分，人类的活动可能诱

发自然灾害或加重灾害，突发的自然灾害也可能引起人为次

生灾害或衍生灾害。本文所指人为灾害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

是人为事故性灾害，另一种是人为故意性灾害 [24]。其中，人

为事故性灾害包括危险化学品泄漏、爆炸、火灾等；人为故

意性灾害包括恐怖袭击、战争、社会骚乱等。

基于民防工程发展的视角，国家经济越发达，其城市避

难疏散功能越完善，特别重视人防建设与地下防护空间的统

筹。一方面提高城市整体防卫能力，发挥地下空间的抢险救

援和防灾救灾的特性；另一方面提高城市抗御自然灾害和防

空抗毁能力，应对地面建筑或基础设施被严重毁坏，保存城

市部分功能，提供灾时避难空间，储备救援物资仓库，开辟

救灾安全通道等。同时，由于城市对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加，

城市开发已从单一的地上发展转为立体化综合发展。地下交

通设施、地下商业设施、高层建筑地下空间、地下车库和地

下仓库设施等地下公共空间相继出现，向地下要土地、挖掘

地下空间成为沿海城市发展避难所的必然趋势。

4  结语

目前，国内避难场所规划针对“地震—海啸”这一特定

高风险海洋灾害的研究相对匮乏，日本城镇海啸避难所规划

以崭新的视角，为我国沿海城市避难疏散规划提供了参考理

念和实践目标，开拓了避难疏散场所设计方法和思路，并在

此基础上系统化完善避难疏散场所规划体系的构建，为实现

沿海城市避难场所与防御各类灾害的契合提供了具体可操作

的途径。尽管如此，避难疏散仍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复杂

的系统工程，仍有多技术问题以及相应的保障机制方面的问

题，需要在未来进行不断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注：文中未标注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整理或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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