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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地质灾害基础知识 

1. 什么是地质灾害 

地质灾害一般指因为地质作用引起生命或财产损失的灾害，可划分为 30多种类型。由降雨、融雪、地震等自然因素诱发的叫自然

地质灾害，由工程开挖、堆载、爆破、弃土等人类活动引发的叫人为地质灾害。常见的地质灾害主要指危害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崩塌、

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六种灾害。其中 ，崩塌、滑坡、泥石流是引起人员伤亡的主要灾害类型。 



 5 

 

崩塌、滑坡、泥石流发生的地貌位置有一定的差别。坡度大于 45度的高陡坡，孤立山峰或凹形陡坡是容易形成崩塌的地形；一般

江、河、湖（水库）、海、沟的斜坡，前缘开阔的山坡，铁路、公路的边坡等都是易发生滑坡的地貌部位；沟谷上游地形为三面环山，

一面出口的瓢状或漏斗状，周围山高坡陡，植被生长不良，崩塌、滑坡灾害发育较多，沟谷中游地形多为峡谷，沟谷底向下游坡降大，

下游出山口的地方地形开阔平坦，是形成泥石流的典型地形。 

2. 哪些人类活动可能诱发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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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自然规律、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往往会诱发地质灾害，主要有四种类型的活动：一是修建道路、依山建房开挖山坡坡脚没有进

行必要的支护或没有在建筑物与山坡间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二是水库蓄水、水渠水池和地下送排水管道漏水、农业灌溉等；三是乱

堆乱倒废弃土石，如在沟谷中大量堆弃土石矿渣等可能引发泥石流；四是乱砍乱伐山坡上的树木、劈山开矿等活动，破坏地表环境，

也会加剧地质灾害的发生。 

3. 什么是滑坡 

滑坡是指斜坡上的土体或岩体，受河流冲刷、地下水活动、地震等自然因素或者切坡、山坡加载等人为工程活动影响下，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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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软弱面或软弱带，整体地或分散地顺坡向下滑动的地质现象。俗称“地滑”、“走山”、“垮山”、“山剥皮”、“土溜”

等。 

    

 

滑坡的主要要素包括滑坡壁、滑坡体、滑坡面等（如图）。滑坡体前部因滑动受阻而隆起形成放射状的鼓张裂缝，中后部形成大量

拉张裂缝。 

4. 滑坡的主要类型 

根据滑坡体的物质组成成份，可分为土质滑坡（堆积层滑坡、黄土滑坡、粘性土滑坡、填土滑坡）和岩体（岩层）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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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质滑坡是指发生在相对松散，还没有固结的黄土、

粘性土、填土和堆积层中的滑坡。在西北黄土地区，大面

积的农业漫灌往往形成规模较大的黄土滑坡，2012 年 2 月

7 日发生在甘肃省永靖县盐锅峡镇黑台抚河桥西的黄土滑

坡就是漫灌引发的，共造成 4 人死亡。 

岩体滑坡又称岩层滑坡，大多沿岩层层面、断裂破碎带或软弱夹层

发生滑动。岩质滑坡滑动规模相差悬殊,经常有大型和巨型滑坡,因此造成

严重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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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平面上呈现出很多种形式，有的为半圆形，滑坡体上有几

个滑动面形成阶梯级滑动，滑坡范围涉及的长和宽差别不大；有的

平面上为长条形，连滑带溜，滑出很远的距离。 

通常情况下，多数滑坡只有一个滑动面，滑体沿唯一的滑动面

下滑；但野外也存在少量有多级滑动面的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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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部为基岩，上部为松散的残坡积土层，遇到强降雨时，雨水下渗到基岩表面顺岩石层面向下流动，就会引发顺层滑坡。这样

的滑坡多属小型、浅层，周界不规则，具有突然发生和成群发生的特点。这类滑坡在我国分布较广，尤其在东南沿海和中南、西南

部地区。 

 

 

5. 什么是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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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是指陡坡上的岩体或者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离山体发生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又称崩落、

垮塌或塌方。崩塌发生在土体中叫土崩，发生在岩体中就叫岩崩。有时崩塌规模巨大，甚至可以涉及半个山体，称为山崩；发

生在河、湖、海岸边时又称岸崩。 

6. 崩塌的主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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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崩塌体的运动型式，分为倾倒、坠落、垮塌等类型。位于陡峭山坡上、被裂缝分开的块石有的规模很大，有的只是陡

坡上的一块孤石，这些孤石形成危岩体。危岩体受到振动或暴雨影响，可能从陡峭的山坡上坠落形成崩塌，造成人员和财产损

失。 

 

7. 容易形成滑坡的岩土类型 

岩土体是产生滑坡的物质基础。结构松散、抗风化能力较低，在水的作用下性质能发生变化的岩、土，如松散覆盖层、黄土、

红黏土、页岩等岩层及软硬相间的岩层所构成的斜坡易发生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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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为松散土石，下部为不透水的基岩，而且基岩层面

向外倾斜，降雨入渗到达基岩受阻，顺层面向下流动，引起

上部松散土石滑坡。 

地层倾斜方向与坡面倾斜方向一致的地层结构，最容易发生滑

坡，这种滑坡也叫顺层滑坡。 

8. 容易形成滑坡的地形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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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江、河、湖（水库）、海、沟的斜坡，前缘开阔的山坡、铁路、公路和修建建筑物开挖的较大斜坡等都是易发生滑坡的地貌部

位。坡度大于 10度，小于 45度，下陡中缓上陡的坡形是最容易产生滑坡的地形。 

9. 诱发滑坡的外界因素 

诱发滑坡的外界因素主要有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两类：人为因素主要指开挖坡脚、斜坡上部堆放大量土石、爆破、水库蓄（泄）

水、矿山开采等都可能诱发滑坡；自然因素包括地震震动，降雨、融雪入渗及河流等地表水体对斜坡坡脚的不断冲刷浸泡，还有

如海啸、风暴潮、冻融等作用也可诱发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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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在滑坡形成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雨水、雪水和冰水入渗到地下时，首先加大岩、土的容重；其次软化岩、土体，降低

土强度。由于水的加入使斜坡土体自重加大而滑动面阻力减小，就产生了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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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砍伐森林使植被破坏，山坡失去保护，山体裸露，加剧水土流失，导致山坡冲沟发育，破坏山体的稳定性，造成滑坡、崩塌等不

良地质现象大量出现，形成泥石流丰富的物源条件。另外陡坡开垦农田和放牧也会对山坡植被造成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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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滑入江河后堵江形成堰塞湖，随堵江时间的延续，湖面

水位不断上升，淹没上游大片地区；同时组成堰塞湖坝体的堆积

物不断被冲刷、淘蚀，一旦溃决，湖水倾泻而下，形成洪灾，淹

没下游大片地区，危害极大。 

 

 

 

 

10. 开挖坡脚引发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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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挖坡脚进行道路建设时，一定要及时支护被开挖斜坡，另外在切坡建房时除对坡体支护还要在新建房屋和斜坡之间留出足够距离，

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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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铁路、公路、依山建房、建厂等工程，常常因开挖坡角，使斜坡变陡而没有对它进行足够的支撑，使坡脚失去支撑发生下滑。

例如我国西南、西北的一些铁路、公路，因修建时大力爆破、强行开挖，事后陆陆续续地在边坡上发生了滑坡，给道路施工、运营

带来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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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挖天然边坡坡脚选址建房，只对开挖形成的陡坡进行简易支护，仍然会形成滑坡灾害。因此山区建房时一定要请专家对场地的选

择、建房地基的处理，开挖斜坡的支护形式给予科学的建议和指导。 

11. 水库蓄水引发滑坡 

 

水库的水位上下急剧变动，对岸边坡脚不断淘蚀冲刷，带走岩土体颗粒，使上部岩土失去支撑，经常诱发岸坡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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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随意大量堆放弃物引发滑坡 

 

大量厂矿废渣堆弃在斜坡顶部，使斜坡顶部荷载过重，失去原有平衡沿软弱面下滑而产生滑坡，因此堆放大量垃圾，特别是

厂矿的工业废渣时一定要经专家勘查，选择合适的场地，以避免引发滑坡等地质灾害。 

13. 容易形成崩塌的岩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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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软硬相间的地层结构，软的岩石容易风化，硬的岩石不易风化，软岩在强烈的风化作用下就凹进去，硬岩失去支撑形成探

头石，探头石容易崩落，造成危害。通常坚硬的岩石和结构密实的黄土因为强度相度较大，一定时间内可以有大规模的悬空，所以容

易形成规模较大的岩崩；而软弱的岩石和松散土层，因为强度较低，往往以坠落和剥落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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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容易形成崩塌的地质构造 

2）地质构造。坡体中的裂隙越发育、越易产生崩塌，与坡体延伸方向近乎平行的陡倾角构造面，最有利于崩塌的形成。各种构造面，如节理、裂隙、

层面、断层等，对坡体的切割、分离，为崩塌的形成提供脱离体 (山体)的边界条件。坡体中的裂隙越发育、越易产生崩塌，与坡体延伸方向近

乎平行的陡倾角构造面，最有利于崩塌的形成。  

图 

 

15. 容易形成崩塌的地形地貌 

 

http://baike.baidu.com/view/11310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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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大于 45度的高陡坡，孤立山嘴或凹形陡坡都是容易形成崩塌的地形。如江、河、湖（岸）、沟的岸坡，山坡、铁路、公路边

坡，工程建筑物的边坡等。崩塌会使建筑物，有时甚至使整个居民点遭到毁坏，掩埋公路和铁路，交通中断，有时还会使河流

堵塞形成堰塞湖。 

 

16. 诱发崩塌的外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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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发崩塌的外界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融雪、长时间的连续降雨或短时大暴雨，地表水入渗，软化岩土和软弱面，诱

发崩塌；二是河流等地表水不断地冲、淘蚀坡脚，诱发崩塌；三是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如开挖坡脚，地下采空、堆（弃）渣填土等

改变斜坡原始平衡状态，都会诱发崩塌活动；四是冻胀、昼夜温度变化、地震震动等也会诱发崩塌。 

17. 什么是泥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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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暴雨、冰雪融水或库塘溃坝等水源激发，冲击山谷中的固体堆积物向下游快速流动，并在山坡坡脚或出山口的地方堆积

下来，就形成了泥石流。泥石流经常突然爆发，来势凶猛，沿着陡峻的山沟奔腾而下，山谷犹如雷鸣，可携带巨大的石块，在

很短时间内将大量泥沙石块冲出沟外，破坏性极大，常常给人类生命财产造成很大危害。 

 

 

18. 泥石流的形成条件和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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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石流的形成必须同时具备以下 3 个条件：陡峻的地形地貌、丰富的松散物质、短时间内有大量的水源。泥石流一般分为：形成区，

流通区和堆积区。按形成、流通和堆积区的地形地貌可将泥石流划分为坡面形和沟谷型。 

19. 泥石流主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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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面泥石流一般发育在没有形成明显沟槽而且陡峻的山坡上

和有一定汇水条件的凹型坡面，坡体上有一定厚度的松散土石。山

坡型泥石流规模较小。 

沟谷型泥石流形成于山谷中，具有明确的形成区，流通区和

堆积区，一般规模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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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泥石流对人类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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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石流常常兼有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双重作用，危害程度往往比单一的滑坡、崩塌和洪水的危害更为广泛和严重。泥石流冲

进村庄摧毁房屋，造成村毁人亡的灾难；还可冲毁铁路公路水坝，造成交通中断，河道大幅度变迁；冲毁水电站、引水渠道及过

沟建筑物，淤埋水电站水渠，并淤积水库；摧毁矿山及设施，淤埋矿山坑道，造成人员伤亡甚至使矿山报废。 

21. 人类活动与泥石流 

 

 

 

工程建设、采矿、采石工作中，随意在沟谷内倾倒弃土、弃渣，为泥石流的形成直接提供了大量的松散碎屑物质。在物源和地形都具

备的条件下，遇到暴雨天气就产生泥石流。另外，水库、渠道溃决，也可引发泥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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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口诀一 

地质灾害很猖狂，山区农村易遭殃 

崩塌滑坡泥石流，毁房毁路毁桥梁 

 

灾害汛期易发生，台风暴雨早避让 

工程活动要合理，防灾意识需增强 

 

崖高壁陡多裂缝，岩石龇牙咧嘴状 

山脚发育倒石堆，崩塌灾害需预防 

 

树如弯刀林似醉，地面呈现阶梯状 

坡脚临空裂缝多，滑坡灾害要防范 

 

山高土厚岩破碎，地形呈现漏斗状 

山沟狭窄水流急，沟口泥流要预防。 

 

采矿修路建楼房，地质安全要保障 

开挖堆载弃渣土，人为灾害应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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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灾害识别与避险自救   

22. 滑坡发生前兆 

 

处在滑坡体上的池塘由于出现裂缝导致池塘水位明显下降，是滑坡即将启动的明显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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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崩塌发生前，地表会发生轻微颤动，甚至地下还存在剪裂岩石的地声，动物的感觉比人敏感，所以动物获得这种地壳变动的

信息后表现出惊恐不安的样子，如老鼠和蛇乱跑不进洞等。若在滑坡危险区内，发现多种动物多种异常表现，就能预示滑坡崩塌即将

来临，应尽快撤离危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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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可能会发生长时间非常缓慢的变形，有的几年，甚至十多年。

停止滑动后，滑坡体上的树木呈现上部向上直长，下部弯曲的形状，

称为马刀树。马刀树是老滑坡的识别标志，“马刀树”林所在的斜

坡，说明此斜坡数年、数十年以前发生过滑动，滑动速度比较慢。  

滑坡在滑动过程中，滑体上的树木向滑动方向倾斜，叫做醉汉

林；醉汉林是新滑坡整体、慢速滑动的标志，如果滑坡滑速快了，

滑体碎裂，滑体上的树林会发生东侧西歪，乱七八糟倒在一起，形

成不了醉汉林。（图） 

23. 崩塌发生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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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处的裂缝逐渐扩大，危岩体的前缘掉块、坠落，小崩小

塌不断发生，出现小块落石，可能是崩塌前兆，一定要注意，加

强警惕。 

坡顶出现新的破裂形迹，嗅到异常气味，不时听到岩石的撕裂

摩擦错碎，掉落声，都是崩塌的前兆。 

24. 泥石流发生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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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是泥

石流发生的前兆。沟槽内断流和沟水变浑，可能是上游有滑坡活

动进入沟床，或泥石流已发生并堵断沟槽，这是泥石流即将发生

最明显的前兆。在这些现象发生时，一定要根据预先制定防灾预

案，及时撤离到安全地带。 

泥石流发生时，携带巨石撞击产生沉闷的声音，明显不同于

机车、风雨、雷电、爆破等声音。听到沟谷远处有轰鸣声，沟谷

深处突然变得昏暗并有轻微震动感，说明泥石流在向外流动，要

马上离开沟谷，跑到附近的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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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泥石流沟谷易发性判定 

 

 

 

当一条沟谷在松散固体物质来源、地形地貌条件和水源三个方 流水是形成泥石流的动力条件。局地暴雨多发区的沟谷、有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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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都有利于泥石流形成时，可能成为泥石流易发沟谷。有的土石开

始滑动的位置在很高的山上，在向下滑动的过程中还有沿途的土石

加入，规模不断加大，对山脚下的房屋造成破坏。 

坝危险的水库或塘坝的下游沟谷、季节性冰雪大量消融区的沟谷，

可以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流水，容易诱发泥石流。有时虽然沟口未

下雨，但山沟里下暴雨，也会发生泥石流，而且更危险。 

 

 

26. 临时避灾场地的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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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灾场所的选定，一定要选取绝对安全的地方，尽量选在地形平坦开阔，水、电、路易通入的区域；避灾场地要请专业人员选择，

避开可能受滑坡、崩塌或泥石流威胁的地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避灾场地距原居住地越近越好，地势越开阔越好，交通和用电、

用水越方便越好。 

27. 撤离路线的选定 

发生地质灾害险情，收到预警信息时，要按照事先制定的路线撤离。转移路线应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移方向、崩塌的倾崩方向或

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撤离比沿山谷更安全。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53752/53784/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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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预警信号的规定 

撤离地质灾害危险区，应事先约定好撤离信号（如广播、敲锣、击鼓、吹叫笛等）。制定的信号必须是唯一的，不能乱用，以免

误发信号造成混乱。 

 

 

29. 发现地质灾害险情及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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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地质灾害危险区，如果发现房前屋后出现裂缝，或在滑坡

前缘坡脚处堵塞多年的泉水有复活现象，或者出现泉水（井水）突然

干枯，井、泉水位突变或混浊等类似的异常现象，要及时报警，请专

业人员速来勘查，判断险情。 

  郊区游玩时，如果发现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

较多柴草、树枝；或者深谷内传来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等

现象时，一定要马上报告，提醒处在河流或沟谷下游的人员及时

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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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现地质灾害前兆，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区域和地段，应当及时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在地质灾害危险区的边界设

置明显警示标志，封闭危险区。必要时设专人把守，禁止人员进入，以确保安全。 

 

 

30. 灾后如何抢险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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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发生后，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开展灾后自救，包括被困人员自救、家庭自救、村民互救，要充分利用抢险救灾的

黄金时间减少人员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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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发生后，不要贪恋财物，首先要保证人身安全。即使地质灾害暂时停止活动，也不要立即进入灾害区去挖掘和搜寻财物，

避免灾害体进一步活动导致人员伤亡。 

31. 转移避让后何时撤回居住地 

发生地质灾害撤离后，不可自行随意返回危险区，要经专家鉴定地质灾害险情或灾情已消除，或者得到有效控制后，当地县级人

民政府撤消划定的地质灾害危险区，转移后的灾民才可撤回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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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滑坡简易监测方法 

大型滑坡形成过程中，地表要出现变形开裂，依据裂缝开裂速度，可分为微裂变形阶段、匀速裂变阶段和加速裂变阶段。如

果在匀速裂变阶段开始对滑体进行观测，到加速裂变，就可以对滑坡发生的时间做出较准确的预测。木桩法是对滑坡进行监测的

有效方法之一，如果发现山坡上有裂缝，及时在裂缝两侧埋设木桩，定期测量桩间距并记录下来；在雨季要特别关注裂缝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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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或雨后要加密测量时间，发现裂缝突然变大或开裂速度加大，要及时报告。 

 

 

 

33. 发生滑坡时怎么办 



 50 

  

滑坡发生时，如果处在滑坡体上，首先应保持冷静，不能慌乱。逃生以向两侧跑为最佳方向，向上或向下跑是很危险的。当遇无

法跑离的高速滑坡时，更不能慌乱，如滑坡呈整体滑动，原地不动，或抱住大树等物，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自救措施。如 1983 年 3 月 7

日发生于甘肃省东乡县的著名的高速黄土滑坡——洒勒山滑坡中的幸存者就是在滑坡发生时，紧抱滑体上的一棵大树而逃生。 

34. 滑坡应急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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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滑坡中后部裂缝及时进行回填或封堵处理，防止雨水沿裂隙

渗入到滑坡中，是非常重要的滑坡应急治理措施之一。可以利用塑

料布直接铺盖，或者利用泥土回填封闭滑坡后缘裂缝。另外还可开

挖排水和截水沟将地表水引出滑坡区。  

当山坡前缘出现地面鼓起和推挤时，表明滑坡即将滑动，尽快

在前缘堆积砂石压脚，可以减缓滑坡下滑的趋势甚至稳住滑坡。如

果滑坡仍在变形，还可以在滑坡后缘拆除危房，设置清除部份土石，

减轻滑坡的下滑力，提高整体稳定性，为财产转移和滑坡的综合治

理赢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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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应急处理措施，对浅层滑坡可在滑坡体上打入几根长度穿过滑面达到下部稳定地层的木桩，也能起到稳定滑坡的作用。但对

于滑坡的长期防治，还需专业部门进行勘查，提出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 

 

35. 发生泥石流时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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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处于泥石流区时，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离开沟道、河谷地带，但应注意，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

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失稳下滑，应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的地方暂停观察，选择远离泥石流经过地段停留避险。同时要迅速报

告，让下游的人员赶紧撤离，还要说明自己的位置，以便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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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泥石流时，不应上树躲避，因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

其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泥石流，所以上树逃生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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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口诀二 

灾前常会有前兆，以下现象早预防 

 鸡鸭乱跑鼠乱串，动物行为有异常 

 

 泉水突冒墙开裂，塘水井水很快降 

岩石碎裂山欲动，斜坡变形在增强 

 

地面鼓起沟水浑，山上肯定有情况 

山谷突发轰鸣声，沟口莫停速避让 

 

崩塌发生要绕行，滑坡来时奔两旁 

身外财务别贪恋，安全之处把身藏 

 

临灾避险有预案，应急处置有保障 

报警信号事先定，撤离路线早商量 

 

服从命令听指挥，灾中逃生互相帮 

广播电视要收看，暴雨来临灾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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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灾害预防措施 

36. 不可随意开挖和堆弃土石 

 

尽量避免在古滑坡或高陡边坡坡脚下挖土，容易使斜坡上部失去支撑下滑（特别是在土质松软的情况下），增大发生滑坡的概率。使

用修路用的大型机械开挖坡角，因为开挖速度快，更容易引发滑坡灾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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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建房选址尽量避开沟口 

 
正对山沟沟谷的村庄或房屋最容易受到泥石流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有时村庄虽然远离沟口，但是如果沟谷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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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山谷了发生的泥石流也会对村庄造成威胁。例如 2010年 8月 8日发生的舟曲特大泥石流，县城位于山前河谷地带，由于前一天突

降暴雨，持续 40多分钟，引发县城北部三眼峪沟和罗家峪沟同时暴发特大山洪泥石流，造成县城北部月圆村、椿场村两个村被毁，三

眼村、北门村、罗家峪村、瓦场村部分被毁， 死亡 1501人、失踪 264人。 

38. 建房要远离高陡斜坡和滑坡体 

  
建房选址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看清周围地形地势，一定不要在滑坡体

上，或易发生滑动的坡体上建房，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进行勘察评

有时虽然房屋远离高陡山坡，但由于落石弹跳，房屋也可能受到

损伤，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因此建房要尽量远离高陡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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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39. 山坡建房要修建挡墙 

 

建在山坡上的房屋，为了防止后山上滑落土石的冲击破坏，应该建造坚固的挡墙，以保证房屋的居住安全。 

40. 半挖半填地基注意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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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不要在半挖半填的地基上建房，如果限于地形只能选择这种场地时，一定要处理好地基，并且在房屋建成后注意观察房前屋后地

面变化，必要时安装简易监测设备。 

 
 

41. 山区居民雨天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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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山区或山前的居民，遇暴雨天气时一定要有预防地质灾害发生的意识，提高警惕，当心滑坡泥石流。 

42. 植树造林，维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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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造林好处很多，一方面可以绿化环境，进行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从而净化空气；另一方面可使水土得到保持，

庞大的根系像巨手一般牢牢抓住土壤，起到防风固沙和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进而减少滑坡和泥石流发生的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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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减灾三 

建房选址要注意，斜坡沟口多想想 

情况不明问专家，休要自己做主张 

 

凹地陡坡莫选址，崖旁壁下别建房 

风水迷信不要信，科学思想要提倡 

 

坡脚千万别乱挖，坡顶弃石不要放 

沟口休要堆渣土，坡上不宜修池塘 

 

河沟切忌轻易改，引流排水要妥当 

坡陡土松慎绿化，树大招风惹祸殃 

 

基础设施要重视，地质安全不能忘 

建设家园讲科学，众志成城把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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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郊游注意事项 

43. 出入山区设计路线 

  
雨天出行山区或山前地带，一定要警惕地质灾害。山区雨季天气变化快，进山游玩要向附近居民了解清楚当地的地理环境和天气变化

情况，选择一条安全的登山路线，避开有可能产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的地段。 

44. 被困山谷及时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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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游活动中不要随便单独行动，应结伴而行，防止发生意外；被困

在泥石流沟谷时，要想办法传递信号，让救援人员知道你所在的位

置。 

野外郊游时，设置有警示牌的地段一定要小心通过 

45. 阴雨天气远离沟谷 

  
野外郊游时尽量不要在河谷中停留，尤其遇阴雨天气，以防上游大

雨引发泥石流，冲向下游，危及人身。 

不要选择在雨天外出游玩，如果出行后天气突然变化，一定不要在

沟谷中停留，因为陡峭的沟谷两侧是崩塌、滑坡的多发地带，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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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谷上游发生泥石流的可能也很大。 

46. 进山观注上游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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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常有十里不同天的说法，沟口晴天很热，但几里地外山沟上游可能在下暴雨，并有形成泥石流的危险，所以夏天去山区除了关注

目的地的天气情况，一定注意收看、收听上游地带天气预报。 

47. 山区行车小心谨慎 

                             

开车经过山区公路，多观察路面情况，看到路边的警示标志时一定要注意观察，小心行驶，防止落石。特别是雨天，在易发生滑坡泥

石流的地方行车一定要小心。 

48. 陡峭库岸切勿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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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游野餐、休息等活动一定不要选择在陡峭的河、湖、水库岸边上，尤其是土质岸坡，长期受水流冲刷、浸泡，发生塌岸的可能性极

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