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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林草系统地方森林草原消防队伍是森林草原防火的重要力量，

在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生态安全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进一步加强林草系统地方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训练工作，提高日常

训练规范化、标准化水平，增强队伍整体素质和专业技能，全面提

升森林草原火灾预防和火情早期处置能力，结合工作实际，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森林草原防火司牵头编制了《全国林业和草原系统地方

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训练手册》（以下简称《训练手册》）。为满足广

大林草系统地方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训练需要，《训练手册》在内容

编写上坚持突出重点、简明实用的基本原则，在章节设置上遵循从

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施训规律，旨在进一步正规训练秩序、促进训

练落实、提升训练质量，并为基层开展年度训练考评提供基本依据

和重要支撑。 

《训练手册》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黑龙江、陕西、广西、云南等

省区林草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大兴安岭林业集团的大力支持和帮

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后期，我们将紧跟防火工作发展变化和队

伍训练需求，及时修订完善《训练手册》的相关内容。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草原防火司         

2022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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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础理论 

一、火灾概念 

森林草原火灾是指失去人为控制，在森林内和草原上自由蔓延

和扩展，对森林草原、生态系统和人类带来一定危害和损失的林草

火燃烧现象。森林草原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危险性

高、处置难度大的自然灾害。 

二、燃烧三要素 

可燃物、火源、氧气。 

（一）可燃物 

可燃物是指森林草原中可以燃烧的物质，包括森林草原中的一

切有机物质，如树木、苔藓、地衣、地表的枯枝落叶以及地表以下

的腐殖质和泥炭。 

1．按可燃物植物类别划分 

（1）地衣 

（2）苔藓 

（3）草本植物 

（4）灌木 

（5）乔木 

2．按可燃物易燃程度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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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易燃可燃物 

（2）燃烧缓慢可燃物 

（3）难燃可燃物 

（二）火源 

火源是指能够引起森林草原燃烧的包括热能源、走火途径、引

火媒在内的综合体。如明火焰、炽热体、火花、聚光作用、化学反

应等。 

火源的种类： 

1．天然火源，是指在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下产生的热源。天

然火源主要包括雷击、火山爆发、陨石坠落、滚石火花、滚木自燃

或泥炭自燃等，它们是人类难以控制的自然现象。 

2．人为火源，是指由于人类活动导致森林草原火灾发生的各

种着火源。人为火源是引发森林草原火灾的主要火源，按其来源可

分为：生产性火源、非生产性火源和其它火源。 

（三）氧气 

森林草原可燃物燃烧必须有足够的氧气才能进行，通常情况下

空气中的氧气约占 21%，当氧气在空气中的含量减少到 14%~18%

时，燃烧就会停止。 

三、火灾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预热阶段 

森林草原可燃物在火源作用下，因受热而干燥、收缩，开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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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生成挥发性可燃气体。 

（二）气体燃烧阶段 

可燃物挥发物与空气接触形成可燃物混合物，当混合物温度达

到燃点，可燃性气体被点燃，发出黄红色火焰。 

（三）固体燃烧阶段 

固体可燃物由表及里继续发生氧化反应。 

四、林火的分类 

（一）按燃烧空间形态划分 

根据林火燃烧空间形态，可分为地表火、树冠火、地下火。 

1．地表火：火沿林地表面蔓延，烧毁地被物。 

2．树冠火：地表火遇到强风或针叶幼树群、枯立木、风倒

木、低垂树枝时，火就会烧至树冠，并沿树冠蔓延和扩展。 

3．地下火：在林地腐殖质层或泥炭层中燃烧的火称为地下

火。 

（二）按蔓延方向划分 

根据林火蔓延方向，可分为上山火、下山火。 

1．上山火：又叫冲火，是指由山下向山顶蔓延的火。由于受

谷风的影响，白天的上山火是顺风火，蔓延速度快，火势猛；夜间

的上山火则受山风的抑制，是逆风火，其蔓延速度远低于白天。 

2．下山火：又叫坐火，是指从山顶向山脚蔓延的火。由于受

山风的影响，夜间的下山火是顺风火，但速度远不如白天的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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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蔓延速度缓慢；白天的下山火受谷风的抑制，是逆风火。 

五、森林草原火灾等级划分 

（一）森林火灾等级划分 

1．一般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 1 公顷以下或者其它林地

起火的，或者死亡 1 人以上 3 人以下的，或者重伤 1 人以上 10 人

以下的。 

2．较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 1 公顷以上 100 公顷以下

的，或者死亡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的，或者重伤 10 人以上 50 人以

下的。 

3．重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 100 公顷以上 1000 公顷

以下的，或者死亡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的，或者重伤 50 人以上

100 人以下的。 

4．特别重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 1000 公顷以上的，

或者死亡 30 人以上的，或者重伤 100 人以上的。 

上述表述中，“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二）草原火灾等级划分 

1．一般草原火灾，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受害草原面积 10 公顷以上 1000 公顷以下的； 

（2）造成重伤 1 人以上 3 人以下的； 

（3）直接经济损失 5000 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 

2．较大草原火灾，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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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害草原面积 1000 公顷以上 5000 公顷以下的； 

（2）造成死亡 3 人以下，或造成重伤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

的； 

（3）直接经济损失 50 万元以上 300 万元以下的。 

3．重大草原火灾，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受害草原面积 5000 公顷以上 8000 公顷以下的； 

（2）造成死亡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或造成死亡和重伤合计

10 人以上 20 人以下的； 

（3）直接经济损失 3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的。 

4．特别重大草原火灾，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受害草原面积 8000 公顷以上的； 

（2）造成死亡 10 人以上，或造成死亡和重伤合计 20 人以上

的； 

（3）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以上的。 

上述表述中，“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六、灭火基本原理 

（一）隔离法 

隔离法是指将燃烧的可燃物与未燃烧的可燃物分离，使可燃物

分布间断。通常采用人工、机械、爆破等方法。 

（二）隔氧法 

正常情况下，空气中氧气含量占 21%，当空气中氧气含量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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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8%时，燃烧就会缓慢直至终止。灭火中通常采用不燃或者

不易燃的物质覆盖在燃烧的可燃物表面，使可燃物缺氧导致熄灭。

例如用土覆盖、化学药剂、化学灭火剂。 

（三）冷却法 

森林草原可燃物燃烧需要一定的温度，当温度降到燃点以下

时，火会熄灭。通常用水泵、水枪、飞机吊桶、森林消防车向火线

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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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队列训练 

一、立正、跨立、稍息 

（一）立正 

立正是林草系统地方森林草原消防队员（以下简称“消防队

员”）站立的基本姿势，是队列动作的基础。 

1．口令：立正。 

2．动作要领：听到“立正”的口令，两脚跟靠拢并齐，两脚

尖向外分开约 60°；两腿挺直；小腹微收，自然挺胸；上体正

直，微向前倾；两肩要平，稍向后张；两臂下垂自然伸直，手指并

拢自然微曲，拇指尖贴于食指第二节，中指贴于裤缝；头要正，颈

要直，口要闭，下颌微收，两眼向前平视（图 2-1）。 

3．动作要点：两腿并拢挺直，两眼向前平视，挺胸、挺颈收

下颌。 

（二）跨立 

跨立主要用于体操、执勤等场合，可以与立正互换。 

1．口令：跨立。 

2．动作要领：听到“跨立”的口令，左脚向左跨出约一脚之

长，两腿挺直，上体保持立正姿势，身体重心落于两脚之间。两手

后背，左手握右手腕，拇指根部与腰带上沿同高；右手手指并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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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弯曲（同齐步手形），手心向后（图 2-2）。 

3．动作要点：左脚跨出、收回快；跨出一脚之长准确，两手

后背的位置准确。 

 

 

 

 

 

 

         图 2-1  徒手立正姿势             图 2-2  跨立姿势 

（三）稍息 

稍息是队列动作中一种休息和调整姿势的动作，可与立正互

换。 

1．口令：稍息。 

2．动作要领：听到“稍息”的口令，左脚顺脚尖方向伸出约

全脚的三分之二，两腿自然伸直，上体保持立正姿势，身体重心大

部分落于右脚。稍息过久，可自行换脚。 

3．动作要点：出脚时不弯曲，脚跟稍离地，膝盖后挺，脚踝

需用力。 

二、停止间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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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间转法是停止间变换方向的一种队列动作，分为向右转、

向左转、向后转。需要时，也可以半面向右转或半面向左转。 

（一）向右（左）转 

向右（左）转是停止间向右（左）变换方向的队列动作。 

1．口令：向右（左）——转。半面向右（左）——转。 

2．动作要领：以右（左）脚跟为轴，右（左）脚跟和左

（右）脚掌前部同时用力，使身体协调一致向右（左）转 90°，

体重落在右（左）脚，左（右）脚取捷径迅速靠拢右（左）脚，成

立正姿势。转动和靠脚时，两腿挺直，上体保持立正姿势。半面向

右（左）转，按照向右（左）转的要领转 45°。 

3．动作要点：停止间转法的用力部位主要是以脚跟为轴、脚

跟脚掌用力使身体转向新方向。 

（二）向后转 

向后转是停止间向后变换方向的队列动作。 

1．口令：向后——转。 

2．动作要领：听到“向后——转”的口令后，按照向右转的

要领向后转 180°。 

3．动作要点：转动时，重心随方向的变化逐渐转移至轴心

脚。 

三、齐步、跑步 

行进的基本步法分为齐步、正步和跑步，辅助步法分为便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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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步、移步。 

（一）齐步与立定 

齐步是消防队员行进的常用步法。 

1．口令：齐步——走，立——定。 

2．动作要领：听到“齐步——走”的口令后，左脚向正前方

迈出约 75 厘米，按照先脚跟后脚掌的顺序着地，同时身体重心前

移，右脚照此法动作；上体正直，微向前倾；手指轻轻握拢，拇指

贴于食指第二节；两臂前后自然摆动，向前摆臂时，肘部弯曲，小

臂自然向里合，手心向内稍向下，拇指根部对正衣扣线，高于腰带

扣中央约 5 厘米，离身体约 30 厘米；向后摆臂时，手臂自然伸

直，手腕前侧距裤缝线约 30 厘米。行进速度每分钟 116～122

步。听到“立——定”的口令，左脚再向前大半步着地（脚尖向外

约 30°），两腿挺直，右脚取捷径迅速靠拢左脚成立正姿势（图

2-3）。 

3．动作要点：走直线、身体稳、摆臂自然，步幅、步速要准

确，立定时靠脚准。 

 

 

 

 

 

图 2-3  齐步行进时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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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跑步与立定 

跑步主要用于快速行进。 

1．口令：跑步——走，立——定。 

2．动作要领：听到预令，两手迅速握拳（四指蜷握，拇指贴

于食指第一关节和中指第二节），提到腰际，约与腰带同高，拳心

向内，肘部稍向里合。听到动令，上体微向前倾，两腿微弯，同时

左脚利用右脚掌的蹬力跃出约 85 厘米，前脚掌先着地，身体重心

前移，右脚照此法动作；两臂前后自然摆动，向前摆臂时大臂略垂

直，肘部贴于腰际，小臂略平，稍向里合，两拳内侧各距衣扣线约

5 厘米；向后摆臂时，拳贴于腰际。行进速度每分钟 170~180

步。听到“立——定”的口令，再跑 2 步，然后左脚向前大半步

（两拳收于腰际，停止摆动）着地，右脚取捷径靠拢左脚，同时将

手放下，成立正姿势（图 2-4）。 

3．动作要点：身体重心向前移，蹬腿有力步幅准。 

 

 

 

 

 

图 2-4  跑步时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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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体能训练 

一、准备活动 

训练准备有慢跑、热身操等准备活动。 

（一）慢跑 

根据天气和训练课目确定，通常 400～800 米。夏天跑 400

米，冬天跑 800 米。 

（二）热身操（4×8 拍） 

包括手腕脚踝运动、头部运动、肩部绕环、上肢运动、扩胸运

动、体侧运动、体转运动、腰部运动、腹背运动、膝部运动、全身

运动、跳跃运动等。 

二、整理活动 

对调整训练后的情绪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使神经系统由紧

张状态恢复到相对放松的状态，对心搏、血压的恢复正常有着良好

的作用。 

（一）慢跑放松法 

根据天气情况，组织 400～800 米慢跑为宜。 

（二）按摩放松法 

按摩放松腰和大腿的肌肉韧带，消除疲劳，对神经系统起镇静

作用。通常有推摩法、揉捏法、搓法、按压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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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伸展放松法 

主要以静力性伸展为主。有 12 个部位从上至下依次进行，分

别为：颈部伸展、肩和胸伸展、肩部拉伸、腕关节拉伸、上背部拉

伸、下背部拉伸、髋部拉伸、躯干拉伸、大腿前侧和屈髋肌群拉

伸、大腿后侧肌群拉伸、腹股沟和髂胫束拉伸、小腿拉伸。 

三、单杠 

（一）练习 1（引体向上） 

1．预备姿势：两手正握杠，双手间距比肩稍宽，呈直臂悬垂

姿势。 

2．动作练习：做引体动作时，屈臂引体至下颌超过杠面；做

臂悬垂动作时，两臂自然伸直，还原成预备姿势，重复练习（图

3-1）。 

 

 

 

 

 

 

图 3-1  引体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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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练习 2（卷身上） 

1．预备姿势：两手正握杠，双手间距比肩稍宽，两臂自然伸

直。 

2．动作练习：卷身上时，屈臂向上引体，同时含胸、收腹、

屈髋上举大腿，上体后倒；在屈臂引体时，腿向后上方伸出过杠，

使腹部贴杠，身体绕单杠转动成杠上直臂正撑动作；下落时，身体

后倒，两臂用力缓慢下放伸直，还原成预备姿势，重复练习（图

3-2）。 

 

 

 

 

 

 

 

 

 

 

图 3-2  卷身上 

四、双杠 

（一）练习 1（杠端臂屈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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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备姿势：面向杠端站立，双杠宽度约大于肩宽 10 厘

米，两手握于杠端，跳起成杠上直臂支撑动作。 

2．动作练习：做屈臂动作时，双肘关节同时弯曲和稍外展，

屈臂后肩关节低于肘关节；做伸臂动作时，保持身体挺直，双肘关

节同时做伸直动作，撑起身体，重复练习（图 3-3）。 

 

 

 

 

 

 

 

 

图 3-3  杠端臂屈伸 

 

（二）练习 2（摆动臂屈伸） 

1．预备姿势：在杠内 1 米处，跳起成直臂支撑动作。 

2．动作练习：上体稍向后仰，同时收腹举腿，将腿和臀部向

前上方送出，伸展身体向后摆动，摆至终点时，屈臂自然前摆。前

摆过垂直部位后用力向前上方踢腿，同时伸直两肘关节，重复练习

（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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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摆动臂屈伸 

五、俯卧撑及相关动作 

（一）俯卧撑 

1．预备姿势：双手手掌着地，手指向前，两手间距比肩稍

宽，两臂伸直，两脚并拢，身体挺直呈直线（图 3-5）。 

2．动作练习：做身体下降动作时，保持身体挺直，两肘关节

弯曲和外展，使肩部低于肘关节水平面；做身体撑起动作时，保持

身体挺直，两肘关节伸直，撑起身体，重复练习（图 3-6）。 

 

 

 

 

          图 3-5  标准式俯卧撑            图 3-6  窄撑式俯卧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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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仰卧举腿 

1．预备姿势：身体仰卧于训练垫上，两腿自然伸直触及垫

面。帮助者两腿自然开立于受训者头部两侧，两小臂前平举。受训

者两手握住帮助者的踝关节。 

2．动作练习：受训者两腿并拢上举与上体的夹角小于 90°，

脚尖触及帮助者的手，然后还原成仰卧姿势，重复练习 30 次（图

3-7）。 

 

 

 

 

 

(a)                 (b)                 (c) 

图 3-7  仰卧举腿 

（三）仰卧卷腹 

1．预备姿势：身体仰卧平躺，两腿分开与肩同宽，膝关节弯

曲约 90°，背部紧贴地面（垫子），双手向前伸直置于两腿上方。 

2．动作练习：向上弯曲躯干，让身体呈卷腹状态，卷腹时手

指前伸拇指尖超过双膝正上方，上体后仰动作时，头部及肩背部触

及地面（垫子），还原成初始位置，重复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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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3000 米（5000 米）跑 

3000 米（5000 米）跑的完整技术包括起跑、起跑后的加速

跑、途中跑、终点跑，核心环节是呼吸。 

七、负重行进 

负重行进是灭火作战的体能基础和完成任务的必要条件，消防

队员负重应不少于 15 公斤。目的是确保消防队员在携行灭火装

备、生活必需品等重物的情况下，能按时到达火场，并保持足够体

力完成灭火任务。 

（一）平地行进 

消防队员负重行进，在 50 钟分内徒步完成 5 公里。 

（二）爬山行进 

消防队员负重行进，坡度在 30~40°时，每小时应达到 2 公

里。携行装具可视天气状况、火情等具体情况而定。 

（三）森林中行进 

消防队员在负重的情况下，可一手拨挡树枝，一手护脸部，防

止树枝擦破、戳伤头部和眼睛，并注意地上裸露的树根和枯草藤绊

脚。 

（四）其它地形行进 

如草地、松软地（沙地）、上下坡、雪地等情形，应根据火情

和灭火任务需求，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火场，保证及时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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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火场心理行为训练 

（一）场地设置 

火场心理行为训练，共设置 6 种模拟火环境，训练时应按要求

依次通过，完成训练内容。 

（二）训练实施 

1．跃火墙 

（1）目的：使消防队员意识到低强度地表火是可以直接扑打

或直接跨越的。 

（2）动作要领：跑至火墙前约 30～50 厘米处，一脚蹬地起

跳，身体向前上方跃起，另一条腿向前上摆出并跨越火墙着地，从

地沟火上方通过。跨越时，上体略前倾，两臂前后自然摆动。 

（3）动作要求：按规定穿着防护装备，迅速跨越通过，身体

尽可能地避开火焰，一次完成跨越动作。 

（4）组织练习：先在空地进行反复跨越练习，而后在无火的

情况下进行跨越练习，最后按照从单个到集体的顺序在点火的情况

下进行连贯练习。 

2．跨火栏 

（1）目的：使消防队员体验林火的热辐射、火强度，消除在

地盘松、灌木丛中遭火袭击或包围时的恐慌心理。 

（2）动作要领：跑至火栏前约 50 厘米处，左（右）腿用力蹬

地，右（左）腿向前摆，跳越第一个火栏，身体稍前倾，加大摆臂

幅度；左（右）腿蹬离地面后小腿稍向上、向外翻（脚掌外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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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跳过第一个火栏后，两腿依次交替跨越第二、三个火栏；当

右（左）腿跨越第三个火栏后，左（右）腿向前迈步继续跑进；跳

越火栏时采用两脚依次外翻跳越比较省力，腿运行半径缩短，摆动

速度加快，便于快速通过。 

（3）动作要求：连续通过三个火障，不得蹬踏火障。 

（4）组织练习： 

①进行小腿踢臂练习。20×3 组，体会小腿外翻动作。 

②跨跳练习。练习者在平地进行两腿跨跳练习，可画标记线固

定步幅。 

③连贯练习。助跑 2 步跳越模拟器进行连贯练习。 

3．冲火廊 

（1）目的：使消防队员感受到冲越火线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

可怕，从而消除被火包围、冲越火线时的畏惧心理。 

（2）动作要领：跑至火廊前适当位置时，应当屏住呼吸，上

体前倾，略低头，在无氧状态下快速冲越火廊，通过后方可进行有

氧呼吸并向前跑进。 

（3）动作要求： 

①身体各部位不得接触火障，屏住呼吸，快速通过，防止摔

倒、绊倒。 

②一定要检查好防护装备是否穿戴齐全，符合要求。 

（4）组织练习： 

①将面部放置水盆中，屏住呼吸，反复进行无氧训练，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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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缺氧状态下的适应能力。 

②进行 100 米跑训练，提高快速冲刺的速度。 

③在空地上反复进行无氧状态下的快速冲刺训练，最后进行点

火冲越练习。 

4．入迹地 

（1）目的：让消防队员体验被火包围或在火烧迹地实施避险

时的火环境，消除紧张、焦虑和恐慌心理。 

（2）动作要领：跑至火烧迹地前时，先跨入火烧迹地内，然

后迅速面朝下卧倒，两腿并拢，两手放至胸前紧贴地面，停留 3 秒

后，迅速单腿支身起立并跨出火烧迹地，继续向前跑进。 

（3）动作要求： 

①进入火烧迹地内要迅速卧倒，避险姿势要正确。 

②练习时，防护装备要穿戴齐全。 

（4）组织练习：在空地上反复进行卧倒和单腿支身起立分解

动作练习，而后进行连贯动作练习，动作熟练后再进入火烧迹地模

拟器内进行训练。 

5．穿火林 

（1）目的：使消防队员体验在枯立木燃烧时穿行的情境，消

除紧张心理。 

（2）动作要领：穿越时必须从火林中穿过，遇有站立木或倒

木时须绕行和跳越。穿越过程中，动作应放松，步幅开阔，身体重

心略低并前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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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作要求： 

①迅速穿越通过，身体各部位不得接触火障，防止烧伤。 

②要注意避开倒木和枯立木。 

（4）组织练习： 

①蛇形绕杆跑练习。练习者在平地上，练习慢跑绕行间隔 1.5

米的竹竿或绕树林进行练习。 

②连贯动作练习。结合模拟器材进行连贯动作练习。 

6．过火幕 

（1）目的：使消防队员亲身体验一般树冠火在短时间内对人

体的辐射，感受树冠火袭击时快速通过的心理。 

（2）动作要领：跑至火幕前时，左（右）脚着力蹬地，右

（左）脚向前跨步，跨步的同时，上体保持正直，快速通过后继续

向前跑进。 

（3）动作要求： 

①身体迅速从火幕内通过，身体各部位不得接触火幕。 

②身体前移，头略低。 

（4）组织练习：在空地上反复进行单腿跨越练习，上体始终

保持正直，而后再结合模拟器进行跨越练习，练习时，身体不能碰

触两边内壁。 

（三）注意事项 

在训练中要注意安全，防护装备应穿戴齐全，谨防发生训练事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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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森林草原常用灭火机具使用 

一、二号工具 

（一）操作要求 

二号工具主要用于直接灭火和清理火场，对扑打低强度地表火

很有效，具有使用轻便灵活，坚固耐用，成本低，制作简便的特点

（图 4-1）。 

 

 

图 4-1  二号工具 

 

操作二号工具基本动作包括取具、置具，托具、具放下。 

1．取具、置具 

（1）口令：取具，置具。 

（2）动作要领：听到“取具”的口令，左脚向右脚前迈出一

大步，迅速前俯成左弓步，右手拿起二号工具，直身同时左脚靠拢

右脚，成持二号工具立正姿势。听到“置具”的口令，左脚向右脚

前迈出一大步，迅速前俯成左弓步，放下二号工具，直身同时左脚

靠拢右脚成立正姿势。 

2．托具、具放下 

（1）口令：托具，具——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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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作要领：在持二号工具立正的基础上，听到“托具”

的口令，右手将二号工具提于右胸前，左手在右手下方抓握具杆，

两手协力将具送上肩，左手迅速放下，成托具立正姿势。听到“具

——放下”的口令，右手下压二号工具杆，左手接握具杆，将具放

下，成持二号工具立正姿势。 

（二）灭火运用 

二号工具运用动作主要有扑打式和清理式，是综合运用“打、

压、推、搓”等技术，要领归纳为“一打、二搓、三抬”。扑打

低、中强度地表火和清理火线，与其它机具协同效果更佳。 

1．扑打式训练 

（1）口令：扑打式——开始，停。 

（2）动作要领：当听到“扑打式——开始”的口令，向扑打

方向迈出一大步，将二号工具向上方挥起，两手合力用力向下打压

火焰底部，并向火烧迹地内侧推搓，照此法动作反复进行。听到

“停”的口令，成持二号工具立正姿势。 

2．清理式训练 

（1）口令：清理式——开始，停。 

（2）动作要领：听到“清理式——开始”的口令，向清理方

向迈出一大步，将二号工具摁压在余火、火星或烟点部位，利用两

手合力反复推搓，将火星推进火烧迹地内，照此法动作反复进行。

听到“停”的口令，成持二号工具立正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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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合工具 

（一）操作要求 

组合工具由背囊、砍刀、铁锹、手锯、灭火耙、灭火镐和活动

手把等组成，主要用于灭火和清理火场，见图 4-2、图 4-3。 

 

 

 

 

 

图 4-2  组合工具 

 

 

 

  

 

砍刀             铁锹           手锯        灭火耙          灭火镐         活动手把 

图 4-3  组合工具构造 

 

1．基本动作 

（1）提组合工具 

①口令：取具，置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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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动作要领：在立正的基础上，听到“取具”的口令，上体前

俯，右手抓握上提手，直身的同时，成提组合工具立正姿势。听到

“置具”的口令，俯身将组合工具置于地上，起身成立正姿势。 

（2）背负组合工具 

①口令：背——组合工具，放——组合工具。 

②动作要领：在立正的基础上，听到“背——组合工具”的口

令，左脚向右脚前迈出一步，上体前俯，两臂交叉抓握背带，直身

的同时，两手协力将组合工具由右侧背在背上，左脚靠拢右脚，成

背组合工具立正姿势。听到“放——组合工具”的口令，左脚向右

脚前迈出一步，身体向右转，两手同时用力将背带撑起，左手挑背

带，右手将背带撑起，两手协力将组合工具由背上经右侧取下，左

脚靠拢右脚，成立正姿势。 

2．技术动作训练 

（1）砍刀作业：左手摁压砍伐物，右手挥刀向下斜砍其根

部，砍伐时，挥刀距离要大，下砍速度要快，砍伐部位要准，根茬

通常不超过 10 厘米。 

（2）手锯作业：左手轻推小径乔木或灌木，以免夹锯。右手

握紧锯把，使锯片保持水平反复推拉。使用手锯时，推拉幅度要

大，锯面要平。 

（二）灭火运用 

1．砍刀和手锯主要用于开辟道路、开设防火隔离带。一般对

直径小于 5 厘米的灌乔木实施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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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锹和灭火镐主要用于开设防火隔离沟，通过铁锹和灭火

镐配合实施作业。 

3．灭火耙与活动手把组合使用，主要用于清理火场。 

三、水枪 

林草系统地方森林草原消防队伍目前配备的水枪主要有往复式

水枪、高压细水雾灭火水枪、高压脉冲灭火水枪等类型。 

（一）往复式水枪 

1．操作要求 

（1）携水枪动作 

①口令：背水枪，放水枪。 

②动作要领（以箱式水枪为例）：在立正的基础上，听到“背

水枪”的口令，左脚向右脚前迈出一步，上体前俯，两臂交叉抓握

背带，右手抓握背带和枪管上方，直身的同时，两手协力将箱由右

侧背在背上，枪管置于胸前，左脚靠拢右脚，成背水枪立正姿势。

听到“放水枪”的口令，左脚向右脚前迈出一步，身体向右转，两

手同时用力将背带撑起，左手挑背带，右手将背带撑起，两手协力

将箱由背上经右侧取下，左脚靠拢右脚，成立正姿势。 

（2）技术动作训练 

①点射式，主要用于扑灭局部火点。 

口令：点射式——开始，停。 

动作要领：听到“点射式——开始”的口令，将枪口对准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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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右手抓握水枪握把置于腰际，左手抓握枪管套筒拉开约 1/2～

1/3，连续快速反复用力，使水成断续线状射向火点，照此法动作

反复进行。听到“停”的口令，右脚靠拢左脚，成背水枪立正姿

势。 

②扇面式，主要用于沿火线扑灭明火、清理暗（隐）火。 

口令：扇面式——开始，停。 

动作要领：听到“扇面式——开始”的口令，两手合力将水枪

拉开，左臂伸直枪口对准火线，右手抓握水枪握把和杠杆握柄，枪

管左右摆动，将水成扇面射向火线，照此法动作反复进行。听到

“停”的口令，右脚靠拢左脚成背水枪立正姿势。 

③直线式，主要用于顺火线压制火头，降低火强度，给消防队

员创造宜于灭火的条件。 

口令：直线式——开始，停。 

动作要领：听到“直线式——开始”的口令，将水枪对准火

线，两手合力将水枪拉开，保持枪口方向稳定，左手向右下反复用

力将水直射向火线，照此法动作反复进行。听到“停”的口令，右

脚靠拢左脚，成背水枪立正姿势。 

④喷雾式，主要用于扑灭暗火，防止隐火复燃。 

口令：喷雾式——开始，停。 

动作要领：听到“喷雾式——开始”的口令，两手协力将枪管

拉开，枪头对准火线，俯身同时利用两手合力按右、左、右的顺序

摆动枪管将水枪成雾状沿火线喷洒，照此法动作反复进行。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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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的口令，右脚靠拢左脚，成背水枪立正姿势。 

2．灭火运用 

（1）直接灭火。水枪对于次生林火、低强度地表火、初发火

等可实施直接灭火，且扑灭后不易复燃。扑救地下火，沿火线向火

烧迹地内 3～5 米进行喷水，也可以向地下火火点、热源单点喷

水，使之熄灭。 

（2）配合灭火。配合风力灭火机扑救中低强度地表火，单枪

或多枪与风力灭火机配合打开突破口，降低火强度。同时，还可为

风力灭火机手降温。 

（3）清理余火。利用水枪增加可燃物的湿度，与其它手工具

配合，达到彻底清理余火的效果。 

（4）火场应急。紧急避险时，使用水枪或配合风力灭火机拦

截火头，清理避险场地，给避险人员身上喷水，达到降温的目的。 

（二）高压细水雾灭火水枪 

1．操作要求 

（1）启动 

打开油门调节器，右手握枪杆，左手向身体左后侧抓握启动器

手柄，启动机器。初次启动时（冷启动），关闭风门开关（机器运

转几秒后，可打开风门开关），经过运转后的机器可在风门开关打

开时直接启动。 

（2）作业 

①伸缩枪杆：扳开枪杆压板，调整枪杆长度，压紧枪杆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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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图 4-4  伸缩枪杆操作 

②调节射程：转动汽油机的油门调节器，调节出水的压力与流

量。 

③调节喷头：调节油门，更换喷头，使喷头出水形成柱状或雾

状。 

（3）停机 

收起枪杆，降低油门，熄火（约 3 秒）。 

2．灭火运用 

（1）扑打火头：一是多机配合在 8 米左右距离强行压制火

焰，切割火焰底部，降低火强度；二是多机集中灭火时，前方使用

直流喷头消灭明火，后方使用雾化喷头清理余火，有效防止复燃。 

（2）紧急避险：一是在安全距离上实施突破，顶压火焰、切

割火线，实现有效灭火，保证人身安全；二是快速突破火线，清理

火烧迹地内的余火。 

（3）协同灭火：一是与风力灭火机配合，细水雾灭火机压制

火焰、清理余火，风力灭火机切割底部、扑打明火；二是与点火器

配合，实施点烧隔离带、点迎面火、顺风火灭火；三是与手工具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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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重点清理余火。 

（4）复杂地形灭火。细水雾灭火机可以在安全距离上对草塘

火、幼松林火、灌草火等多种类型高强度火实施扑救，达到灭火与

清理同步的效果。 

（三）高压脉冲灭火水枪 

1．操作要求 

（1）将贮水瓶充满液体灭火剂，旋紧瓶盖。 

（2）将高压空气贮气瓶捆缚在贮水瓶的右侧支架上。 

（3）用空气管将减压阀次级出口与贮气瓶进气口连接。 

（4）将高压空气管接连到减压阀的主出口。 

（5）背起贮水贮气装置，关闭进水阀，将水管插入灭火炮进

水口（图 4-5）。 

（6）将高压空气管插入灭火炮进气口（图 4-6）。 

 

 

 

图 4-5                                 图 4-6 

（7）缓慢开启贮气瓶阀门，听到咝咝的响声（图 4-7）。 

（8）贮气瓶的空气压力约为 0.6Mpa，喷雾水枪气室的空气压

力约为 2.5Mpa 时，打开水阀，有少量水从枪口橡胶膜片处流出

时，枪室注水完毕（图 4-8）。 



 

— 32 — 

 

 

 

 

图 4-7                                  图 4-8 

（9）关闭水阀，打开扳机保险（图 4-9）。 

（10）枪体向上倾斜 30°，瞄准目标后射击。重复以上动作

准备第二枪（图 4-10）。 

 

 

 

图 4-9                                     图 4-10 

 

2．灭火运用 

（1）扑救重大火灾。火焰高度超过 2 米以上的火线，用于打

开突破口。 

（2）扑打树冠火。以雾化水流对准树冠进行灭火。 

（3）紧急避险。主要用于打开避险逃生缺口。 

四、风力灭火机 

风力灭火机分为背负式和便携式两类。 

（一）背负式风力灭火机 

林草系统地方森林草原消防队伍目前配备有三种类型背负式灭



 

— 33 — 

 

火机（德国斯蒂尔、日本小松、国内厂家同类型产品）。原理基本

相同，风机重量、风速因型号不同参数有所不同。以斯蒂尔为例。 

1．启动 

打开操纵杆，按压燃油泵，使油泵泡内充满燃油，关闭风门旋

钮（热启动时打开风门旋钮），左手紧握机具，右手拉动手柄调试

启动绳位置，用力快速拉动启动器，直至发动机点火。 

2．运转 

将阻风阀打开，扣动手柄使限位轴复位，放松扳机，发动机怠

速运转 2～3 分钟，再提高转速工作（油门手柄扣到底，此时发动

机处于全负荷状态）。 

3．调整 

（1）怠速调整：怠速油针常规开度一般在一圈半左右。怠速

较高，应增大怠速油针开度，怠速较低，应减小油针开度。调整怠

速时，应适当调整限位螺钉。 

（2）高速调整：高速油针常规开度在半圈左右。发动机温度

过高，风力弱，应逆时针增大高速油针开度，发动机声音较闷、排

烟较浓，应顺时针减小油针开度。调整高速油针时，应适当调整限

位螺钉。 

4．停机 

放松油门手柄，使发动机怠速运转 2～3 分钟，将设置操纵杆

移至归位，或者将阻风阀门关闭，即可停机。 

（二）手提式风力灭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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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生产手提式灭火机的厂家较多，虽然型号各异，但机

械原理基本相同，启动和维护保养的方式参考背负式风力灭火机。 

（三）技术动作训练 

背负式和手提式风力灭火机使用技术归纳为“割、压、顶、

挑、扫、散”六个动作，实际运用分为控制式、扑打式、清理式和

冷却式四个动作。 

1．控制式。综合运用“压、顶”技术，压制火焰，阻止火线

扩展。 

（1）口令：控制式——开始，停。 

（2）动作要领：将灭火机平置于右胸前，风筒水平向前作

业，风筒口距火线距离视火焰强度而定，依据林火强度和熄灭情

况，确定行进速度。 

2．扑打式。综合运用“割、扫”技术，切割火焰底线，扑打

低、中、高强度的地表火。 

（1）口令：扑打式——开始，停。 

（2）动作要领：将风筒下压，风筒口距火线适当距离，连续

沿火线横扫，切割火焰底线。 

3．清理式。综合运用“挑、扫”技术，清理火线和扩宽防火

隔离带。 

（1）口令：清理式——开始，停。 

（2）动作要领：将风筒下压，风筒口距火线适当距离，左右

反复横扫或斜扫，并顺势沿火线向内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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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冷却式。综合运用“顶、散”技术，消除热辐射对消防队

员及风机油箱构成的威胁。 

（1）口令：冷却式——开始，停。 

（2）动作要领：将风筒端平，置于右胸前，尔后灭火机风筒

反复上仰。 

（四）灭火运用 

风力灭火机一般对火焰高度 1.5 米以下（火焰变化高度 2 米以

下）的急进地表火和稳定地表火进行强风吹割扑打。对油脂含量

高、低矮的针叶林使用风力灭火机灭火时，要避免助燃现象出现；

阻断林火蔓延通道时，不能在草塘或草地内强行使用风力灭火机扑

打和清理；实施点烧作业时，风力灭火机对已点烧的火线实施快速

助燃和火线控制；清理余火时，用风力灭火机将火线外侧细小可燃

物吹向火烧迹地内，从而达到彻底清理余火的目的。 

使用背负式和手提式风力灭火机灭火时，采用单机和编组方式

进行灭火： 

1．双机编组 

（1）火焰高度在 1 米以下的火线。 

（2）火场可燃物分布比较均匀。 

技术要求： 

主机手位于火线外侧与火线成 15 度角。第一台灭火机在火线

外侧距火焰 1.5 米左右，用强风压迫火焰中上部，使火势减低并倒

向火烧迹地内侧；第二台灭火机在第一台后 50 厘米处，距火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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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米左右，用强风切割火焰底部灭火，并将可燃物吹散到火烧迹地

内侧。 

2．三机编组 

（1）火焰变化高度在 1.5 米以下的火线。 

（2）火场可燃物水平分布不均匀。  

技术要求： 

三机编组扑灭火焰高度在 1.5 米左右的火线时，要采用两上一

下配合灭火。其配置方法是：第一台于火线外侧 2 米处，用强风直

压火上、中部，压低火势，并强行改变火焰运动方向，使其倒向火

烧迹地内侧；第二台在第一台后 50 厘米，距火焰 1.5 米左右，用

强风横扫燃烧物质上部即火焰底部，灭掉部分明火；第三台在第二

台后 50 厘米，距火焰 1 米左右，继续用强风割火焰底部和直吹燃

烧物质，达到熄灭明火的目的。 

当火焰高度降低到 1 米左右高度时，要改用两机灭明火，一

机清理余火的配置。第一、二两机用双机编组使用方法在前灭明

火，第三机在第二机后 2 米左右沿火线消灭余火和清理火场。 

3．四机编组 

（1）火焰变化高度在 2 米以下的火线。 

（2）火场可燃物分布不均匀并有垂直分布的地段。 

（3）实施迎风点烧隔离带时。 

技术要求： 

从第一机到第四机在火线外侧呈斜线排列，前后间距为 50 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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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距火线距离依次为 2.5 米、2 米、1.5 米、1 米，并与火线大约

呈 15 度角。 

第一台灭火机用强风压火线上部，第二台随即压火焰中、上

部，两机配合迫使火焰高度降低，并使火锋倒向火烧迹地内侧。 

第三、四台灭火机切割火焰底线和直吹燃烧物质，达到灭火的

目的。 

当火焰变化高度降为 1.5 米以内时，可抽一台清理余火，其余

按三机编组使用方法要求灭火。 

4．五机以上编组 

五机以上编组适用于开阔地形灭火，具体方法参照四机编组进

行增加。 

（五）日常维护保养 

1．擦净风力灭火机外表面的泥土、油污等污垢。 

2．拆下空气滤清器滤网、化油器和火花塞，清除污物，用汽

油洗净后重新安装。 

3．检查燃油箱、消声器以及灭火风机叶轮与驱动轴的紧固螺

栓等各紧固件，看有无松动、丢失，并及时拧紧和补充。 

4．检查点火系统各接头连接情况，及时紧固、维修松动或断

线部位。 

五、水泵 

目前，林草系统地方森林草原消防队伍主要配发使用 w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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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型、Fyrpak 型和 QB260-TB 型、ZALHB3000 森林消防水泵，部

分省（区、市）已配备柱塞隔膜泵。以国产便携式 QB260-TB 型、

ZALHB3000 森林消防水泵和柱塞隔膜泵为例，说明使用方法和灭火

实战应用。 

（一）离心式（偏心）水泵 

1．操作要求 

（1）启动 

①冷机启动：旋转阻气门手柄到启动位置，手拉启动器直到发

动机运转，发动机变暖后打开阻气门。 

②暖机启动：打开阻气门，将阻气门节流阀设定为一半流量，

手拉启动器直到发动机运转，在发动机启动之后立刻减少节流量并

且使发动机变暖。 

③热机启动：打开阻气门，手拉启动器直到发动机运转。 

（2）运行 

水泵在工作状态时必须经常检查底阀，确保不被堵塞。在运行

过程中，不要将底阀从水中拿出，否则会造成发动机空转，损坏泵

体。发动机油门要保持适当位置，在油门全开状态下长时间工作会

大大缩短其使用寿命。 

（3）停机 

①把油门调节到怠速位置（向下）。 

②待机 0.5～1 分钟。 

③把停机开关移至 OFF/关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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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拆去吸水管和排水管后，抬起泵并且朝两个方向倾斜倒出泵

里的水（图 4-11）。 

⑤用干布擦拭水泵接头后，拧上接头保护盖（图 4-12）。 

 

 

 

 

                      图 4-11  排水                              图 4-12  擦泵 

2．日常维护保养 

（1）清洗空气过滤器。先拆下进气装置外壳，取下过滤网，

除去沙粒，用有机溶剂冲洗干净，然后重新装好。 

（2）擦拭启动器。打开防护罩擦拭启动器。注意在安装启动

器时，风扇与发电机不要有直接的接触，保证留一定的空隙。通常

间隙为 0.5～0.8 毫米。 

（3）清洗火花塞。定期进行检查，每运行 15 小时须清洗一

次。积炭严重、已烧损的火花塞必须更换，有些是专用型号，不能

用国产二冲程摩托车的火花塞代替。 

（4）调整燃油空气混合螺钉。在通常情况下不需要对低速调

节螺钉进行调整。 

（5）保养发动机。日常保养，需耗尽发动机燃油，防止化油

器内的燃油因挥发形成沉积。保养存放，先拆下火花塞，向气缸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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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入适量润滑油，重新装好火花塞，拉启动器 2～3 次，让润滑油

均匀分布在缸体上，防止生锈。 

（6）保养水带。水带使用后应清洗干净并晾干，在晾干时应

避免水带在阳光下暴晒。水带入库存放前必须进行检查，如水带及

其接头有破损应及时维修或更换。没有晾干的水带不能收卷存放。 

（二）轻型手提灭火泵 

以 ZALHB3000 型手提灭火泵为例，操作要求： 

1．启动 

（1）冷机启动：按动球柄加载化油器（图 4-13），在最小

（MIN)和最大（MAX）之间转动加速器（图 4-14），同时把开关转

到（ON/MIN）位置（图 4-15），把启动杆转到关闭（CLOSE）位置

（图 4-13）。慢拉起动手柄，有阻力时用力拉动，待发动机发出轰

鸣时，将启动杆置于打开（OPEN）位置（图 4-16），再用力拉动手

柄，直至发动机启动。 

 

 

 

 

 

 

图 4-13                                          图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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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图 4-16 

（2）热机启动：与冷机启动步骤相同，区别在启动时，直接

将启动杆置于打开位置（OPEN），用力拉启动手柄，至发动机启

动。 

2．运行 

水泵在工作状态时，应随时检查吸水底阀，不得拆除油箱盖；

不在发动机运转和热机情况下加油；发动机在磨合期间，不要让发

动机全速空转，不要更换燃油；水泵应在发动机熄火情况下搬运。 

3．日常维护保养 

与离心（偏心）水泵相同。 

（三）柱塞隔膜泵 

操作要求： 

1．启动 

（1）冷机启动：打开油路充油，打开启动开关，调整油门到

三分之一处；关闭进风门，快速拉动手拉器，启动机器，启动后风

门缓慢打开，油门加至二分之一处，待机 1 分钟后正常使用。 

（2）热机启动：打开油路充油，打开启动开关，调整油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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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处；打开风门，快速拉动手拉器，启动机器，启动后风门

缓慢打开，可正常使用。 

2．运行 

参照离心泵。 

3．停机 

（1）降低油门，熄火。 

（2）打开放水阀放水。 

（3）泄压，拆下进、出水管。 

（4）关闭油路，重启机器，燃尽化油器内汽油。 

（5）排净泵体残水，擦拭后入库保存。 

4．日常维护保养 

参照离心（偏心）水泵。 

（四）灭火运用 

1．水泵直接灭火。进入火场后，应迅速依托附近河流、小

溪、水车等水源，针对林（草）火势和蔓延情况灵活采用水泵灭火

战术，实施单泵或多泵多枪头灭火。扑救树冠火或阻截火头时，主

要使用 3/8 直流水枪，采取多枪头、大流量集中灭火；扑救地表火

和地下火时，主要使用 1/4 直流水枪和雾状水枪，利用多泵分散喷

水，使水喷洒到地表可燃物和渗入腐殖层；扑救地下火时，应采取

“Z”字形方式，向腐殖层下注水使水进入泥炭层，扑灭地下火。 

2．建立人工潮湿依托带。当拦截火头或遇到高强度火需采取

“以火攻火”时，应在火线外侧用水泵横向对可燃物喷水，迅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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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定宽度和长度的人工潮湿依托带，以防止点火时跑火。尔后依

托人工潮湿带在火线内侧向来火方向点烧迎面火，实现“以火攻

火”。 

3．清理火线火场。清理火线时，枪手应由火烧迹地边缘逐渐

向内清理，确保不发生复燃；清理火场时，对采伐迹地、风倒木

区、旧火烧迹地及病虫害区等难清理地段，应利用轻型便携水泵，

采用换位移动方式，由外向内逐步清理，达到清理火场的目的。 

4．拦截火头时喷灌灭火。主要用于保护重点目标，在林火蔓

延前方安全位置，迅速架设水泵，采取单泵多泵喷灌、多泵并行喷

水等方法实施旋转喷灌，拦截火头或灭火。 

5．配合灭火时提供水源。当串联水泵输水至极限距离，仍不

能到达火场时，可用水泵先将水输送到前方水囊或简易蓄水池中，

为水枪和其它水灭火装备供水灭火，同时还可为火场紧急避险提供

保障。 

6．泵车接力输水。距离水源较远时，可采取泵车接力输水的

方法进行灭火，接力的泵车要按照操作要求进行架设，保证接力灭

火顺利实施。 

7．泵车协同灭火。一是水泵与消防车协同；二是远程输水系

统与水泵协同；三是远程输水系统与消防车协同；四是远程输水系

统与水泵、消防车协同。 

六、油锯 

目前，林草系统地方森林草原消防队伍配备使用的油锯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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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斯蒂尔油锯和国产的高把油锯、短把油锯。以短把油锯为例。 

（一）操作要求 

操作油锯时，要把握好“端锯、下锯、杀锯、撤锯”四个步

骤，正确操作，提高伐木效率和安全性。 

1．端锯。油锯要端得稳、准、平、正，使锯导板与树干保持

垂直。避免端锯不稳、不平造成难于控制树倒方向而加大危险性。 

2．下锯。将插木齿靠紧树干，锯齿轻轻接触树干，先使用小

油门，使油锯导板锯入树干，再加大油门并逐渐加推进力。避免因

下锯方法不对或没有把插木齿紧靠树干，锯链转速过高而引发油锯

把操作人员带倒现象。 

3．杀锯。伐硬质木时，采用大油门轻杀锯；在树木将要下倒

或已经下倒时，应大油门狠杀锯，以加快树木下倒的速度，防止劈

裂。 

4．撤锯。在树木将要下倒之前，减小油门并将油锯导板抽

出，将油锯制动熄火，尔后沿安全通道快速撤离。 

（二）灭火运用 

油锯主要用于伐木，在灭火中常用来开设隔离带、直升机临时

机降场地和清理火场，应充分发挥其携带方便、轻捷、易控制等特

点。 

（三）日常维护保养 

1．清洗并检查曲轴箱、曲轴、连杆、清除飞轮、风扇、缸

罩、启动器等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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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序清除气缸、活塞、消音器等配件积碳，清洗泵油室、

平衡室、离合器、被动盘等配件。用汽油清洗机油箱和滤清器。 

3．检查气缸、活塞环、活塞磨损程度，复原机器并启动检

查。 

七、割灌机 

目前，林草系统地方森林草原消防队伍主要配发背负式割灌机

和侧挂式割灌机。以背负式割灌机为例。 

（一）操作要求 

1．启动。打开油门开关，调整油门手柄，关闭阻风阀门，轻

拉启动器数次后打开阻风门，迅速拉动启动器，启动发动机；发动

机启动后，先怠速运转 2～3 分钟后再加负荷，发动机怠速可通过

调整化油器上的怠速螺钉来实现。 

2．停机。降低发动机转速，停火；关闭油门开关。 

（二）灭火运用 

割灌机主要用于清理小径级立木、灌丛、杂草等，开辟隔离带

和宿营地，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性能先进、操作方便等作用。根据

草、灌的疏密粗细不同，适当调整油门手柄，一般开到 1／2 或 1

／3 处。双手自然握紧手把，掌握好留茬高度，双脚分开身体慢慢

左右摆动，割幅一般在 1.5～2 米范围内，有节奏地边走边割。在

灭火运用中，一是双手用力要均衡，避免锯片碰触硬物反弹伤人；

二是站立要稳；三是左右摆动幅度不宜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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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常维护保养 

1．机器使用超过 35 小时后，应及时保养火花塞、空气滤清

器、吸油头、传动轴等各类配件。在灰尘大的环境中使用时，适当

提高清除频率。 

2．机器使用 50 小时后，应进行精细保养，加注润滑脂。 

3．储存时必须清理机体，清空燃料，燃尽化油器内燃料，拆

下火花塞，向气缸内加入 1～2 毫升二冲程机油，拉动启动器 2～3

次，装上火花塞。 

八、无人机 

无人机具有多功能、全时域、便于操控、携行方便、安全性高

等特点，已广泛运用在森林草原防灭火、应急救援等多项任务中。

目前，森林草原防灭火无人机有大型、中型、小型，按照机翼构造

还可分为固定翼、多旋翼、无人直升机旋翼与固定翼结合等机型。 

（一）基本构造 

以 KWT-X6L 旋翼机为例，主要由无人机平台、地面操控系统及

手持式遥控器等组成。 

1．无人机平台：包括机臂、中心盘、起落架、任务载荷及附

属摄像头等。 

2．地面操控系统：有集成式地面操控站，负责航线规划、无

人机状况和载荷状态显示、应急状态告警、前方视频实时回传显示

及存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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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手持式遥控器：操控无人机执行飞行任务，显示无人机主

要的技术参数，显示记录附属摄像头回传的视频等。 

（二）主要功能 

1．森林草原防火巡护。 

2．实施火场侦察。 

3．组建火场应急通信网络。 

4．携带灭火弹、灭火水囊实施空中灭火。 

5．搜救、测量及应急救援等。 

（三）日常维护 

应由专业人员严格按照操作使用规范，进行日常维护保养。 

九、加油器 

林草系统地方森林草原消防队伍目前配发使用的主要是背负式

加油器。 

（一）操作要求 

1．将背带调整到合适位置。 

2．向加油器的汽油桶中加入汽油。 

3．按照燃油混合比例，将机油倒入油桶。 

4．将放气孔打开，把出油嘴开关打开即可进行正常工作。 

（二）灭火运用 

加油器主要用于给风力灭火机、油锯和割灌机等灭火装备加

油，应发挥其携带方便、加油省力省时和安全高效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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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常维护保养 

1．加油器必须分类存放使用，带油存放必须将放气孔封闭，

以免燃油溢出发生危险。 

2．使用后的加油器存放前要检查该装备是否完整，如有缺失

及时补充。 

3．使用后的加油器要将油管、油嘴和上阀盖擦拭干净，然后

入库存放。 

十、点火器 

点火器的种类主要分为滴油式和储压式两类。以滴油式点火器

为例。 

（一）操作要求 

使用点火器前，打开跑风阀，点火器头向下倾斜，滴上燃油后

点燃点火头。熄灭点火器前，要关闭跑风阀，防止漏油。 

（二）灭火运用 

1．以火攻火。在有依托条件下用人工点火的方法，向大火方

向点烧可燃物，当两火相遇时，火势熄灭，达到以火攻火的目的。 

2．阻隔火线。在地形林情复杂，灭火人员无法靠近，或者有

重点目标需要保护时，点烧火线以达到阻隔来火的目的。 

3．计划烧除。有计划的点烧林下可燃物或采伐剩余物，达到

防止火灾发生的目的。计划烧除时，火场风力不能高于 3 级，并要

做好防护，防止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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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急自救。当灭火人员被大火包围时，用点火器点顺风火

或逆风火，烧出一块安全区，灭火人员迅速进入火烧迹地避险。 

（三）日常维护保养 

1．点火器用完后将桶内燃油倒出存放。如带油存放，必须将

油孔封闭，关闭跑风阀，以免燃油溢出发生危险。 

2．将点火头、油管、油嘴和上阀盖擦拭干净。将点火器上部

组件反向装入油桶内，拧上压盖后存放。 

十一、灭火弹 

森林草原灭火弹主要分为干粉灭火弹、水剂灭火弹、热敏灭火

弹。以干粉（水剂）灭火弹为例，对使用和注意事项进行说明。 

（一）灭火运用 

1．打开突破口时应用。在接近火线后，一人或多人同时向火

线一处投掷灭火弹，使爆炸面积尽可能大，达到将火线一处完全覆

盖的目的。 

2．攻打火头时应用。在距离火头不远处，集中多人一起将多

个灭火弹投向火头处，达到扑灭火头或降低火势强度的目的。 

3．火场自救时应用。在遇有紧急情况时，集中使用灭火弹打

开火线缺口，使灭火人员能迅速穿越火线进入火烧迹地避险。 

（二）注意事项 

1．投掷距离应大于 3 米，防止造成意外伤害。 

2．不得将灭火弹投入油罐、油槽等盛有大量易燃液体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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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3．保管和发放应有专人负责，注意防潮，防止乱丢、乱用，

禁止小孩和无关人员接触，以免发生意外。 

4．对需报废的产品，应将壳体拆掉，倒出干粉，取出拉火

体，并按销毁规则统一销毁。 

十二、对讲机 

对讲机主要用于火场的组织指挥和通信联络。林草系统地方森

林草原消防队伍配备的型号较多，以 GP338 对讲机为例。 

（一）开／关对讲机 

顺时针旋转“开／关／音量旋钮”开机。对讲机正常操作会听

见自检成功音且绿色“指示灯”显示，反之对讲机发出自检失败

音。逆时针旋转“开／关／音量旋钮”直到“咔哒”声响起关机。 

（二）选择信道 

GP338 对讲机提供 128 条常规信道（共有 8 个区，每个区拥有

16 个信道）。左右旋转“信道选择钮”来选择信道。 

1．根据需要选择适当的区。 

2．调节“信道选择钮”直到所需的信道显示。 

（三）呼叫 

选择通信信道，按住电台侧面[PTT]键，离麦克风 2.5～5 厘米

的地方说话，便可呼叫对方，此时指示灯为红色发射显示，松开

[PTT]键，电台恢复到接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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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卫星导航定位终端 

目前国内普及使用北斗卫星导航和 GPS 卫星定位终端，包括手

持终端、车载终端、机载终端以及指挥机（指挥调度）等。 

（一）北斗卫星导航 

RNSS／GNSS／定位／导航。可接收北斗卫星信号、确定使用者

当前的坐标位置，进行导航，测点、线、面以及记录轨迹。在以上

功能的基础上，RDSS/短报文/有源终端，增加了北斗短报文通信功

能。 

北斗手持式卫星定位仪操作使用： 

1．开机定位。设备在室外开机即可自动搜索卫星信号并显示

出当前位置的坐标信息。按采点键即可将当前位置的坐标保存。 

2．记录行走轨迹。设备开机定位后会自动记录行走轨迹，可

在行程结束或者缓存存满时，进入航迹中保存。保存后可查看长

度、面积、返航。这一项在进入陌生林区时尤为重要。如需要按原

路返回，按返航即可。 

（二）北斗短报文终端操作使用 

1．收发短报文。在室外开机，面朝南，不能有高大遮挡物，

打开北斗信息 APP，输入接收方北斗卡号，输入报文内容，点击发

送即可。同发送短报文一样的动作和环境下，短报文会自动接收并

提示。 

2．位置上报。在室外开机，面朝南，不能有高大遮挡物，打

开北斗信息 APP，在定位中输入收方地址和报告频度，开启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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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设备便会按照设定的频度自动上报当前位置。 

3．通播/监听。北斗指挥机可以使用通播功能，即在收方地址

处输入本机的通播地址，即可进行通播（@All）。北斗指挥机可以

自动接收到本机下属用户设备所接收到的北斗短报文信息，以进行

监听。 

4．使用注意事项。无需地面通信网络支持即可使用；需要在

室外使用，室内搜索不到卫星信号；在收发短报文时，设备天线需

朝南向天空，且不能有高大遮挡物；北斗短报文不能打电话、发语

音、图片（北斗二号）；北斗短报文有服务频度限制，每隔 60 秒、

300 秒发送一次（由北斗卡的等级决定）；长期不用时取出电池，

定期充电。 

（三）GPS 卫星导航 

GPS 手持定位仪操作使用： 

1．开机定位。设备在室外开机即可自动搜索卫星信号并显示

出当前位置的坐标信息。 

2．记录行走轨迹。设备开机定位后，使用记录轨迹功能会记

录行走轨迹并保存。保存后可查看长度、面积等数据。 

3．对不同型号 GPS 手持定位仪按使用手册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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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单兵合成动作训练 

一、训练准备 

按标准设置场地，准备好 GPS（北斗）卫星定位仪、对讲机、

风力灭火机、水枪、油锯、点火器、灭火弹及油料、可燃物、秒

表、指挥旗等机具器材，确保机具性能良好，做好保障人员培训，

明确训练内容,提出具体要求和安全注意事项。 

二、训练实施 

（一）单项作业 

1．GPS（北斗）卫星定位仪操作 

（1）动作要领：当听到“卫星导航定位终端和超短波电台操

作——预备”的口令时，受训人员立即进入作业点，指挥员当场宣

读目标点坐标，操作人员进行记录。当听到“开始”的口令时，立

即使用 GPS（北斗）卫星定位仪测量现地概略坐标及高程，输入正

确的目标点坐标，测算站立点与目标点之间的距离，使用对讲机报

告测算结果。量算结果正确后，教练员下达“停”的口令，并记录

受训人员完成训练内容所用时间。 

（2）标准与要求：熟练完成 GPS（北斗）卫星定位仪操作，

测量高程、测算站立点与目标点之间的距离准确。 

2．风力灭火机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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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动作要领：当听到“风力灭火机灭火——预备”的口令

时，受训人员立即进入风力灭火机灭火作业点，当听到“开始”的

口令时，启动机具，采取灵活的应用动作，迅速扑灭预设火线，关

闭机具。教练员下达“停”的口令，并记录受训人员完成训练内容

所用时间。 

（2）标准与要求：会正确操作使用风力灭火机，扑打动作标

准，明火扑灭彻底。 

3．水枪灭火 

（1）动作要领：当听到“水枪灭火——预备”的口令时，受

训人员立即进入水枪灭火作业点。当听到“开始”的口令时，迅速

背水枪，采取点射式、扇面式、直线式、喷雾式等动作，迅速扑灭

预设火线。教练员下达“停”的口令，并记录受训人员完成训练内

容所用时间。 

（2）标准与要求：会正确操作使用水枪，扑打动作标准，火

线明火扑灭彻底。 

4．油锯切割 

（1）动作要领：当听到“油锯切割——预备”的口令时，受

训人员立即进入油锯切割作业点。当听到“开始”的口令时，启动

机具，找准切入点，迅速锯断预设圆木，关闭机具。教练员下达

“停”的口令，并记录受训人员完成训练内容所用时间。 

（2）标准与要求：油锯使用熟练，切割准确到位，操作安全

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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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火器点烧 

（1）动作要领：当听到“点火器点烧——预备”的口令时，

受训人员立即进入点火器点火作业点。当听到“开始”的口令时，

立即使用点火器，按照打开油门开关、点火、点烧和熄火的顺序进

行点烧预设火线，点烧完毕后立即熄火。教练员下达“停”的口

令，并记录受训人员完成训练内容所用时间。 

（2）标准与要求：点火器使用熟练，操作安全高效，点烧速

度快，点烧火线达到标准要求。 

6．灭火弹投掷 

（1）动作要领：当听到“灭火弹——投掷”的口令时，受训

人员立即进入投掷地线。当听到“开始”口令时，自行取出灭火

弹，采取立姿方式向区域靶投掷灭火弹，投入区域靶后，记录受训

人员使用时间。 

（2）标准与要求：2 枚灭火教练弹中，其中 1 枚投入靶标区

域内即达到标准要求。 

（二）连贯练习 

按照 GPS（北斗）卫星定位仪操作、风力灭火机灭火、水枪灭

火、油锯切割、点火器点烧的顺序连贯作业。作业时必须按照规定

完成每项内容操作，如未能完成，不得进行下一项内容的操作。 

1．当听到“单兵动作合成训练——预备”的口令时，受训人

员从出发地线快速到达 GPS（北斗）卫星定位仪操作位置，由受训

人员从坐标库中抽取一组坐标点，听到“开始”口令后（教练员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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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计时），操作人员快速读取现地高程、录入目标点坐标，测算站

立点与目标点之间的距离，读取高程和目标点数据（教练员举绿旗

示意通过时，下一作业点保障人员开始点火），如果读取数据不正

确，不得进行下一项内容。 

2．完成 GPS（北斗）卫星定位仪操作后，受训人员自行跃进

至风力灭火机灭火作业点，迅速启动风力灭火机，将明火扑灭，扑

灭火线后将风力灭火机关停并置于原位置。 

3．完成风力灭火机灭火后（教练员举绿旗示意通过时，下一

作业点保障人员开始点火），受训人员继续向前跃进至水枪灭火作

业点，迅速背水枪，将明火扑灭，而后水枪置于原位置。 

4．完成水枪灭火后（教练员举绿旗示意通过时，下一作业点

保障人员开始点火），受训人员继续向前跃进至油锯操作作业点，

迅速启动油锯，将预置圆木按标识线完成切割，而后将水枪关停并

置于原位置。 

5．完成油锯切割后，受训人员继续向前跃进至点火器点烧作

业点，利用点火器点烧火线，而后将油锯熄灭并置于原位置。 

6．完成点火器点火后，受训人员继续向前跃进至灭火弹投掷

地线，自行取用灭火弹，采取立姿方式向区域靶投掷，投入区域靶

1 枚后，跑到终点，计时停止，教练员宣布作业时间。 

三、注意事项 

（一）GPS（北斗）卫星定位仪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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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作时，要保持超短波电台通信畅通，确认卫星导航定位终

端接收卫星信号状况良好，尽可能缩小误差范围。 

（二）风力灭火机灭火 

训练过程中需要加注燃油时，应当先熄火，在预设火线侧后方

20 米处实施，尽量不要将燃油溢出，溢出燃油应当及时擦拭干

净。 

（三）油锯切割 

作业前应当检查断链捕捉销是否安装好，扳机开锁按钮是否灵

敏，防止断链飞出伤人或锯链意外转动伤人。 

（四）点火器点烧 

作业前应检查点火器是否漏油，在操作中必须戴防护手套进行

点火作业，防止灼伤。 

（五）灭火弹投掷 

投掷实弹时应投入火线使其自行引爆，严禁在手中点燃后投向

火线，防止炸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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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火场紧急避险 

一、火场危险因素 

火场危险因素可概括为六种高危地形、三类高危植被、三个高

危时段、三种高危火线、六种高危火行为。 

（一）六种高危地形 

1．陡坡。陡坡是指斜面大于 45°以上的山地。这种地形会自

然地改变林火行为，火向山上燃烧时，所产生的热辐射、热对流促

使树冠和坡上可燃物加速预热，使火强度增大，蔓延速度加快，大

大提高了辐射热能向上山方向的传播。因此，正面扑救上山火或沿

山坡向上逃避林火都是极其危险的（图 6-1）。 

 

 

 

 

图 6-1  陡坡示意图 

2．山脊。由于林火使空气升温沿山坡上升到山顶，与背风坡

吹来的冷空气相遇，从而形成飘忽不定的阵风和空气乱流运动，使

林火行为瞬息万变，难以预测（图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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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山脊示意图 

3．山谷。山谷是典型的危险地域，当通风状况不良，火势发

展缓慢时，会产生大量烟雾和一氧化碳在谷内沉积，易造成人员窒

息或一氧化碳中毒。特别是单口山谷，如同排烟管道，为强烈的上

升气流提供通道，很容易产生爆发火（图 6-3）。 

 

 

 

 

 

图 6-3  山谷示意图 

4．鞍部。鞍部因受两侧山体影响，形成“漏斗”状的通风

口，风从鞍部通过时速度会成倍增加，是火行为不稳定且十分活跃

的地段（图 6-4）。 



 

— 60 — 

 

 

 

 

 

 

 

图 6-4  鞍部示意图 

5．草塘沟。草塘沟是指林地内或林缘集中分布有杂草的沟洼

地形，沟内通常为细小可燃物连续分布。林火在草塘沟燃烧时，火

强度大，同时会向两侧山坡蔓延，形成冲火。草塘沟是林火蔓延的

快速通道（图 6-5）。 

 

 

 

 

 

 

 

图 6-5  草塘沟示意图 

6．山岩凸起地形。由于地形条件特殊，产生强烈的空气涡

流，林火在涡流作用下，易产生多个分散的、方向不定的火头。在

此类地形上，主要以易燃灌木和残次林为主，燃烧强度大，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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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灭火人员极易被大火围困。 

（二）三类高危植被 

1．灌木杂草集中连片的植被。灌木燃点低，起火后蔓延速度

快，释放能量迅速，加之密度大、人员行走困难、透视性差，危险

性极大。 

2．可燃物垂直连续分布的植被。林火在此类植被燃烧可迅速

蔓延到树冠，形成立体燃烧的树冠火，如遇大风天气，极易产生

“飞火”和“火旋风”，导致火势突变，易造成人员伤亡。 

3．可燃物载量大的植被。通常情况下，当有效可燃物载量增

加 1 倍时，火灾蔓延速度就会增加 1 倍，火强度就会增加 4 倍，

林火从可燃物较少地段蔓延至可燃物较多地段，速度和强度就会随

之增大，威胁灭火人员安全。 

（三）三个高危时段 

1．风力超过 5 级的时段。风不仅能加速可燃物水分蒸发，使

其干燥而易燃，同时还能不断补充新的氧气，加速燃烧过程。火场

风力每增加 1 级，火头蔓延速度就会增加 1 倍，风力增加到 5 级

以上，往往无法直接扑救。 

2．地形险要地带的夜间时段。夜间能见度低，灭火人员对火

场周围地形无法准确判断，在地形险要地带灭火，极易发生坠崖摔

伤、滚石砸伤、倒木伤人、误入火坑等险情。 

3．温度超过 20℃的中下午时段。中午通常气温最高，湿度最

低，可燃物含水量最少，森林最易燃烧，林火蔓延速度最快。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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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3—18 时左右是森林灭火的高危时段，在气温较高的夏秋两

季，一般不宜直接灭火。 

（四）三种高危火线 

1．强度大的上山火火线。 

2．火焰高度超过 2.5 米的火线。 

3．火焰高度超过 1 米的灌木丛段火线。 

以上三种火线均具有蔓延速度快、火势猛烈、火头难以阻截的

特点，不宜直接扑打，否则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五）六种高危火行为 

1．对流柱。由森林燃烧时产生的热空气垂直向上运动形成的

气流。典型的对流柱可分为可燃物载床带、燃烧带、湍流带（过渡

带）、对流带、烟气沉降带、凝结对流带等几部分。对流柱的形成

主要取决于燃烧产生的能量和天气状况。每米火线每分钟燃烧不到

1 千克可燃物时，对流柱高度仅为几百米；每米火线每分钟燃烧几

千克可燃物时，对流柱高达 1200 米；每米火线每分钟燃烧十几千

克可燃物时，对流柱可发展到几千米高。根据国外学者研究，地面

火线长 100 米，对流柱可达 1000 米。 

2．飞火。由高能量火形成强烈的对流柱将火场正在燃烧的可

燃物带到空中后飘撒到其它地区的一种火源。强大的对流柱是形成

飞火的必要条件。被对流气流卷扬起来的燃烧物在风力和重力作用

下，作抛物线运动，会被抛出很远的距离。被卷扬起来的燃烧物能

否成为飞火，直接取决于风速、燃烧物的重量和燃烧持续时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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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巢、蚁窝、腐朽木、松球果等那些重量较轻，而燃烧持续时间很

长的燃烧物，才是形成飞火的危险的可燃物。一般来说，对流柱受

到强烈限制时才能形成飞火。但在闭塞的峡谷中如果发生烟雾的内

转也会形成飞火。飞火的传播距离可以是几十米、几百米，也可以

是几千米、几十千米。如果大量飞火落在火头的前方，就有发生火

爆的危险，对灭火人员人身安全带来极大威胁。 

3．火旋风。在强热空气对流时，如有侧风推动，就有可能在

燃烧区内形成高速旋转的火焰涡流，即火旋风。产生火旋风的原因

与对流柱活动和地面受热不均有关，当两个推进速度不同的火头相

遇可能产生火旋风，火锋遇到湿冷森林和冰湖、大火遇到障碍物、

大火越过山脊的背风面时都有可能形成火旋风。在山地比在平原上

发生火旋风多，在大风天气灭火时要特别注意火旋现象。 

4．火爆。当火头前方出现大量飞火、火星雨时，集聚到一定

程度，产生巨大的内吸力而发生爆炸式的联合燃烧，在火头前方形

成新的火头，形成一片火海，这种森林燃烧现象就称为火爆。火爆

属森林火灾中强烈的火行为之一，林火从可燃物较少的地方蔓延到

有大量易燃可燃物的地方，易燃可燃物载量陡增会形成爆炸式燃

烧，两个或多个火头相遇也会形成爆炸式燃烧，易造成灭火人员伤

亡。 

5．轰燃。在地形起伏较大的山地条件下，由于沟谷两侧山高

坡陡，当一侧森林燃烧剧烈，火强度很大时，所产生强烈的热水平

传递（主要是热辐射）容易到达对面山坡。当对面山坡接受足够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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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时，会突然产生爆炸式燃烧，这种现象称为轰燃。轰然主要发生

在狭窄山谷和陡坡（狭窄山谷的两侧崖壁为陡坡）两种地形，在大

载量细小可燃物、林火从山下向山上燃烧，以及大量的热辐射使可

燃物几乎同时到达燃点的条件下极易引发轰然。 

6．高温热流。大量可燃物猛烈燃烧释放出巨大的热量加热地

表空气，形成看不见的高温高速气流（强烈热平流）。其温度可达

300～800℃，局部可达 800℃以上，其速度达 20～50km/h。高温热

流所到之处，可点燃森林可燃物，形成爆炸式燃烧。 

二、紧急避险常用方法 

（一）间接避险法 

间接避险是指当火场情况突变，灭火人员被火包围或遭火袭击

时，为免受伤害而采用避开、转移、预设安全区域、进入火烧迹地

和点火解围等手段避开危险的方法。 

1．避开危险火环境。灭火行动中主动避开陡坡、悬崖、鞍

部、狭窄山脊线、狭谷等危险地形、高强度地表火、树冠火和大

风、强风天气。火场局部产生火爆、火旋风、飞火时，通常不轻易

接近火线、不直接灭火。在密灌丛中和复杂地形条件下灭火时，不

盲目接近或盲目扑打，应注意观察火场情况，主动避开 12—17 时

高温、大风时段（图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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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避开危险火环境示意图 

2．预设安全区域避险。在高温大风天气条件下灭火，以及强

行阻截高强度火头时需开设安全避险区域，确保在火势突变时，保

证灭火人员安全的避险方法。开设安全区域通常选择在植被稀少、

地势相对平坦、距火线较近且处于上风向的有利位置，坚持“宁大

勿小”的原则。同时要彻底清除安全区域内可燃物，排除安全隐

患，并派出观察哨密切关注火场动态（图 6-7）。 

 

 

 

 

 

 

图 6-7  预设安全区域避险示意图 

3．进入火烧迹地避险。当风向突变、火强度增大，难以直接

扑打或遭顺风火袭击时，应立即进入火烧迹地，并迅速组织人员清

理火烧迹地内剩余可燃物，进一步扩大安全区域，派出安全员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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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哨，密切关注火情变化。在密灌火烧迹地避险时，视情开设安全

区域或迅速实施转移，防止因多次燃烧造成人员伤亡（图 6-8）。 

 

 

 

 

 

 

图 6-8  进入火烧迹地避险示意图 

4．快速转移避险。因风向突变、风力较大、灭火人员处于逆

风迎火头状态、无法以人力控制火势、灭火人员人身安全受到严重

威胁时，应利用火场附近有利地形或撤离路线，立即组织灭火人员

快速转移至安全地带避险。撤离转移关键是要选择好路线，白天要

防止因烟雾弥漫“误入险区”，夜间要防止因视线不良“坠崖摔伤”

（图 6-9）。 

 

 

 

 

 

 

图 6-9  快速转移避险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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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火避险。主要分为点迎面火避险、点顺风火避险。 

（1）点迎面火避险。在接近火线、组织宿营、开设隔离带以

及转移时，遭遇大火袭击或包围，来不及转移到安全地带，可利用

附近道路、河流、农田、植被稀少的林地等有利条件为依托，迅速

组织点烧迎面火实施避险。点烧速度不宜过慢，面积不宜过大。如

果点烧速度过慢或点烧的面积小，安全避险系数就低；点烧速度过

快，容易失去控制，点烧面积大，易造成“点火自围”（图 6-

10）。 

 

 

 

 

 

 

图 6-10  点迎面火避险示意图 

（2）点顺风火避险。火场周围没有依托条件，或有依托条件

但不具备点烧迎面火的时间或距离时，应迅速组织点烧顺风火，并

顺势进入火烧迹地内，靠近新点烧的火头避险。点烧时，风力灭火

机手跟进助燃，水枪手清理火烧迹地内较大的火星或倒木，灭火弹

手集中灭火弹随时准备压制袭来的火头，确保在较短时间内烧出较

大的避险区域，确保灭火人员在火烧迹地内安全避险（图 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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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1  点顺风火避险示意图 

6．利用有利地形避险。利用附近河流、湖泊、沼泽、耕地、

沙石裸露地带、火前方下坡无植被或植被稀少地域等有利地形避险

时，尽可能选择相对湿润、无植被或植被稀少的位置卧倒，不宜选

择细小可燃物密集地域，携行易燃装备应放置在距离人员较远的下

风位置（图 6-12）。 

 

 

 

 

 

图 6-12  利用有利地形避险示意图 

（二）直接避险法 

直接避险是指灭火人员遇火突然袭击，在严重威胁生命安全的

危急关头，来不及转移或点火避险时，所采取的强行突破、直接冲

越等手段脱离险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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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行打开缺口进入火烧迹地避险。在开进途中、接近火线

或休息宿营时被大火突然袭击，且无法实施转移、点火等手段突围

时，可集中力量强行压制火势，打开缺口迅速进入火烧迹地避险。

在强攻时，要特别注意发挥灭火装备多弹、多机、多具的组合效

益，采取多批量、多梯次的办法实施强攻（图 6-13）。 

 

 

 

 

图 6-13  强行打开缺口进入火烧迹地避险示意图 

2．冲越火线避险。在遭遇特别紧急险情，没有时间和条件采

取其它避险方法突围时，宜强行冲越火线进入火烧迹地避险。冲越

火线时应选择火势较弱、地形相对平坦的部位，尽可能集中力量降

低火势，穿好防护服装，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抛弃易燃易爆及重装

备，以最快速度强行冲越火线进入火烧迹地避险。进入火烧迹地

后，要防止余火烫伤和烟害（图 6-14）。 

 

 

 

 

图 6-14  冲越火线避险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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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紧急避险时的个人防护动作 

紧急避险动作是在紧急避险时，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高温伤

害、一氧化碳中毒和浓烟窒息等危险因素对灭火人员的伤害而采取

的安全应对措施。 

（一）蹲姿避险动作 

1．动作要领：迅速将灭火机扔至最远距离，点火器、油桶等

易燃易爆物品扔出避险区域，利用水枪淋湿全身，用湿毛巾捂住

口、鼻，两大臂紧贴两肋迅速顺势蹲下。当无可利用地形、地物时

应背向火蹲下，在利用地形、地物避险时，则面向地形、地物蹲

下。 

2．应注意的问题：将易燃、易爆物品和机具扔至安全地带，

严防因油桶（箱）爆炸造成人员伤亡；避险时尽可能的减少身体暴

露面，防止大面积烧伤。 

（二）利用个人防护被装避险动作 

个人防护被装主要包括阻燃服、阻燃靴、阻燃头盔、面罩等。

当遇紧急情况时，尽可能地使用或利用个人防护被装避险。 

（三）冲越火线避险动作 

1．动作要领：检查领口、袖口、裤腿口以及头盔带、鞋带是

否扎紧（若有水应向身上洒水，水量有限时应向四肢和头部洒

水），而后选择火势较弱地段以最快速度冲越火线。冲越时，尽量

穿好防护服装，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快速冲越火线，直到安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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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2．应注意的问题：一是灭火人员要轻装，选择火势相对较弱

的地段冲越；二是冲越火线时要尽量降低身体姿势，快速通过。 

（四）衣服着火时的自救与互救 

1．自救。衣服燃烧时，迅速解开袖扣，两手抓住衣襟，猛力

将衣扣拉开，并迅速弯腰、屈膝、低头，抓住后衣领，用力向前下

方猛拉，将上衣脱下，而后再用脱下的衣服扑打其它起火部位。 

2．互救。遇险者迅速解开袖扣，将上衣上面两个扣子打开，

同时弯腰、屈膝、低头，两臂前伸；另一灭火人员用左（右）手抓

住遇险者后衣领，迅速向后下方猛拉，将遇险者上衣脱下，然后用

脱下的衣服扑打遇险者其它起火部位。 

四、迷山自救 

（一）单向行进 

在火烧迹地内迷失方向时，始终朝着一个方向行进至火线边

缘，然后沿火线行进，直至遇到灭火队伍或返回出发地。 

（二）估算判断 

在其它地域内迷失方向，要立即停止前进，计算已行进的时间

和路程，选择高地观察周围山形、地势或火场的烟雾，然后分析、

判断行进的路线。如能按原路返回，立即返回，如不能按原路返

回，可就地露营，并注意防寒、防雨和防野兽袭击，必要时可搭设

临时窝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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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待救援 

在没有把握返回营地时，不可乱闯、乱走，应在开阔地带点起

篝火等待救援，同时采取下列方法： 

1．用卫星定位系统发出救援信号，与搜救人员取得联系。 

2．夜间应在高地、山顶点火报警。在做好用火安全的同时，

要注意观察四周是否有火光，如果有火光应向火光方向行进。 

3．观察是否有直升机或无人机在空中盘旋找人。如有以上情

况，要迅速点火报警。 

4．妥善保管火种，防止受潮、损坏及丢失。 

（四）判明方向 

在林内不能判明方向或者没有指北针和定位仪器时，可采取以

下方法： 

1．时针辨向法。手表平放，时针对准太阳，在时针和 12 时

的中间，即是南方。以此为起点，顺时针方向每隔 15 分钟就是一

个方向。使用这个方法辨向，春、夏、秋、冬各有变化，要注意纠

正误差。另一种方法是以 24 小时为准，将当时的时间除以 2，得

出的商数对准太阳，12 所指的方向为北方。以 14 时为例，除以 2

后商数为 7，将表盘上的 7 对准太阳，12 所指的方向就是北方。

上述方法可归纳为“时数折半对太阳，12 所指是北方。上午计算

按 12，下午加倍定向同。” 

2．看树辨向法。以孤树为基准，枝丫多，树枝大，生长茂盛

的一面是南方。没有孤树时，可观察林间空地边缘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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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轮辨向法。主要看伐区林缘伐根的年轮，年轮宽的一面

为南，密的一面为北。 

4．北极星辨向法。一是先找到大熊星座（勺子星），从勺把向

前数到第六颗星（天旋星）这颗星与平行的一颗星，向前大约五倍

远的天空有一颗和它们同等亮度的星，就是北极星，这个方向是北

方。二是先找到大熊星座对面的仙后星座，它是由五颗亮星组成

的，这五颗星中的中间一颗星前方与大熊星座之间的星为北极星。 

（五）摆脱险境 

1．回忆平时方向，重点是横越过的铁路、公路和河流，方向

判明后即可朝其行进。在人烟密集和交通发达的林区，按一个方向

行进，就会遇到村、屯、林场、工段、公路和铁路等。 

2．如果在林内行进没有把握时，可沿河流行进，沿河而上，

地势越来越高，河面越来越窄。顺流而下，地势越来越低，河面越

来越宽。一般情况下，河流下游人烟较密集，是选择行进的方向。 

3．边走边听，主要是听火车和汽车的鸣笛声、机车声音以及

直升机、无人机巡飞情况，可以朝有声音的方向走，但不要错误断

判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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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森林草原常用灭火战术 

一、灭火行动特点 

（一）发生突然，强调打早。森林草原火灾具有突发性，一旦

形成规模，短时间不能有效控制就会酿成大灾。因此，消防队伍受

领任务后，应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投入火场展开扑救，才能

实现“打早、打小、打了”目标。 

（二）火情多变，扑救困难。森林草原火灾随着火场地形、植

被、气象条件的变化影响，会出现复杂多变的林火行为，导致火场

形势瞬息万变，扑救难度极大。 

（三）力量多元，注重协同。扑救森林草原火灾是由属地政府

主导，防灭火指挥部统一指挥，森林草原灭火专业力量与军、警、

民等多种非专业力量参与的联合灭火行动，易出现指挥不畅、协同

困难，应切实做好灭火力量的协同。 

（四）高危作业，易发伤亡。扑救森林火灾是全球公认的高危

作业之一，是人与自然灾害的斗争。如果火场安全措施不到位，就

会出现人员伤亡等危险情况，处置不当，极易发生群死群伤。 

二、灭火行动原则 

灭火行动原则是组织与实施灭火行动的法则，在灭火行动中必

须遵守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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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一领导，集中指挥。坚决贯彻上级意图和决策部署，

自觉服从联指统一领导和指挥，队伍内部建立垂直指挥体系，实施

集中统一指挥。 

（二）预有准备，快速反应。积极实施靠前驻防，及时准确掌

握火场信息，做好思想、组织、物资准备，做到集结快、出动快、

扑救快、清理快、转场快。 

（三）重拳出击，速战速决。牢固树立“小火当大火打”“首

战即决战”的思想，遇有火情，重点投入，一次奏效，实现“打

早、打小、打了”。 

（四）集中力量，保证重点。根据火场态势，集中优势力量，

确保控制重点方向，保证重要目标安全。 

（五）因情就势，活用战法。正确判断火情，抓住有利时机，

灵活运用战法，科学组织扑救。 

（六）密切协同，合力制胜。密切协同，实现协调一致，密切

配合，提高整体灭火效益。 

（七）以人为本，确保安全。将安全工作贯穿灭火行动始终，

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确保灭火人员人身安全。 

三、常用灭火战术 

（一）全线合围、封控围歼战术。在短时间内调集多个参战队

伍组成主要灭火力量，对火场周围快速展开封控，把正在蔓延的火

线变为圈内火，阻止火线蔓延。此战术体现的是先控制后消灭的战



 

— 76 — 

 

术思想，其具体行动包括预设隔离、堵截火头，多路推进、直接灭

火，全线封控、以守待扑。此战术适用于灭火力量充足、火势弱、

初发火、小火场的灭火行动。 

（二）多点突破、分段扑救战术。利用地空两线运送，多点投

放力量，同时选择多个突破口，将火线分割若干段，分别歼灭。其

具体行动包括一点突破、两翼对进，多点突破、分段消灭，紧贴火

线、递进超越，先灭明火、再清余火、后灭暗火，跟进快打细清、

巡回看守等。此战术适用于优势力量、便于机动的火场。 

（三）两翼推进、追歼火头战术。可分为两种方式：一是消防

队伍从侧翼火线突入，分别沿两个侧翼向火头实施夹击和合围；二

是从火线尾翼突入，沿火烧迹地内侧直插火头，先控制火头，后分

两路沿侧翼火线向火尾扑打，最终实现封控。其具体行动方法包括

暂避火锋、侧翼迂回，首取要害、攻克火头，两翼并进、呼应合击

等。此战术适合在火蔓延速度较快、火场力量不足时使用，也适用

于扑打急进地表火。 

（四）打烧结合、以火攻火战术。人工直接靠近火线，采取点

烧攻火与直接扑打相结合的灭火方式直接灭火。此战术适用于火势

较弱的火线，也适用于侧翼燃烧较规则的火线，而当火势较猛、灭

火人员无法接近火线和扑打下山火，或在燃烧火线不规则区段灭火

时，应采取直接的以火攻火战术，即利用依托点烧攻火方式，以火

攻火达到控制火势，彻底扑灭火灾的目的。这种战术既可阻击火势

发展又可进行防守，灭小火速度快、复燃率低，灭大火较安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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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好，但对技术要求高，是灭火战术中的“双刃剑”。其主要行动

包括直接点烧、打清配合，利用依托、迎火点烧，分组实施、多线

点烧，攻守结合、全线点烧，打烧结合、边打边烧等。 

（五）打清结合、稳步推进战术。采取消灭明火与清理余火相

结合一次性将火彻底消灭的战术，可杜绝复燃和不打回头火，又可

避免火场二次燃烧，形成高危险环境导致灭火人员被烧的问题发

生。其具体行动包括边打边清、一打多清，先打后清、彻底消除余

火，一般是以火烧迹地边缘向内彻底扑灭余火、暗火、残火 30~50

米为限。这种战术适用于火势平稳的火线或地形较复杂的中幼密

林、灌木林灭火行动。 

（六）打隔结合、隔离灭火战术。采取开设隔离带阻火与直接

靠近火线灭火相结合的方式。开设隔离带是指在火线前方适当地段

利用人工或机械开设生土隔离带，带状砍伐树木，清理地表植被或

对地面可燃物采取喷水、洒化学药剂、辗轧等办法形成阻火隔离

带。具体行动包括机耕、人工或机械开设隔离带，喷洒化学药剂隔

火，以及采取烧除法等手段清除地表可燃物形成隔离带阻火，再通

过人力直接扑打清理，最终达到灭火目的。这种战术适用于地形复

杂、植被繁茂，灭火人员无法直接靠近火线灭火的区域和灭树冠

火、地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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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林草系统地方森林草原消防队伍组训参考 

一、训练时间安排 

年度训练时间应集中安排在每年防火期，坚持有火打火、无火

训练。全年训练 80 天（扑救森林草原火灾时间可记为年度训练时

间），不少于 640 小时。其中春防训练时间为 50 天，400 小时；秋

防训练时间为 30 天，240 小时。机动时间不少于 10 天，主要用于

补训和考核。特殊情况可根据当地实际调整训练时间。训练课目时

间划分：队列训练 20 小时、体能训练 130 小时、灭火机具实操

150 小时、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100 小时、紧急避险 80 小时、合成

训练 160 小时。时事政治和经常性思想教育随机安排。 

二、考核评定和标准 

训练考核分为普考和抽考。普考，由各消防队伍自行组织，有

条件的可交叉组织考核。抽考，通常在防火期结束时由上一级业务

部门组织。抽考成绩只作为了解、分析和讲评训练情况的依据。 

消防队员个人训练成绩由完成所有的训练课目成绩综合评定。 

优秀：所有课目训练成绩均为良好以上且优秀率不低于 50%，

或者所有课目训练成绩均为及格以上且优秀率不低于 70%。 

良好：所有课目训练成绩均为及格以上且优秀率不低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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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格：80%以上的课目训练成绩为及格以上，或者 50%以上的

课目训练成绩为优秀，且体能达到及格以上。 

不及格：考核达不到及格标准。 

三、训练制度和组训方式 

（一）训练制度 

各单位应结合实际，建立健全检查分析制度、考核奖惩制度、

训管责任制度、统计报告制度等。 

（二）组训方式 

林草系统地方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训练，采取集中组训的形式组

织实施。各单位应按照本训练手册的内容要求，制订具体的年度训

练安排、月训练计划、周训练课表有序推进。以操场动作为主要训

练课目的室外训练应体现规范性和操作性，既要体现正规化，更要

突出实战化。 

四、参训情况计算公式 

（一）训练日规定 

1．单个人员训练日。分队完成 8 小时训练计为 1 个训练日。 

2．单位训练日。每天完成规定训练时间的人员数大于或者等

于规定参训率应达到的人数，即为完成一个训练日。 

（二）参训（到课）率计算 

1．参训率。实际参加训练的单位或人数与编制的单位数或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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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参加训练的单位 

编制的单位数 

实际参加训练的人数 

单位的实力数 

实际到课人数 

应到课人数 

 

位的实力数的比值。 

 

 

单位参训率=                           ×100% 

 

 

人员参训率=                           ×100% 

 

 

实力数为单位实际列编的人员数量。 

参训人数为单位实际参加训练的人数和参加各类集（培、轮）

训、考核、比武的人数。 

执行临时勤务、担负任务、正式借调、以工代训的人员计算参

训率时从实力数中扣除，分队遂行任务时间计入训练时间。 

2．到课率。实际到课人数与应到课人数的比值。 

 

到课率=                       ×100% 

 

应到课人数为单位实力数。 

实际到课人数为单位实际参加操课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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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训评定标准 

林草系统地方森林草原消防队伍体能训练评定标准见附表 1、

2、3。各地应结合实际明确具体的参训评定标准。一般情况下，参

训（到课）率达到 60%的评定为及格，达到 80%的评定为良好，达

到 90%的评定为优秀。 
 

 
 

附表 1  体能训练成绩评定标准（一） 
 

序号 课目 单位 评定等级 
标      准 

24 岁以下 25~27 岁 28~30 岁 31~33 岁 34~36 岁 37~39 岁 

1 单杠 1 练习 次 

优秀 20 19 18 15 12 9 

良好 15 14 13 11 9 7 

及格 10 9 8 7 6 5 

2 单杠 2 练习 次 

优秀 10 9 8 7 6 5 

良好 8 7 6 5 4 3 

及格 6 5 4 3 2 1 

3 双杠 1 练习 次 

优秀 20 18 16 14 12 10 

良好 16 14 12 11 9 8 

及格 12 10 9 8 7 6 

4 双杠 2 练习 次 

优秀 20 18 16 14 12 10 

良好 14 13 12 11 9 8 

及格 10 9 8 7 6 5 

5 徒手组合练习 分、秒 

优秀 1′20″ 1′30″ 1′30″ 1′40″ 1′40″ 1′50″ 

良好 1′40″ 1′50″ 1′50″ 2′00″ 2′00″ 2′00″ 

及格 2′05″ 2′10″ 2′10″ 2′20″ 2′20″ 2′30″ 

6 5000 米跑 分、秒 

优秀 21′00″ 21′30″ 22′00″ 22′30″ 23′00″ 24′00″ 

良好 22′30″ 23′00″ 23′30″ 24′30″ 25′00″ 26′00″ 

及格 24′00″ 24′30″ 25′00″ 26′00″ 27′00″ 28′00″ 

备注：按年龄段区分训练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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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体能训练成绩评定标准（二） 
 

 
 

附表 3  体能训练成绩评定标准（三） 

 

序号 课目 单位 
评定 

等级 

标    准 

24 岁 

以下 

25~27 

岁 

28~30

岁 

31~33

岁 

34~36

岁 

37~39

岁 

40~42

岁 

43~45

岁 

46~48

岁 

49~51

岁 

52~54

岁 

55~57

岁 

58~60 

岁 

1 俯卧撑 次 

优秀 64 62 60 58 56 54 50 44 38 32 26 20 14 

良好 54 52 50 48 46 44 39 34 29 24 19 14 9 

及格 44 42 40 38 36 34 30 26 22 18 14 10 6 

2 
仰卧 
举腿 

次 

优秀 60 58 56 54 52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良好 50 48 46 44 42 40 36 32 28 24 20 16 12 

及格 40 38 36 34 32 30 27 24 21 18 15 12 9 

3 
仰卧 
卷腹 

次 

优秀 60 58 56 54 52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良好 50 48 46 44 42 40 36 32 28 24 20 16 12 

及格 40 38 36 34 32 30 27 24 21 18 15 12 9 

4 
100 米
跑 秒 

优秀 12″80 13″00 13″20 13″40 13″60 13″80 14″00 14″30 15″00 15″50 16″00 17″50 19″00 

良好 13″50 13″80 14″00 14″20 14″40 14″60 15″00 15″40 15″80 16″30 17″00 19″00 21″00 

及格 14″50 14″80 15″00 15″20 15″40 15″60 16″00 16″50 17″00 17″50 19″00 21″00 23″00 

5 
3000 米

跑 分、秒 

优秀 12′40″ 13′10″ 13′40″ 14′10″ 14′40″ 15′10″ 15′40″ 16′20″ 17′00″ 17′40″ 18′30″ 19′20″ 20′10″ 

良好 13′10″ 13′40″ 14′10″ 14′40″ 15′10″ 15′40″ 16′10″ 16′50″ 17′30″ 18′10″ 19′00″ 19′50″ 20′40″ 

及格 14′00″ 14′30″ 15′00″ 15′30″ 16′00″ 16′30″ 17′00″ 17′40″ 18′20″ 19′00″ 19′50″ 20′40″ 21′30″ 

备注：按年龄段区分训练课目 

序号 课目 单位 
评定 

等级 

标    准 

24 岁 

以下 

25~27 

岁 

28~30 

岁 

31~33 

岁 

34~36 

岁 

37~39 

岁 

40~42

岁 

43~45

岁 

46~48

岁 

49~51

岁 

52~54

岁 

55~57

岁 

58~60

岁 

1 

200 米 

综合体能 

竞技 

分、秒 

优秀 1′30″ 1′32″ 1′34″ 1′36″ 1′38″ 1′40″        

良好 1′40″ 1′42″ 1′44″ 1′46″ 1′48″ 1′50″        

及格 1′50″ 1′52″ 1′54″ 1′56″ 1′58″ 2′00″        

2 
200 米 

灭火障碍 
分、秒 

优秀 1′50″ 1′55″ 2′00″ 2′05″ 2′10″ 2′20″        

良好 2′10″ 2′15″ 2′20″ 2′25″ 2′30″ 2′40″        

及格 2′30″ 2′35″ 2′40″ 2′45″ 2′50″ 3′ 0 0″ 0        

3 
负重五 

公里越野 
分、秒 

优秀 23′00″ 23′30″ 24′00″ 24′30″ 25′00″ 26′00″ 

集体成绩：优秀 25′，良好 26′，及格 27′ 良好 25′00″ 25′30″ 26′00″ 26′30″ 27′00″ 28′00″ 

及格 27′00″ 27′30″ 28′00″ 28′30″ 29′00″ 30′00″ 

备注：按年龄段区分训练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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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火场心理行为训练场设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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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 

 

10m 

 

20m 

 

附录 4 

 

单兵合成动作训练场设置示意图 

 

250m 

⑥ 灭火弹投掷 

⑤ 点火器点烧 

④ 油锯切割 

③ 水枪灭火 

② 风力灭火机灭火 

① GPS（北斗）卫星定位仪操作 

50m 

50m 

50m 

50m 

50m 

20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