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2 卷

震灾防御技术

第1期

2017 年 3 月

Vol. 12，No. 1

Technology for Earthquake Disaster Prevention

Mar.，2017

刘晶晶，宁宝坤，吕瑞瑞，胡杰，2017．震后典型建筑物倒塌分类及救援特点分析．震灾防御技术，12（1）
：220—229．
doi：10.11899/zzfy20170123

震后典型建筑物倒塌分类
及救援特点分析
刘晶晶

宁宝坤

吕瑞瑞 胡

杰

（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北京 100049）

摘要

震后建筑物倒塌造成人员埋压，快速的搜索与营救是有效减少伤亡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通过

研究震后典型建筑物倒塌类型，从建筑物垂直和水平破坏角度出发，提出一套三级分类体系，并对每
类倒塌建筑物的受力及生存空间进行讨论。同时结合大量文献及汶川地震救援案例资料，重点分析总
结各类建筑物救援时的路线选择、救援通道建立、被困人员施救等技术特点。
关键字：地震灾害

建筑物 倒塌类型

救援

引言
地震虽属小概率事件，但其释放的能量巨大，其中破坏性地震可使地表建筑物（构筑物）
的表层装饰装修、内部空间，甚至建筑结构发生改变，产生裂缝、剥落、倾斜，甚至是坍塌。
特别是发生在城市、经济发达地区，或人口与建筑物密集地区的破坏性地震，不仅对群众生
命财产造成威胁，还给经济及社会发展带来重创。
根据地震现场建筑物破坏等级划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2012），其中基本完好、
轻微破坏，以及部分中等破坏的建筑物，虽然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但主体结构未遭破坏，
对人员造成的损害有限，而严重破坏及毁坏等级的建筑物则完全丧失功能，形成局部甚至
整体的倾斜或塌落。震后倒塌建筑物是造成人员埋压的主要原因，建筑物破坏面积与人员
伤亡也存在一定关系（吴新燕等，2014），汶川地震中 90%以上人员伤亡是由建筑物倒塌所
致，因此倒塌建筑物是搜索与救援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在不同类型的倒塌建筑物中进行救
援其过程极其复杂，对埋压人员的搜索定位、救援方案的制定、营救方法与技术也存在差
异，特别是一些深层埋压，救援时间普遍超过 6 小时，甚至达 24 小时以上，这对被埋压人
员的存活率是极大考验。通过对建筑物倒塌进行分类，掌握生存空间的特点及规律，可为
人员埋压位置判识提供依据，同时通过案例研究及时总结不同类型的救援技术要点，可有
效缩短救援时间，提高救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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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研究综述
建筑物倒塌及生存空间类型
国外针对震后建筑物倒塌的分类方式研究较早。加拿大公共安全及应急准备部门将建筑
物倒塌分为 V 型、倾斜支撑型和夹层型（OCIPEP，2002）；美国消防协会将建筑物倒塌分为
斜靠式、V 型、悬臂式、饼型和 A 型1；国际搜索与救援咨询团（Inter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Advisory Group）根据生存空间将建筑物倒塌分为倾斜型、悬臂型、馅饼型、V 型和 A 型。
我国于 21 世纪初借鉴国外相关成果开始了研究工作，顾建华（2003a）根据倒塌空间将
建筑物分为倾斜支撑型、悬臂型、V 型和夹层型，后又细分为地板斜靠型、斜靠悬臂型、V
型、坍塌型、翻转型和复合型（顾建华，2003b）；郭红梅（2008）将建筑物倒塌分为倾斜支
撑型、悬臂型、V 型、夹层型、翻转型和复合型；赵国存等（2010）根据生存空间在废墟中
的深度和位置，将建筑物分为墙体局部坍塌型、墙体大部分坍塌型、楼板一端塌落型、悬臂
梁型、V 字塌落型和层叠塌落型；翁旭然（2015）根据建筑物倒塌及救援方式差异，将倒塌
方式分为完全倒塌型、薄弱层倒塌型和局部倒塌型；董宁（2016）将倒塌方式分为间夹型、
V 型和单斜型。一些学者根据引发建筑物倒塌的因素将倒塌分为 8 类，即倾向型、悬臂型、
V 型、薄饼型、幕落型、连锁反应型、内向/外向型和 90 度型；公安消防系统根据救援工作
特点，将建筑物倒塌分为倾斜坍塌、平降坍塌和 V 字型坍塌。另有部分学者讨论了倒塌建筑
物局部生存空间的类型：陈维锋等（2008）将建筑物倒塌空间分为倾斜支撑型、悬臂型、V
型和夹层型；蒲茂民（2008）将汶川地震深层埋压空间分为整体坍塌无规则型、夹层型、△
型和 V 字型；张光俊（2009）将建筑物倒塌空间分为单斜式、V 型式、多层间夹式和无规则
式；李亦纲等（2010）将建筑物倒塌空间分为 V 型、悬臂型、倾斜支撑型、夹层型和复合型。
1.2 埋压人员救援技术
埋压人员救援是震后应急救援的核心任务。目前，应急救援领域的发展以及大震巨灾的
频繁发生，促使国内地震专业救援队伍建设规模日益壮大，救援技术得到不断实践与创新。
近年来，国内也开展了一些研究性工作，主要包括救援方案与策略、救援现场组织管理、营
救实操技术等。
在救援方案与策略方面，丁显孔（2008）总结了挖掘破拆 5 项基本流程，即划定挖掘破
拆范围、打通救援通道、选择装备器材、挖掘救生隧道，以及挖掘破拆的注意事项等；范茂
魁等（2009）将被困人员营救分成 5 大环节，即人员定位、心理安抚、生命补给、挖掘通道、
安全保障；赵国存等（2010）总结了现场搜索营救策略，即信息收集与评估、废墟表层营救、
重点生存空间的人员搜索营救、救援过程中的破拆与支撑；宋述义（2015）提出了救援方案
的 5 个等级，即救援通道和紧急撤离路线选择、结构稳定性评估和加固、破拆器材和破拆方
法、医疗救援及意外情况应对；董宁（2016）结合人员被困的深度总结了实施救援的几大环
节：一是快速评估，二是浅层搜索救援，三是中层犬救援，四是深层仪器定位救援，五是合
理支撑。
在救援现场组织管理方面，杨建民等（2004）提出了地震现场的救援程序、措施及组织
指挥的要点；马占全（2008）认为消防部队开展地震救援的行动特点包括接警出动、迅速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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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指挥人员到位、组织后勤保障、协调救援行动；张光俊（2009）提出了地震坍塌建筑物
事故的 4 项处置程序，即人员装备的调集，成立现场临时指挥部，信息收集、警戒与人员疏
散，危险源的控制与消除；何卫成（2014）将救援行动分为 3 大部分进行管理，主要包括专
业营救知识与技能的使用、救援现场的安全管控以及现场各项辅助保障。
在营救实操技术方面，毕兴权（2008）总结了清除压埋物、打洞挖井、开孔输氧、心理
安抚等 4 项营救技术；蒲茂民（2008）讨论了深层生存空间内人员的营救方法，即逐层清理
法、挖掘通道法和综合法；马占全（2008）提出营救的 4 个步骤，即输送空气、扩孔钻缝、
打洞联通和掘进开挖；周雪昂等（2009）等介绍了目前常用的 6 种营救技术，即扩孔掘进、
防护固定、机械起吊、生命保障、医疗救护和心理救助；郑春生（2010）提出了保障救援开
展的 10 项实用技术，即搜救定位、安全支撑、吊井下挖、上挖铲石、竖井横挖、气垫支撑、
瓦砾移除、绳索救援、科学喂食、伤员搬运；王存亮（2011）提出了保障救援的 4 大方面，
包括搜救定位、安全支撑、瓦砾移除、气垫撑顶；何卫成（2014）梳理了 6 种营救方法，包
括扩孔掘进、打洞挖井、防护固定、机械辅助、生命保障、心理安抚；宋宫儒（2016）讨论
了生命探测、远程医疗、机器人、工业内窥镜、遥感技术在救援实施中的应用。同时还有部
分学者通过地震巨灾救援案例来阐述营救技术，特别是汶川地震中位于极震区Ⅺ度区内的北
川县城，90%以上建构筑物严重破坏或倒塌（李小军等，2008）
，为开展案例分析与总结提供
了大量基础性资料，如邓民宪（2008）总结了汶川地震曲山镇幼儿园及北川县交通局 2 名埋
压人员的救援过程，强调了开辟救援通道及支撑防护的方法，以及在严重倒塌建筑物中进行
救援的关键技术；吴铁生（2010）总结了汶川地震中北川老城区、曲山小学、北川中学的救
援过程，讨论了关键技术环节；冯志泽（2013）围绕破坏情况、人员分布、结构安全评估、
救援方案制定、以及救援实施过程与应注意的问题，总结了汶川地震中 3 个救援案例，着重
强调了在完全倒塌建筑物或狭小空间内的救援技术特点。

2 地震导致的建筑物倒塌类型
从字面上理解建筑物的倒塌，应包含“倒”和“塌”两种现象，缺少一种则不符合地震
现场实际情况。绝大多数现有的分类研究将分析重点放在了建筑物垂直方向上的坍塌，结合
坍塌后的生存空间结构进行分类，如 V 型、A 型和饼型等，然而对建筑物水平方向上的倾倒、
倾斜现象则少有关注。为体现建筑物倒塌结构特点，展示建筑物损毁程度，区分救援方法与
技术的运用，本文结合生存空间的构成，对建筑物倒塌类型进行了再划分，将建筑物倒塌分
为倾斜型、塌落型，以及复合型。
2.1 倾斜型
建筑物发生角度翻转，自身长度与宽度改变较少，即未发生坍塌。建筑物因纵墙柱、地基
等承重构件某一侧受力失效产生断裂，无法起到支撑作用，出现向前或向后倒下的形态，形成
一定倾斜角度，甚至是 90 度平铺于地面。或由于地震力作用，建筑物形成左右倾斜或拉伸变
形，边长发生偏移，与垂直线存在一定夹角。倾斜型可分为左右倾斜型和前后倾斜型，每个类
型又包括局部倾斜和整体倾斜。倾斜型建筑物易对周边建筑物造成影响，形成连锁反应。
2.2 塌落型
建筑物发生垂直位移改变，平行位错较少。建筑物因地基、某一楼层墙柱或局部支撑受
力失效等，出现局部或整体的平行下降，发生坍塌，可分为局部塌落型和完全塌落型。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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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落根据生存空间不同又分为斜靠型、V 字型、悬臂型和夹层型。完全塌落较为普遍的分类
是 V 字型、A 字型和饼型。通常多层建筑易形成塌落型，包括具有大开间的底商及多开窗洞
的多层砌体建筑。RC 结构的高层建筑物完全塌落较少，可能出现局部或部分楼层的塌落。
2.3 复合型
建筑物存在倾斜和塌落两种破坏。二者可能同时出现，也可能由于其中一项破坏程度过
大，导致出现另一项新的破坏。如前后倾斜建筑物，当倾斜角过大时靠近中间及底层位置可
能出现折断，或底部受到过大挤压而坍塌。左右倾斜建筑物易出现底层受力不均衡坍塌，同
时可伴随一定的扭转角度。

3 典型倒塌建筑物埋压人员的救援技术
倒塌建筑物的生存空间
震时人员埋压过程复杂多变，不仅与发震时间、地震能量、建筑物结构有关，也与室内
的房屋格局、装饰装修以及物品陈设位置有关，甚至与人员活动过程、活动习惯有关。复杂
的外部及内部因素，导致震后搜救被困人员异常困难。基于生存空间的建筑物倒塌分类不仅
为现场救援提供了埋压人员的定位参考，同时还可针对不同生存空间结构特点、埋压位置（见
表 1）制定科学、有效的营救方案及方法，赢得救援时间，从根本上提升救援效率。
3.1

表1
Table 1
建筑物倒塌类型

不同建筑物倒塌类型及其生存空间

Various types of building collaps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iving space
示例图片

建筑受力及人员生存空间

前后倾斜

纵墙、横墙或支撑柱受力过载失效向前
后或左右倾斜，倾斜角度较小，结构相对
稳定，主要由于门窗及楼梯间变形导致人
员被困，整体生存空间大，人员存活率高。

倾斜型

左右倾斜

塌落型

局部
塌落

斜靠

某一支撑墙倒塌或地板连接处在一端断
裂的情况，塌落处两端支撑并构成三角地
带，形成生存空间，结构不稳定，有一定
的人员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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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倒塌类型

局部
塌落

示例图片

建筑受力及人员生存空间

V字

建筑物楼板中部不堪重负而断裂、塌落
形成，呈现中间低两边高的 V 字形态，V
字内部、塌落底部与两侧墙体夹角处形成
生存空间，结构不稳定，有一定的人员存
活率。

悬臂

建筑物纵墙墙面塌落掉落，导致地板或
天花板的一端被吊于墙的一部分，另一端
则自由悬挂（李亦纲等，2010），结构不
稳定，生存空间位于非悬臂处、悬臂上方
等，有一定的人员存活率。

夹层

由于建筑物上层支撑墙和柱不够结实，
使过多荷载施加在下层构件上，因此上层
构件落到了下层（李亦纲等，2010），出
现一个或多个夹层的情况，结构稳定但生
存空间小，人员存活率较低。

V字

同局部 V 字塌落受力情况基本相同，
导致建筑物整体塌落成 V 字结构，形成
多个支撑空间即生存空间，结构较不稳
定，有一定的人员存活率。

A字

建筑物底层构件支撑失效发生坍塌，上
层构件因重力而下落坍塌，整体塌落成 A
字结构，内部形成多个支撑空间即生存空
间，结构不稳定，有一定的人员存活率。

饼型

同局部夹层塌落受力情况基本相同，导
致建筑物整体塌落成饼型，各夹层间可能
存在支撑物，形成生存空间，结构稳定，
但人员存活率较低。

塌落型

完全
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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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建筑物倒塌类型

示例图片

建筑受力及人员生存空间

建筑物受力过载，同时或先后出现倾斜
和塌落，倾斜位置存在大量生存空间，塌
落部分生存空间参考塌落型。总体结构不
稳定，有一定的人员存活率。

复合型

救援路线的选择
倒塌建筑物救援路线在方案制定时应优先考虑，并严格遵循安全、合理、可行的原则（宋
述义，2015）
，充分考虑时间成本、距离成本、技术难易程度、操作安全性等问题。
3.2.1 倾斜型建筑物的救援路线
由于倾斜型建筑物完整性较高，倾斜角度不大，救援路线可选择外部和内部救援两种方
式。外部救援一般采用从建筑物屋顶利用绳索下滑抵达被困地点，以及从相邻建筑物屋顶或
适当位置，利用绳索或拉梯抵达被困地点，后经破拆门窗进行人员营救。也可利用重型起吊
机吊臂或挖掘机工作斗靠近被困者实施营救；内部救援可从大楼底部门洞、外部走廊或楼顶
天窗等进入建筑物内实施营救。
3.2.2 塌落型建筑物的救援路线
塌落型建筑物是救援的重中之重。表层、浅层的埋压程度低，部分身体外露，埋压结构
可通过目视判别，救援路线较为简单；中深层人员埋压的救援路线相对复杂，梳理汶川地震
现场救援案例，发现多采用纵向挖掘、横向挖掘、纵井横挖、横孔纵挖等方式。纵向挖掘适
用于建筑物倒塌严重甚至完全倒塌，支撑空隙少，人员深埋等情况，整体耗时长，但相对安
全性高，如 2010 年海地地震，多采用纵向挖掘路线救援；横向挖掘一般适合建筑物支撑多、
空隙多的情况，救援耗时短，但易破坏支撑受力，造成二次坍塌，需进行必要的支撑加固；
纵井横挖与横孔纵挖多用于建筑物倒塌程度严重、人员垂直与横向深埋且较难定位等情况。
具体救援路线选择应根据建筑物倒塌结构、人员埋压位置等进行判别，见表 2。
3.2

表2
Table 2
建筑物倒塌类型

局部塌落

斜靠

塌落型建筑物的救援路线

The rescue route of collapse of buildings

救 援

路

采用横向挖掘进入建筑物。

线

救 援

案 例

汶川地震汉旺东汽中学，4 层楼主楼西侧墙体
大部分垮塌，靠近墙体形成 5—6m 废墟，采取
横向挖掘方式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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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建筑物倒塌类型

救 援

路

线

救 援

案 例

V字

埋压点位于 V 字内部，采用纵向挖掘进入建
汶川地震东方汽轮机厂叶片分厂办公楼东
筑物。
楼，两侧建筑物掉落大量预制板后形成二次支
埋压点位于 V 字外部，采用横向挖掘进入建 撑（曲国胜等，2009），整体呈 V 字形，采用
筑物。
纵向机械起吊，横向人工挖掘方式救援。

悬臂

埋压点位于非悬臂处，进入方式参考倾斜型。
埋压点位于悬臂上，或靠近外墙，采用横向挖
掘进入建筑物。

夹层

汶川地震北川中学 5 层教学楼，一二层堆叠
下沉，人员被困于底层，采用纵向破拆楼板方
采用纵向挖掘进入建筑物。
式救援。
若夹层缝隙较大且规则，被困人员距离较近，
汶川地震都江堰景观路 47 号楼，6 层楼整体
采用横向挖掘进入建筑物。
向下坍塌，2 层挤压成不足 40cm 的夹层（冯志
泽，2013）。采用夹层支撑及水平破拆掘进方
式救援。

局部塌落

V字

A字
完全塌落

饼型

参考局部坍塌中 V 字型。

/

/

采用纵向挖掘进入建筑物。
汶川地震北川老城区十字路口某 7 层楼房，
若埋压点距离较近，且侧面空隙较多，结构相
楼梯全部倒塌，形成 7m 高废墟，被困者位于
对稳定，采用横向挖掘进入建筑物。
5m 处。采用纵向挖掘方式救援。
埋压深且难定位，采用横孔纵挖进入建筑物。

采用纵向挖掘或纵井横挖方式进入建筑物。

汶川地震东方汽轮机电厂 5 层办公楼呈层叠
状坍塌，采用楼顶纵向挖掘方式救援；
汶川地震北川县看守所全部坍塌，屋顶压盖。
采用先纵向打孔进入，后横向掘进方式救援。

3.2.3 复合型建筑物的救援路线
复合型建筑物同时具备倾斜及塌落两种破坏，其结构极不稳定，因此一般不单独采用横
向掘进方式，多采用纵向破拆及纵井横挖方式进入建筑物。如汶川地震北川移动分公司办公
大楼为 5 层，地震导致 1—2 层层叠坍塌，3 层以上大幅度倾斜。采用近距离纵向打开通道，
后横向掘进方式救援。
3.3 救援技术特点
倒塌建筑物救援技术主要包括破拆、切割、支撑、绳索、顶升、搬运、牵引等，在救援
方案全过程，即路线选择、救援通道建立、被困者施救等环节，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
操作。
3.3.1 倾斜型建筑物
倾斜型建筑物虽未坍塌，但主体倾斜，结构受损，存在倒塌风险，应先由结构专家进行
安全评估，进行支撑防护后实施救援。通过对建筑物高度、倾斜角度、受力情况等进行综合
分析，选择合适的支撑点，使用顶杆、立柱、枕木等支撑物进行支护，也可使用树干、门板、
衣帽架、倒塌房屋的木质梁柱等就便器材，条件允许可使用起重机吊臂进行支撑。支撑的方
法主要包括临时支撑、墙角支撑、水平支撑、空间支撑、T 型支撑、横向支撑等。一般采取
从楼顶或邻近建筑物进入实施救援，且为防止加剧倾斜程度，避免结构失稳，应从建筑物倾
斜和支撑的反方向进入。经手动破拆清理埋压物后，根据被困者身体状况，选择通过垂直升
降或转运系统将被困者送至安全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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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塌落型建筑物
针对塌落型建筑物，一般通过打孔扩孔、顶升支撑、破拆切割、移除搬运等一系列作业，
挖掘救援通道，救出被困人员，在确保安全且条件允许情况下可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救援。
局部塌落中的斜靠型主要支撑点为斜靠墙体，因此该墙体不能作为工作面进行任何破拆
作业，一般从斜靠墙体的两侧水平向内打孔挖掘，或利用坍塌过程中形成的孔洞扩张挖掘。
挖掘前应用方木、顶升设备进行局部支撑，接近被困者后应使用手动工具或徒手作业。斜靠
型建筑物的救援关键应为支撑和加固，应重视支撑柱的功能，且注意被支撑构件的整体性，
也可配合使用机械起吊进行支撑。V 字型建筑物内有多个受力支撑点，存在较多三角空间（V
字中间和两侧）。埋压点位于 V 字内部时，生存空间位于 V 字最底部，可使用大型起吊设备
对上部整块或组合构件进行移除，然后打孔挖掘救援通道，打孔作业时不要破坏 V 字两侧构
件导致受力改变。埋压点位于 V 字外部时，应支撑加固受力薄弱处，后水平扩孔挖掘救援通
道。需要注意的是在移除构件或破拆时尽量不要破坏承重墙。悬臂型建筑物一般为纵墙楼面
坍塌，主体结构基本完好，可进入建筑物内部进行救援，或利用重型机械吊臂或工作斗接近
埋压点进行挖掘营救。夹层型建筑物整体平降坍塌，多采用破拆屋顶或夹层上下楼板挖掘救
援通道，也可直接对夹层进行横向破拆。但由于夹层高度有限，作业环境狭窄，机械操作难
以实施，且夹层内必然存在支撑物，若支撑物阻挡被困人员，需要进行大量顶升与支撑，并
对阻挡物进行手动破拆。同时可充分利用固体热胀冷缩特性（范茂魁等，2009），对钢筋水泥
构件进行冷热交替处理，改变其硬度和韧性，提高破拆效果。
完全坍塌中 V 字型与 A 字型不同于局部塌落，需要进行的整体性支撑多于局部支撑，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应使用起重机、挖掘机等重型机械进行配合，且两种类型结构不稳定，救援
过程应留少量人员在废墟上部作业，且应使用小型工具和人工挖掘方式。相比 V 型，A 型倒
塌构件层层罗列，层层受力，暂时形成堆砌形态，所以结构更不稳定，同时也容易形成孔隙。
钻井或打孔时应充分利用这些孔隙，同时作业面要少，作业幅度要小。饼型坍塌的倒塌形态
规则，结构稳定，废墟较为平坦，容易形成下挖工作面。多层坍塌且人员深埋时，可用层层
剥离的方法，将破拆与移除工作相结合，移除方法主要有人工搬运、管道滚动、牵拉拖拽（王
存亮，2011）
，破拆一层移除一层。若坍塌物为大型且完整的板、柱、条、管构件，可使用重
型机械移除。靠近被困人员时需将破拆物少量多次地移出救援通道。当建筑物基础下沉或被
困者位于底层时，可使用开凿隧道的方式接近被困者。
3.3.3 复合型建筑物
复合型建筑物因倾斜与坍落同时存在，因此同样需先支撑后挖掘。挖掘多采用打孔或扩
孔方式，根据埋压人员位置，在其上方或下方位置进行破拆、切割等。采用纵井横挖或横孔
纵挖时，通道路线为“L”型，其中拐点位置应选择结构稳定处，拐点角度不应过小，且尽
量选择内部已有孔隙处，必要时可形成多孔联通。

4 结论
地震灾害特别是破坏性地震导致建筑物倒塌，人员遭不同程度埋压，并处于相对稳定的
生存空间。掌握各类倒塌建筑物生存空间的特点，开展救援技术研究，可大大提升搜索排查
效率及救援的精准度，增大埋压人员的存活率。本文在前人关于建筑物倒塌类型、生存空间
类型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汶川地震建筑物倒塌特点，提出了震后典型建筑物倒塌的三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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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一级分类主要根据建筑物的水平和垂直位移，将建筑物倒塌分为倾斜型、塌落型、复
合型；二级分类主要根据建筑物倒塌方向和损毁区域，将倾斜型分为左右倾斜和前后倾斜，
塌落型分为局部塌落和完全塌落；三级分类主要根据建筑物倒塌形态和生存空间结构特点，
同时借鉴国内外流行的分类理论，对二级类型进行再划分为斜靠型、悬臂型、V 型、A 型、
夹层型、饼型等。此外，近年来由于严峻的震情灾情形势、国家“以人为本”的地震救援新
要求以及新型建筑材料的研发，救援技术面临从基础性、全面性、固有性逐步向精细化、专
业化、机动化转变。对此，本文在总结当前救援技术的同时，通过汶川地震救援实例，开展
了针对三级分类体系的建筑物受力情况、生存空间分布、结构稳定性、人员存活率的梳理与
归纳，着重对救援路线的选择、作业面选取、救援通道建立、营救关键技术等进行讨论。近
年来大量数据显示，塌落型是主要的建筑物倒塌类型，也是造成人员深层埋压与伤亡的主要
原因，针对塌落型建筑物的救援技术已成为提升应急救援综合能力的突破口。本文着重对塌
落型建筑物分类进行细化，同时就具体救援技术展开论述，下一步将就该内容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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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of Typical Building Collapse and Analysis of
Rescue Characteristics after the Earthquake
Liu Jingjing, Ning Baokun, Lv Ruirui and Hu Jie
(National Earthquake Response Support Service,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earthquake, the collapsed buildings have always caused people buried, thus rapid search and

rescue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to reduce casualties effectively.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ypical
building collapse after the earthquak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building destructions, we have
put forward a set of three-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discussed each variety of collapsed building stress and
living space.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a large number of documents and rescue cases of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for all kinds of buildings we focus on analyzing and summarizing the rescue route selection, channel
establishment, rescue techniques for personnel tra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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