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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十三 五”森林防火设施建

设总体规划 

南 海 区 位 于 广 东 省 中 部 ， 地 处 北 纬 22°48′03″ ～

23°19′00″、东经 112°49′55″～113°15′47″之间。总面积

1073.82km2。南海区地形以平原为主，占全区总面积的 78.6%，其次

是丘陵台地占 13.2%，河涌，水库等水面占 7.2%，山地 1%；地势中

北部稍高，渐向东南倾斜，西部和北部为丘陵台地，西南部多桑基鱼

塘；东部，南部是冲积平原，全区内最高海拔为 540m 的西岸茶山。

南海区属南亚热带赤红壤分布区，主要土壤类型有赤红壤、山地赤红

壤、山地黄壤和耕作土。南海区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主要特点是：

雨热同季，春湿多阴冷，夏长无酷热，秋冬暖而晴旱。 

南海区管辖 1个街道，6个镇，224个村委会、49个居民委员会，

全区总人口 263.83万人。根据 2014年的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档案数据：

南海区林业用地面积为 5758 hm2，其中乔木林 5152.7 hm2、竹林 330.6 

hm2、疏林地 9.1 hm2、灌木林地 16.6 hm2、宜林荒山 100 hm2、无木

林地 83.1 hm2、苗圃 56.4 hm2、暂难利用地 9.5 hm2。生态公益林 2649.4 

hm2，占林业用地总面积 46.01%；商品林 3108.6 hm2，占林业用地总

面积的 53.99%。全区活立木蓄积 441170.0 m3。 

南海区拥有西樵山、南国桃园等国家著名的风景名胜，是珠三角

经济发达地区，珠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核心区，人民群众对生态及生

活品质要求很高，可以说南海的每一座山、每一片林都拥有极高的价

http://baike.baidu.com/view/28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76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188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98.htm
http://www.baike.com/sowiki/%E5%AD%A3%E9%A3%8E%E6%B0%94%E5%80%99?prd=content_doc_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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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因此更需要严格保护森林，大力提升森林火灾综合防控能力。本

规划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应用现代林火管理理念和信息化技术，全面

提升南海城市森林的品质。 

第一章 总论 

1.1 规划背景及编制目的 

1998 年 9 月，广东省九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省政府

《关于加快营造生物防火林带工程建设议案的办理方案报告》，并做

出了相应的《决议》。从 1998起，南海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营建了生物防火林带 83.6km，各类防火通道 191.5km，建立了 2座林

火监视点及 1000 多 m2的森林消防物资储备仓库，储备了大批森林扑

火物资，对森林火灾的预防及扑救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全面推进新一轮绿化广东大行动决定的开始以及《佛山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新一轮绿化佛山大行动的实施意见》（佛府办

[2014]6号）精神的贯彻落实，佛山市加快了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步伐，

为发展南海区城市林业建设成果，加强生态建设，保障生态安全，促

进生态文明，构筑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绿色生态屏障，创建南海区委

提出的“品质南海”的建设目标，森林防火工作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 

南海区的森林防火建设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当前的社

会发展与要求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1）已建成的 83.6km 生

物防火林带主要种植在山脊上，宽度 5m至 12m,带内部分防火树种生



佛山市南海区”十三五”森林防火设施建设总体规划 

3 
 

长不良造成断带、缺口较多；在人为活动频繁，易引发山火的林缘山

脚地带，生物防火林带建设相对较少，再加上大多生物防火林带处于

中幼林阶段，未形成森林防火网络体系。（2）建设完成的 191.5km的

防火道路主要建设在西樵山、西岸林场、展旗岗、三山，南国桃园等

风景名胜区内，其他地方较少，而且林区内扑火通道分布不均；（3）

森林防火指挥信息系统、森林消防蓄水池等防火基础设施的建设达不

到南海区林业发展和森林防火的要求。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森林火灾

造成的损失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保护南海区生态建设成果，确保国

家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防火

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在全面贯彻森林防

火“预防为主，扑救为辅，防治结合”的方针，按南海区森林防火工

作的需要，对南海区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统一规划，已成为南

海区未来城市生态建设中非常迫切的工作。 

1.2 规划原则 

1、坚持以防为主，防救并举、综合治理的原则 

积极预防，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和火源管理，建立完善森林火

险预警系统，加强林火监测、通信、道路与阻隔带等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火场通信、扑火队伍和大型装备能力建设，提高扑火快速反应和

控制火灾能力，应用技术手段对森林重点火险区实施综合治理，实现

对森林火灾“打早、打小、打了”的目标；  

2、坚持统筹规划，分类分步实施，突出重点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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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统筹规划，统一布局，针对各镇（街）的林地和森林防火设

施现状，制订相应的发展目标、建设内容和思路，明确重点建设区域，

加大建设力度，按照轻重缓急，分批分期实施。 

1.3 规划编制范围及期限 

南海区森林防火设施建设总体规划拟规划范围：包括桂城，狮山，

西樵，丹灶，大沥，里水 6个镇街。 

规划期限为“十三五”期间，即 2016-2020年。 

1.4 规划依据 

主要依据国家《林业发展“十三 五”规划》、《广东省林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全国森林火险区划等级（LY/T1063-2008）》、《森

林防火工程技术标准（LYJ127-91）》、《森林防火道路设计规范

（GB/T000—2012）》、《广东省市县级森林防火指挥中心建设标准》、

《森林防火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要求（LY/T2663-2016）》、《森林火灾信

息处置规范（LY/T2085-2016）》、《森林防火数字超短波通信系统技术

规范（ LY/T2664-2016）》、《森林防火通信车通用技术要求

（LY/T2580-2016）》、《森林防火 VSAT 卫星通信系统建设技术规范

（ LY/T2584-2016 ）》、《 森 林 消 防 队 伍 建 设 和 管 理 规 范

（LY/T2246-2014）》、《广东省森林消防队伍建设和管理规范》、《生物

防火林带经营管护技术规程（LY/T2616-2016）》、《生物防火林带建设

技术规程（ DB44/T195.3-2004）》、《林区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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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5104-98 ）》、《 森 林 防 火 视 频 监 控 系 统 技 术 规 范

（ LY/T2581-2016）》、《森林防火视频监控图像联网技术规范

（LY/T2582-2016）》、《森林火险监测站技术规范（LY/T 2579-2016）》、

《森林火灾因子采集站建设及采集技术规范（LY/T2665-2016）》、《森

林重点火险区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森林消防物资储备库建

设和物资储备管理规范》等森林防火建设的相关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1.5 规划目标及主要建设内容 

本规划旨在全面提高南海区森林防火装备水平、改善南海区森林

防火基础设施条件，增强预警、监测、应急处置和扑救能力。实现森

林火灾防控现代化、管理规范化、队伍建设专业化，应急扑救科学化。

使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 0.5‰以下，当日森林火灾扑灭率达到

100%。 

（1）在森林防火指挥系统建设方面，主要建立区级指挥中心和

6个镇（街）分控中心，建立覆盖全区的无线通信系统及完善的移动

通信指挥系统，构建安全实用的指挥系统应用平台。 

（2）在森林消防队伍建设方面，主要建设西樵山和南国桃园两

支区级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并完善和建立专业队伍的营房及训练场

地，充实队伍扑火车辆和机具，提高队伍林火扑救水平。 

（3）在生物防火林带建设方面，改造生物防火林 230hm²，新建

生物防火林带或防火片林 72km。 

（4）在森林消防扑火通道建设方面，新建 5-6 米宽森林扑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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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42.7 km，新建 1.2-1.8m扑火通道 137.8 km。 

（5）在森林消防蓄水池建设方面，新建 10m³的蓄水池 118座，

新建 50 m³的蓄水池 8座。 

（6）在森林防火物资储备库建设方面，重点建设区级森林消防

物资储备库 2座，补充及维护扑火物资，保障在发生森林火灾时扑火

物资充足。 

（7）在林火预防及监控系统建设方面，新建 8 座远程视频智能

林火监测前端，新建 8处林区管理监控系统及火险监测站，加强无人

机、北斗定位等新技术在林火监测上的应用。 



佛山市南海区”十三五”森林防火设施建设总体规划 

7 
 

第二章  南海区森林防火现状分析 

为更好完成南海区森林防火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建设，保护生态安

全和优美的森林环境及森林资源，规划编制单位组成了南海区森林防

火基础设施项目调查小组，从 2016 年 5 月到 6 月进行了多批次的外

业调查。先后走访了区、各街道办的森林防火主管部门，完成各街道

林业用地总面积、生物防火林带、森林扑火通道、森林防火蓄水池、

扑火物资仓储、扑火队伍建设、森林扑火指挥平台、森林扑火装配及

规划区内现有自然条件、交通道路网络等方面的调研工作；同时对新

建生物防火林带、森林扑火通道、森林防火蓄水池、物资仓储位置、

进山路口、林火监测监控点等方面进行现场调研和初步选址确定，汇

集各类现场相片近 1000 张，以此形成南海区森林防火设施资源等要

素现状调研报告。 

2.1 森林资源现状 

根据南海区 2014 年森林资源数据库和森林资源调查成果图，南

海区土地总面积为 1073.82 km2，其中林业用地面积为 5758 hm2。林

分主要分布在里水镇、狮山镇和西樵镇等镇。林业用地主要有乔木林

5152.7hm2、竹林 330.6hm2、疏林地 9.1hm2、灌木林地 16.6hm2、宜林

荒山 100hm2、无木林地 83.1hm2、苗圃 56.4hm2、暂难利用地 9.5hm2。

按一级林种分：生态公益林 2649.4hm2，占林业用地总面积 46.01%；

商品林 3108.6hm2，占林业用地总面积的 53.99%。 全区活立木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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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170.0m3，其中优势树种主要有马尾松、湿地松、桉树、阔叶混、

针阔混、针叶混、其他软阔等。 

由于九江镇林地分布零散，全镇林地面积只有 11 hm2，主要以小

型乡村公园和房前屋后的绿化种植形式进行统计，森林火灾对其林分

已不能构成主要灾害，因此，本规划内容不包含九江镇。 

各类土地面积分布情况详见表 2-1。 

表 2-1 各地类土地面积表（单位：hm2） 

镇街 总面积 

 林  业  用  地 
非林业 

用地 小计 乔木林 竹林 疏林地 
灌木 

林地 

宜林

荒山 
苗圃地 

无木

林地 

暂难

利用 

桂城 8497 103.1 88.4 14.7 0 0 0 0 0 0 8393.9 

里水 14854 904.2 806.5 70.8 0 0 20.8 3.3 0 2.8 13950 

狮山 33536.2 2147.4 1830.7 135.3 4.5 1.6 56.1 41.3 77.9 0 28147 

西樵 17496 2196 2118.9 48.3 1 0.8 8.5 11.8 0 6.7 15300 

丹灶 14258 344.2 252 55 3.6 14.2 14.2 0 5.2 0 13914 

大沥 9169.8 52.1 52.1 0 0 0 0 0 0 0 12360 

九江 9570.5 11 4.1 6.5 0 0 0.4 0 0 0 9559.5 

总计 107382 5758 5152.7 330.6 9.1 16.6 100 56.4 83.1 9.5 10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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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物防火林带现状 

调查结果表明，南海区现有生物防火林带总长 83.6km，面积

150.5 hm2，每万亩林地现有生物防火林带 11.4km(不包括西樵山)，

防火林带主要设置在林区的山脊和林缘，达到广东省《生物防火林带

建设技术规程》（DB44/T 195.3—2004）每万亩林地 10～15km防火林

带要求。南海区的生物防火林带是在 2007 年以前营建的，当前这些

林带大部分已成林成带，林分郁闭度达到 0.8以上，林带内种植的荷

木平均高达到 6.5m以上。生物防火林带主要分布在里水镇的文头岭、

象岗和展旗岗，狮山镇的南国桃园，以及西樵镇的西岸林场。生物防

火林带现状布局见表 2-2。 

表 2-2生物防火林带现状布局一览表 

地点 里水 狮山 西樵 桂城 丹灶 大沥 合计 

林业用地面积（hm
2
） 904.2 2147.4 2196 103.1 344.2 52.1 5758 

已建生物

防火林带 

长度（km） 31.4 9.2 40.6 - - 2.4 83.6 

面积（hm
2
） 52.7 12.8 81.2 - - 3.8 150.5 

（1）里水镇生物防火林带现状 

里水镇现有生物防火林带分布在文头岭、象岗、展旗岗、横马岗、

虎头岗，总长 31.4km，宽度在 10～20m，面积约 52.7 hm2，里水镇的

生物防火林带均为 2007 年以前营建，目前大多数已成林成带，大部

分林分郁闭度达到 0.8以上，林带内树高 6.5m以上。 

里水镇每年投入资金对生物防火林带进行 2次抚育管理，主要对

林带内的枯枝落叶、杂草进行清理并进行追肥，促进生长和增强林带

的阻隔效能。里水镇的生物防火林带情况见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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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里水镇生物防火林带情况表 

地点 文头岭 象岗 展旗岗 横马岗 虎头岗 其他 合计 

森林面积（hm
2
） 321.31 141.9 89.0 36.3 33.4   

已建生物

防火林带 

长度（km） 15.6 5.5 5.7 1.0 2.1 1.5 31.4 

宽度（m） 20 15 15 10 10 10  

面积（hm
2
） 31.2 8.3 8.6 1 2.1 1.5 52.7 

（2）狮山镇生物防火林带现状 

狮山镇生物防火林带主要分布在南国桃园的平顶岗、凤凰岗和尖

峰岭，以及狮北社区陈边后林，总计长度 9.2km，宽度在 10～15m之

间，折计面积约 12.8 hm2。狮山镇的生物防火林带大多为一条独立的

林带，尚未形成封闭区域，一旦发生火情，无法起到阻隔火势蔓延的

作用。 

表 2-4狮山镇生物防火林带情况表 
地点 南国桃园 新境 陈边 大浩湖 务庄 其他 合计 

森林面积（hm
2
） 260 248.2 139.4 125.7 154.1   

已建生物

防火林带 

长度（km） 7.2 - 2.0 - - - 9.2 

宽度（m） 15 - 10 - - -  

面积（hm
2
） 10.8 - 2.0 - - - 12.8 

（3）西樵镇生物防火林带现状 

西樵镇生物防火林带主要分布在西岸林场，总计长度 40.6km，

宽度在 7～20m 不等，折计面积约 81.2 hm2。西岸林场的生物防火林

带基本是在 2007 年以前营建，目前大多数已成林成带，大部分林分

郁闭度达到 0.8 以上，林带内防火树种的平均高达到 6.5m 以上；西

樵山虽然没有营建生物防火林带，但经过多次的林分改造，其林分组

成和树种绝多部分为乡土阔叶树种；但在部分以湿地松为主的林分

中，森林火灾时有发生，如吉水峰于 2015年清明期间发生森林火灾，

不仅对林分造成损失，种植的生物防火林带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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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西樵镇生物防火林带情况表 
地点 西樵山 西岸 其他 合计 

森林面积（hm
2
） 881.1 1208.7   

已建生物

防火林带 

长度（km） - 40.6 - 40.6 

宽度（m） - 20 -  

面积（hm
2
） - 81.2 - 81.2 

（4）桂城街道生物防火林带现状 

桂城街道现有林地主要分布在三山森林公园、林岳岗内，调查时，

三山森林公园正在进行建设和林分景观改造，林岳岗为当地的坟墓地

之一，林分树种以桉树、榕树和人工种植的观赏树种为主。 

（5）丹灶镇生物防火林带现状 

丹灶镇曾经大量种植防火树种，但由于缺少专业的规划和设计，

防火树种没有形成林带，无法起到阻隔火势蔓延的作用。 

（6）大沥镇生物防火林带现状 

大沥镇现有生物防火林带分布的山岗主要为长青墓园、横马岗，

总计长度 2.4km，宽度在 10～20m 之间，折计面积约 3.8 hm2。长青

墓园的生物防火林带位于大沥镇、里水镇和广州市的交界处（分水

林），为 2007年以前营建，目前大多数已成林成带，大部分林分郁闭

度达到 0.8 以上，林带内防火树种的平均高达到 6.5m 以上；横马岗

的生物防火林带位于大沥镇和里水镇交界处（分水岭），为 2007年以

前营建，目前大多数已成林成带，大部分林分郁闭度达到 0.8以上，

林带内防火树种的平均高达到 6.5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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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大沥镇生物防火林带情况表 
地点 横马岗 长青墓园 劳动技校 合计 

森林面积（hm
2
） 6.5 44.8 12.5  

已建生物

防火林带 

长度（km） 1.0 1.4 - 2.4 

宽度（m） 10 20 -  

面积（hm
2
） 1.0 2.8 - 3.8 

2.3 森林消防扑火通道现状 

目前南海区各镇街除了利用森林公园游道作为森林消防扑火通

道外，同时每年会拨出专项资金用于建设和维修森林扑火通道，到

2016 年 5 月为止，全区已建成可以用以林火扑救的各类通道达到

191.5km，其中 5-6m 宽森林消防车道 160.0km，1.2～1.5m 宽的人行

扑火通道 31.5km。南海区扑火通道现状布局见表 2-7。 

 

表 2-7南海区扑火通道现状表 
项目 里水 狮山 西樵 桂城 丹灶 大沥 合计 

林业用地面积(hm
2
) 904.2 2147.4 2196 103.1 344.2 52.1 5758 

已建森林

扑火通道

(m) 

5-6m 7.7 87.3 45.5 4.8 12.7 2.0 160.0 

1.2-1.8m 3.3 8.8 11.1 2.3 - 6.0 31.5 

（1）里水镇扑火通道现状 

里水镇在林区内共有 5～6m宽的森林消防通道 7.7km、1.2～1.8m

宽的扑火通道 3.3km，其中森林消防通道主要分布于象岗和展旗岗，

1.2～1.8m宽的扑火通道主要在横马岗和虎头岗；由于里水镇每年都

投入专项资金进行生物防火林带的抚育维修，因此，生物防火林带所

在的通道也可作为应急扑火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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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里水镇扑火通道现状表 
项目 文头岭 象岗 展旗岗 横马岗 虎头岗 合计 

森林面积（hm
2
） 321.31 141.9 89.0 36.3 33.4  

已建森林扑火通

道(km) 

5-6m - 6.0 1.7 - - 7.7 

1.2-1.8m - - 1.3 1.2 0.8 3.3 

（2）狮山镇扑火通道现状 

狮山镇在林区内的扑火通道宽度均为 5～6m以上的消防通道，长

度共计 8.7km，主要分布于南国桃园、务庄、新境和陈边；各个社区

的后林也修建了 5～6m宽的消防通道，较为分散。狮山镇每年都投入

专项资金针对消防通道进行维修。 

表 2-9狮山镇扑火通道现状表 

项目 南国桃园 新境 陈边 大浩湖 务庄 其他 合计 

森林面积（hm
2
） 260 248.2 139.4 125.7 121.0   

已建森林扑

火通道(km) 

5-6m 9.3 22.3 4.5 11.7 2.0 37.5 87.3 

1.2-1.8m 8.8 - - - - -  

（3）西樵镇扑火通道现状 

西樵镇在林区内共有 5～6m 宽的森林消防通道 45.5km、1.2～

1.8m 宽的扑火通道 11.1km，其中森林消防通道主要分布于西樵山和

西岸林场，而 1.2～1.8m宽的扑火通道主要在西樵山；由于西岸林场

每年都投入专项资金进行生物防火林带的抚育维修，因此，生物防火

林带所在的通道也可作为应急扑火通道。 

表 2-10西樵镇扑火通道现状表 

项目 西樵山 西岸 吉水峰 合计 

森林面积（hm
2
） 881.1 1208.7 10.0  

已建森林扑火通

道(km) 

5-6m 19.9 25.6 - 45.5 

1.2-1.8m 10.6 - 0.5 11.1 

（4）桂城街道扑火通道现状 

桂城街道在林区内共有 5-6m 宽的森林消防通道 4.8km、1.2～

1.8m宽的扑火通道 2.3km，其中森林消防通道主要分布于三山森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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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和林岳岗，1.2～1.8m宽的扑火通道主要在三山森林公园。 

表 2-11桂城街道扑火通道现状表 

项目 三山森林公园 林岳岗 合计 

森林面积（hm
2
） 59.8 26.7  

已建森林扑火

通道(km) 

5-6m 1.0 3.8 4.8 

1.2-1.8m 2.3 - 2.3 

（5）丹灶镇扑火通道现状 

丹灶镇在林区内的扑火通道宽度均为 5～6m以上的消防通道，长

度共计 12.7km，主要分布于孔边岗、仙岗天窗格；部分社区的后林

也修建了 5～6m宽的消防通道，较为分散。丹灶镇每年都投入专项资

金针对消防通道进行维修。 

表 2-12丹灶镇扑火通道现状表 

项目 孔边岗 天窗格 白水塘 其他 合计 

森林面积（hm
2
） 45.0 68.0 37.6   

已建森林扑火通

道(km) 

5-6m 3.0 6.3 1.9 1.5 12.7 

1.2-1.8m - - - -  

（6）大沥镇扑火通道现状 

大沥镇在林区内共有 5～6m宽的森林消防通道 2.0km、1.2～1.8m

宽的扑火通道 6.0km，其中森林消防通道主要分布于长青墓园和劳动

技校，1.2～1.8m宽的扑火通道主要在横马岗、长青墓园、劳动技校。 

表 2-13大沥镇扑火通道现状表 

项目 横马岗 长青墓园 劳动技校 其他 合计 

森林面积（hm
2
） 6.5 44.8 12.5   

已建森林扑火通

道(km) 

5-6m - 1.2 0.8 - 2.0 

1.2-1.8m 0.4 2.9 1.5 1.2 6.0 

2.4 森林消防水源现状 

南海区的森林消防水源分为天然水源和人工蓄水池、市政消防管

道等三大类。在调查的较大林地面积的周边 100～300m范围内，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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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存水量大于 500立方米的池塘或流水不断的小河沟，能为森林火灾

扑救提供充足水源。西樵山及南国桃园等风景游览区为绿化管理和森

林消防，建设了高位蓄水池、消防管道和消防栓，覆盖了游览的大部

分地区；在林地面积较小，又靠近工厂、仓库的地方，设置了联接市

政供水管道的消防栓，为森林火灾应急处置提供了有利条件。南海区

修建高位蓄水池 12个，容量从 5 m³/座～250 m³/座不等，其中 50 m³

以上的水池有 16座，50 m³以下的有 3座。目前已建的森林防火高位

蓄水池现状布局见表 2-14。 

表 2-14南海区森林防火蓄水池现状表 

项目 里水 狮山 西樵 桂城 丹灶 大沥 合计 

林业用地面积（hm
2
） 904.2 2147.4 2196 103.1 344.2 52.1  

已建小型高位蓄水池（座） 3 - - - - - 3 

已建 50 m
3
以上高位蓄水池（座） - 3 6 - - 7 16 

消防栓（个）        

市政消防管道消防栓（个）        

这其中，里水镇虎头岗有 3 个 5 m³小型高位蓄水池，其中 1 个

已经损坏。狮山镇南国桃园的平顶岗、凤凰岗和尖峰岭各有 1个 250 

m³高位蓄水池（配有泵房），120个消防栓。西樵镇西樵山有 6个 50 m

³ 的高位蓄水池（配有泵房），14个消防栓。大沥镇长青墓园有 4个

50 m³的高位蓄水池（3个配有泵房），劳动技校有 2个 50 m³ 的高位

蓄水池(配有泵房)，鳌峰公园有 1个 50 m³的高位蓄水池(配有泵房)。

桂城街道及丹灶镇暂无高位蓄水池。 

2.5 防火物资储备与扑火装备现状 

南海区各镇（街）对森林消防物资储备建设非常重视，分别在大

浩湖、南国桃园、狮山镇政府、狮山镇（官窑管理处）、狮山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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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管理处）、西樵山森林公园、西岸林场、丹灶镇、里水镇、大沥镇

长青墓园等地建有总面积达 450 m2森林消防物资储备库，区武装部也

建有存放森林消防物资的储备库 60 m2。各镇（街）的储备库位于镇

政府、管理处、社区居委办公所在地，储备的物资有小型消防车、便

携式小型远程高压水泵和供水管、风力灭火机、干粉灭火筒、油锯、

斧头、镰刀、2号扑火工具、毛巾、保暖棉大衣、手电筒、手套、背

包等森林消防物资。由于存放不规范、年限过长和养护不及等原因，

部分高压水泵、风力灭火机等森林消防器材存在陈旧、破损和不能使

用的问题。 

表 2-15 南海区主要森林消防物资储备库及面积 

镇（街） 储备库位置 面积（㎡） 

狮山镇 

大浩湖 100 

南国桃园 20 

狮山镇政府 50 

官窑管理处 80 

小塘管理处 35 

西樵镇 
西樵山 40 

西岸 50 

丹灶镇 丹灶镇政府 20 

里水镇 里水镇政府 20 

大沥镇 长青墓园 10 

桂城街道 武装部 60 

合计 —— 485 

2.6 扑火队伍建设现状 

南海区现有专业森林消防队伍 2支，驻守在西樵森林公园和南国桃

园旅游风景区，人员分别为 25人和 20人，森林消防队的队员在平时

参与森林公园和游览区的管理工作，特别防火期参加森林防火培训与

演练，森林火灾发生时，是扑救森林火灾的主要力量。南海区按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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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2有林地配备 2 名专职护林扑火队员的要求，对全区有林地的林地

配置了护林防火队伍，负责各镇村林地进行巡护和森林防火工作。各

镇街政府还配备管理的专职护林扑火员 100名（见表 2-16），在森林

防火的敏感区、重点区配备的护林人员相对提高，如里水镇的配备密

度最高，而桂城街道和大沥镇由于林地面积小，属有的林地分散，在

镇街尚未配备专职的护林消防队员。 

表 2-16南海区扑火队伍建设现状表 
 

镇（街） 
专职护林

扑火队员 
管理方式 

配备密度 

（100 hm
2
/人） 

里水镇 38 人 由镇林业主管部门统一管理 4.2 人 

狮山镇 53 人 

小塘管理处 12 人，大圃管理处 2 人，官窑管

理处 14 人，南国桃园 25 人（其中 15 人为森林

消防专业队员）。 

2.5 人 

西樵镇 26 人 
西樵山 20 人（其中 10 人为森林消防专业队

员），西岸林场 6 人，由各自单位统一管理 
1.2 人 

桂城街道 0 人  0 

丹灶镇 12 人 由镇林业主管部门统一管理 3.5 人 

大沥镇 0 人  0 人 

合计 129 人  2.3 人 

2.7 森林防火指挥平台现状 

南海区尚未建立森林防火指挥平台。目前可以利用的设备只有在

镇街政府内部的电视电话会议室。 

2.8 存在的问题总结 

经过长期建设，南海区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森

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在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方面也

积累了经验。但南海区林地分散、在全球气候变化、林分环境可燃物

增加和市民户外活动的增多等原因的共同影响下，森林防火形势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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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主要表现在： 

（1）森林防火指挥系统建设基本处于空白。 

目前南海区尚未建立符合森林防火需求的森林防火指挥系统，现

阶段可以利用的设备只有在镇街政府内部的电视电话会议室，且尚未

建立区级防火指挥中心及森林防火指挥平台，通信系统尚有待完善，

指挥应用平台、移动通信指挥系统急需建立。 

（2）生物防火林带建设距离南海区提出的“品质南海”以及创

森任务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虽然南海区生物防火林带建设已达到广东省《生物防火林带建设

技术规程》（DB44/T 195.3—2004）每万亩林地 10～15km防火林带要

求，但分布极其不均匀，95%以上分布在里水镇、西樵镇的西岸林场

以及狮山镇的南国桃园。同时，部分生物防火林带缺乏维护，林木长

势较差，没有与阻隔带或扑火通道形成闭合网格，难以发挥阻隔森林

大火的作用。 

（3）扑火通道密度较低，尚未形成网络体系。 

根据“品质南海”以及佛山“创森”任务的总体需求，南海区需

要在扑火通道建设方面距离在主要林区 5-6 m 宽通道满足达到 20 

m/hm2，1.2-1.8 m人行扑火通道可达到 50 m/hm2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特别是在里水镇，其扑火通道的密度较低，同时尚未形成完整的网络

体系，难于快速应对林火突发事件。 

（4）高位森林消防水池规划建设缺失。 

根据目前南海区规划建设的森林公园、人员活动较为频繁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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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重要林区以及存在山火隐患的地方缺少储备水源。如在里水镇的

象岗、文头岭、展旗岗，西樵镇的西岸林场，桂城街道的三山森林公

园均没有高位森林消防水池，一旦发生火灾，难以发挥整体控制、阻

隔林火蔓延，实现快速、有效、打早、打小，以水灭火的目标。 

（5）森林防火物资储备库和扑火装备建设不达标。 

森林消防物资储备库应加强储备物资的更新、维护和管理。防火

物资是扑灭森林火灾的保障，加强管理是保证物资齐备、完好、及时

供应的关键所在。防火物资保存库房建设要坚固耐用，符合防火、防

盗要求；内部设置要科学合理，储备库卫生整洁，进出通畅。必须专

库、专柜、专人管理。根据南海区有林地面积及森林消防的需要，森

林消防物资储备库虽已满足并超出了相关建设标准的要求，但是，存

在储备的装备与器材存放不规范、年限过长和养护不及时、部分森林

消防器材陈旧破损和不能使用等问题，不能保持储备物资 100%完好

和正常运转。在使用管理上无法做到一人一机一台账的管理制度，影

响了物资储备库的使用和森林消防装备效率的发挥。 

（6）森林消防队伍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 

（6）南海区森林消防队伍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在西

樵森林公园和南国桃园旅游风景区分别有 25人和 20人森林消防专业

队伍，在防火和扑火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森林消防队伍人员数量

上来说，已符合省森林消防队伍建设管理规范的要求，但这 2支队伍

不仅担负着公园景区的治安管理和森林防火，还担负着南海区南、北

两个方面有林地森林防火工作，工种繁多复杂，队伍培训和演练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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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森林消防装备陈旧，机具维护保养不到位等，阻碍森林消防

队伍的实战技能的发挥，因此，必须加强这两支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扩充队伍人员和按省专业队伍建设的标准配备装备，同时加强专业队

伍制度化建设，从人员、装备和管理制度方面做好南海区专业森林消

防队伍的建设。 

（7）林火预防及监控信息化水平不高 

森林火灾监控仍然以护林员巡山为主，除了西樵山、南国桃园等

少量景区安装有主要以治安管理为主的监控视频设备，其余关于森林

火灾监控预防的监控设备几乎没有，尤其是全区目前尚无自动化的林

火视频监控系统，而这是国家目前正在强力推进的林业信息化建设内

容。此外，森林火险监测站、现代化的林区管理监控系统等建设严重

滞后，远不符合目前大数据、互联网+的时代背景，需要花大力气提

高当前的林火预防及监控信息化水平。 

 

 

生物防火林带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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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火通道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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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消防蓄水池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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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物资储备与扑火装备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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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防火指挥平台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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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内外森林防火论规划理论与建设经验借鉴 

3.1 森林防火规划理论与森林防火主要技术 

3.1.1 森林防火规划理论 

森林防火规划是林业规划、林业发展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做

好森林防火工作的第一步骤,是林业规划中的长期计划。有了森林防

火规划就有了目标,有了整个工作的具体指南。        

森林防火规划是指在全面总结森林防火工作和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依据森林防火的客观要求,对防火的设施、措施以及投资收益等方

面进行全面设计的过程。 

搞好森林防火规划极为重要。森林防火规划是林火管理的主要内

容。森林防火规划明确了林火管理现代化的目标和发展途径,为尽快

实现一个地区的防火现代化将打下良好的基础,并可以提供科学的理

论依据。 

森林防火规划的原则：1、全面贯彻“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

针。2、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利用当地社会、自然条

件。3、突出重点、照顾全局的原则。4、充分应用森林防火先进技术

的原则。 

3.1.2 森林防火主要技术 

（1）森林火灾扑救指挥技术及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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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救森林火灾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建立科学规范高效的

指挥系统十分重要。美国研发的的森林火灾扑救指挥系统（Incident 

Command System, 简称 ICS）历经 30 多年的发展，ICS 已经成为全

美事件或灾害应变的共同系统，并推广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墨西哥

等国家，中国台湾于前几年引进应用 ICS，成效显著。2005年第三届

世界林火大会把 ICS指定为今后全世界共同的系统。 

ICS的组织建构在下列五项管理工作上：（1）指挥（command）：

确定目标及优先顺序，对于要处理的事件负大部分的责任；（2）行动

（operation）：负责采取具体措施来实现计划，实现资源管理和拟定

实施举措；（3）计划（planning）：制订可达到目标的行动计划，收

集信息进行评估，监控各项资源的状况；（4）后勤（logistics）：支

援 各 项 行 动 ， 提 供 所 需 的 资 源 ；（ 5 ） 财 务 / 管 理

（finance/administration）：监控各项行动的花费，管理各项经费、

采购、进行财务分析。 

ICS将指挥、计划、行动、后勤和财务五种功能融于一体，以目

标一致、统一领导和合理授权作为组织设计原则。ICS按照模组方式

进行组织，该组织架构被划分为指挥官、指挥团队及一般团队三个层

次，该组织架构可以根据需要支持岗位的启动和裁撤。ICS的支撑建

立在统一的指挥权、依托现场计划行动、整合的通讯及标准的用语、

标准的组织术语、严格安全有效的资源管理、灵活的信息发布、标准

的人员培训的基础之上。 

我国的林火扑救指挥方式也在朝高效化和人性化方向发展，如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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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等人初步提出森林火灾扑救“天-地-人-火”系统架构，包括火场

天气、地形及地被、林火对象和灭火力量，通过彼此之间物质、能量

和信息的流动，形成一个多要素耦合作用、具有时空属性的森林火灾

扑救时空动态系统。提出建立“天-地-人-火”系统观有助于为指挥

员提供“谋势”的战略思考模式，在有效空间内科学实施林火扑救行

动。2008 年修订后《国家森林防火条例》特别强调“科学扑救、以

如人为本”的基本原则。 

（2）支持森林火灾扑救的软件系统 

森林防火软件系统主要包括各种林火地理信息系统、林火管理软

件、林火模拟软件及林火评估软件等，世界各国都开发有相应的林火

软件以支持森林火灾扑救。目前世界比较认可的包括加拿大的普罗米

修斯（Prometheus）、美国的 BehavePlus（Behave Plus Fire Modeling 

System）和 Farsite软件。 

加拿大的 Prometheus 林火软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全面应用于

加拿大林火预测预警、火险分析、消防安全设计及指挥扑救等多项领

域。其核心算法是利用标记方法计算火线的演变，并依据加拿大森林

火险等级系统的火行为预测子系统和 Richards 的波动传输模型进行

设计。 

BehavePlus（Behave Plus Fire Modeling System）火模拟系统

最早是 1984 年由美国林务局用 FORTRAN 语言编写开发的用于预测野

外可燃物的火行为软件工具。该模拟系统依据可燃物载量、烘干颗粒

密度、表面积体积比、含水率、矿质含量等 13 项林火因子对可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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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火行为进行分析计算来预测火行为，用于火灾风险评估、火蔓延模

拟和林火管理。 

Farsite 软件是美国国家防火系统使用的软件。该软件于 2007

年最终完成，并不再对内部特征进行修改，Farsite尤其擅长模拟林

火行为，地表火、树冠火、飞火的可燃物湿度变化、火蔓延速度和可

燃物燃烧消耗量等均可模拟。Farsite输入接口与通用软件一致，具

有较高的兼容性，能在多核心处理器上并行运行。 

我国近年来森林防火地理信息系统发展迅速，以广东省森林防火

综合应用系统为例，该系统使用最新的计算机技术、遥感监测、GPS 和

GIS技术，将森林火灾的卫星监测、火险预警、监测反馈、火情报告、

火灾定位、信息查询、指挥调度和统计分析等整个业务流程纳入信息

化管理，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加了森林火灾扑救指挥与辅助决策的科

学性。陈劭等在北京森林防火现状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林火理论

并结合计算机应用技术，建立了林火扑救装备管理系统。主要利用航

空灭火、GPS定位导航等关键技术优化配置水灭火技术装备，建立了

高效、快速的森林灭火系统。 

3.1.3 森林火灾直接扑救技术 

国内外现有的灭火技术主要包括人工扑打、风力灭火、以水灭火、

化学灭火、航空灭火等。 

（1）手持扑火机具灭火技术 

森林消防中最常用的是利用手持扑火机具灭火。常用手持扑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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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包括二号工具、点火器、风力灭火机等。在美国，为消防队员拥有

标准配置的手持灭火工具，队员们被要求严格按照要求进行使用。 

二号工具是我国森林火灾扑救最常用的手持扑火机具，通常由

20-30根 80-100㎝长，2-3㎝宽，0.12-0.15㎝厚的橡胶条捆绑于 2m

左右长，3㎝左右粗的木棒上制成，适用于扑灭弱度地表火。 

风力灭火机主要分为手持式和背负式两种，多以小型二冲程汽油

机为动力，可利用风力灭火机产生的强风吹散可燃物燃烧释放的热

量，降低温度，同时将可燃物吹离火场以切断燃烧火焰。风力灭火机

是我国专业森林消防队伍扑救森林火灾十分重要的灭火机具，可用于

直接扑打地表火及清理火场，在广东山地的扑火中作用十分有效。 

其他手动扑火工具包括背负式水枪（灭低强度地表火及清理余

火）、铁锹（用于铲土掩埋隐火）、锄头（开挖生土带）、尖镐（开沟

灭地下火）、斧头（砍断杂木开辟道路）、油锯（清理火场及开设隔离

带）、灭火耙（扒离可燃物及清理火场）、镰刀（开设隔离带，宿营清

杂）等。 

（2）以水灭火技术 

水是天然灭火剂。以水灭火具有安全、有效、快速的特点，是世

界上控制和扑救森林火灾的重要方法，许多林业发达国家广泛应用这

一技术，研制出便携消防水泵、水罐消防车、水罐灭火飞机等森林消

防设备，使消防队伍对火场的控制能力大大提高。我国在水陆两用装

甲消防车、J-50 森林消防车、灭火水泵等设备上的研制成功和广泛

应用，使以水灭火技术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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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泵是用以水灭火必不可少的设备，由于野外火场水的来源困

难，往往需要长距离输水，所以适用性好的林用消防泵应当采用相对

较低的流量和较高的扬程；此外，林用消防泵还必须尽可能重量轻、

体积小以便于携带。灭火水枪和胶囊水枪灭火器是简易以水灭火装

备，在扑灭低强度地表火及清理火场时用处较大。表 3-1列出了国内

外几种主要消防泵的性能情况。 

表 3-1 国内外几种主要消防泵比较 

型号 产地 整机质量 流量 扬程 出水口径 功率 

TS0/5 德国 13 ㎏ 3 m³/h 53 m 25 mm 1.2 kW 

MARK26 加拿大 17.2 ㎏ 6 m³/h 68.9 m 38 mm 3.7 kW 

TF-516MH 日本 40 ㎏ 45 m³/h 80 m 50 mm 9.5 kW 

V20D2 日本 41 ㎏ 50 m³/h 80 m 65 mm 8.6 kW 

BJL4 中国江西 15 ㎏ 9 m³/h 80 m 40 mm 3.7 kW 

BJ9- B 中国江西 75 ㎏ 35 m³/h 50 m 65 mm 9.5 kW 

XH403 中国广东 35 ㎏ 19 m³/h 180 m 40 mm 7.5 kW 

细水雾技术是一种环保型以水灭火技术，它通过水雾冷却正在燃

烧的可燃物表面进行灭火，它同时具备节能效果，在同样灭火效率下，

用水量仅为直流喷淋的 10%，同时可通过水雾汽化吸热快速降低火场

温度，保障扑火队员安全。 

人工降雨灭火也属于一种以水灭火技术，它适合于持续时间较长

不易扑打的森林大火，同时也通过大面积降低火险等级达到预防森林

火灾的目的。在美、澳等国，还利用人工降雨防止雷击火。 

（3）化学灭火技术 

化学灭火主要是指通过地面和飞机等途径，将化学灭火药剂喷洒

到火场上，来扑灭或阻滞森林燃烧传播的一种方法，它已成为一些发

达国家高效灭火手段之一，目前的研究集中于提高化学灭火的性价

比。常用的长效化学灭火剂主要包括磷酸铵、硫酸铵、硼酸盐和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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烃等类型，著名的 Fire-Trol和 Phos-Chek系列都是高效磷酸铵类灭

火剂。硫酸铵类灭火剂灭火效果通常低于磷酸铵，但其成本较低。化

学灭火从药剂的使用方法上分为直接灭火和间接灭火，从技术上分为

航空灭火和地面灭火。 

航空化学灭火是发达国家扑救森林火灾的常用手段，也是世界森

林灭火的发展方向。航空化学灭火携带化学灭火剂对火头或火线进行

直接喷洒，适用于控制偏远地区的初发火。地面化学灭火机具包括喷

雾机和自压式灭火器，其中自压式灭火器通过将化学药剂投入盛有水

的灭火器桶体中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压力，从而将生成的灭火药液射出

灭火，在美国、俄罗斯应用较多。 

气溶胶方面，俄罗斯研制出的一种装有硝酸钾的玻璃灭火瓶，该

灭火瓶在受热作用下爆裂，释放出大量氮气，并与水蒸气一起隔绝氧

气，达到灭火效果。此外，由于浓缩剂可使灭火化学制剂增稠，提高

化学药剂灭火性能，也成为当前化学灭火的研究热点。 

我国自 1955 年开始进行航空化学灭火研究和应用。以东北航空

护林系统为例，在 2007-2009 的 3 年间，共飞行 1057 架次，喷洒药

液 1394.5 吨，扑灭火头 127 个，扑火火线长度达到 21650 米，喷洒

隔离带长度 9750 米，可见航空化学灭火在扑救森林火灾中的重要作

用。 

（4）航空灭火技术 

航空灭火是利用飞机对森林火灾进行预防和扑救的一种森林防

火手段，是森林防火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措施，也是世界公认的先进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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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火手段。航空灭火的主要手段包括机降灭火（飞机直接着陆运输扑

火队员灭火）、索降灭火（利用绞索设备将扑火队员降至地面灭火）、

吊桶（吊囊）灭火（利用直升机外挂容器装载水或化学药剂喷洒灭火）

和机腹式水箱灭火（利用固定式机腹水箱装载水或化学药剂喷洒灭

火）。 

机型方面，森林灭火专用飞机主要包括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固

定翼飞机载重量大、低飞性能好，有的可以自吸加水，灭火效率高；

直升机对火场、机场和水源环境的要求低，机动灵活，既可以搭载扑

火队员和消防物资。目前世界主要用于灭火的固定翼飞机包括加拿大

CL-215和 CL-415、美国 C-130、德国 C-160及俄罗斯 BE-200水陆两

用机等，直升飞机则包括澳大利亚 S-64F、美国 FireHawk、日本 AS332、

俄罗斯 M-26、K-32及法国的松鼠直升机等。 

CL-215和 CL-415是加拿大生产的专用于森林消防的水陆两栖飞

机。俄罗斯 K-32和 M-26直升机具有较强的载重和输送能力，在其基

础上改装的灭火直升机能够载运大量水或化学灭火剂进行空对地强

力灭火，也可将大量消防队员及装备器材空运到交通不便的地区执行

任务。S-64F直升机由澳大利亚伊利克森公司制造，它配备了一种机

载灭火系统，是澳大利亚森林防火的重要力量。当直升机在空中飞行

时，可以喷射出不同浓度、不同覆盖面积的灭火剂。S-64F直升机每

小时可以投放 11400L 水或灭火剂。根据设计，当直升机以 60 ㎞/h

左右的速度飞越水面时，就能够吸起海水或清水进行充注。另外 S-64F

直升机也可以采用吊桶的方式进行灭火作业。近年来，美国俄勒冈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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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藤国际航空公司将波音飞机 747 机型改装成专门用于森林火灾

扑救的灭火飞机，该种飞机可以一次携带 60～75t水。在美国和以色

列森林火灾扑救中效果显著。我国目前南方森林消防主要使用俄罗斯

K-32直升机单机或多机吊桶灭火。 

（5）爆破灭火技术 

爆破灭火利用灭火弹或炸药产生巨大冲击波打压火势，同时抛射

生土达到灭火效果。1934 年，前苏联最早使用索状炸药进行森林灭

火，我国最早在 1959 年大兴安岭进行了爆破灭火实验。灭火弹主要

在发生中高强度火或打火头减弱火势时使用，它只能控制火势，不能

彻底灭火，且危险性较高。索状炸药可在不同地质条件下快速开设防

火隔离带，并利用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波以及抛射的生土进行灭火。 

爆炸水雾灭火弹是一种新型消防器材，使用时用直升机将弹体空

投到火场，在火场上空爆炸产生含有化学灭火剂的水雾进行灭火，同

时其水雾中含有大量的消焰剂和爆炸所产生冲击波也能辅助灭火。 

邹积斌研究了应用机载制导的 V字型野外火扑救弹，在先进的集

成“3S”技术的森林防火决策系统平台的支持下，通过机载空投以高

精度实时三维 PVT 参数和载体姿态的测量为导向，依据无动力载体

方案弹道，并利用“+”字型尾舵实时对该弹的三个无动力载体的滑

翔增程飞行进行有效控制，从而可以使该弹准确地命中林区着火点并

形成防火隔离带，投放命中精度可达 1-3 m。常熹钰等对激波灭火进

行了实验探索。激波与林火阵面的作用发生一系列复杂的物理、化学

过程：激波的高压阵面以及相随的负压可清除林中细小可燃物；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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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阵面地带，激波通过高温热解作用产生爆燃，从而清除森林可燃物

质、烧尽可燃气体。国际方面，俄罗斯的实验表明即使在充分燃烧条

件下，激波也能使林冠火猝灭。 

3.1.4 林火阻隔间接灭火技术 

林火阻隔间接灭火技术通过阻隔可燃物，达到有效地防止火灾蔓

延，减少火灾损失作用，主要内容包括林区公路建设、防火线的开设、

林火阻隔以火攻火、营造防火林、营造耐火植物带、林相改造等。 

（1）开设防火隔离带 

阻隔带是森林防火和森林火灾扑救的重要基础设施。防火线、临

时隔离带、林区道路等能有效阻隔林火，起到间接灭火的作用。林区

道路既可充当林火隔离带，又是交通运输线。北欧模式是通过加大林

区道路密度，形成路网，使得林区的任意地点均可快速到达；北美国

家的理念是用道路网来代替防火线，一般平均每公顷林地有道路 10

多米。西澳州采用网格化道路管理林区，一般一个网孔 0.8-2k㎟。 

开设防火隔离带关键在使用机具，除手持工具镰刀、油锯、割灌

机、多用防火锹、镐、锯、斧等工具常用于开设防火隔离带外，喷土

枪、森林防火车辆加入开设隔离带队伍是开设防火隔离带的重要进

展。喷土枪主要在俄罗斯应用，它通过传动装置发动铣子掘起泥土并

喷洒到火头上灭火，工作效率通常比手工作业快 8-10 倍，适用于扑

灭低强度及中强度地表火。 

自 20 世纪始，各种森林防火车辆用于开设隔离带，效率极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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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美国研制的 Oshkosh Phoenix新式消防车；俄罗斯将 20世纪 80

年代退役的 T55型坦克改装成为森林灭火车，2.5小时内，可到达 50

㎞范围内火场中任一地点，开设长达 20 ㎞以上的隔离带，在扑救森

林火灾中发挥了惊人作用。日本长野县开发出的一种新型履带式消防

车，保加利亚研制出一种名为“炭火舞女”的高效能履带式森林灭火

车，多以开设隔离带见长。国内森林消防车的发展相对较晚，主要靠

引进国外机型直接使用，或者参照国外先进机型进行改进设计。我国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也陆续自行设计了森林消防车。比较突出的有

1988 年北京林业大学研制的 CGL25/5 型轮式森林消防车；1993 年，

林业部哈尔滨林业机械研究所研制成功了 SX2轮式越野森林消防车；

1994 年，由北京林业大学研制成 6MX 系列车；1995 年由北京林业大

学和北京北方车辆制造厂合作研制的 BFC804 型履带式森林消防车。

2004 年哈尔滨拖拉机厂自行设计的 LY1102XFSG30 型履带式森林消

防车。 

（2）利用防火隔离带以火攻火技术 

利用防火隔离带以火攻火技术适用于价值不高林地或陡坡林地。

技术要点包括：位置选择上应依托生物防火林带、道路等自然隔离带，

同时选择火场背坡开设隔离带；时间估算上应确保隔离带开设完成前

林火不会到达；开设技术上应达到 10m宽度，只需简单劈除、清理易

燃杂草和易燃枯枝落叶，乔木及阔叶灌木可不劈除，并于隔离带中间

或靠外 2/3 修宽度 1m左右的“绝缘带”。隔离带开设完成后，由高

到低，在防火隔离带中“绝缘带”内侧点烧隔离带实行以火攻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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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在“十三五”期间将强化生物防火林带网格化建设工作，

已初步完成《广东省森林火灾多发区域生物防火林带网格化建设规划

（2016-2020年）》。南海区根据省的规划，在“十三五”期间将规划

生物防火林带网格化建设内容。 

3.1.5 国内外先进技术借鉴 

从全球眼光来看，林火扑救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从建立规范化的

扑救指挥支撑系统、利用机械化和科技化提高直接扑救林火能力、利

用路网和机具快速建立林火阻隔系统等多方面入手加强自身的林火

扑救能力。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南海在森林火灾扑救技术方面，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加强应用 3S技术和远程监测系统建设，

建立数据库，完善智能化数字森林防火指挥系统，（2）完善生物防火

林带网格化建设；（3）建立和完善专业队伍技术标准及扑救装备标准；

（4）加强以水灭火技术装备建设，大力推广以水灭火技术；（5）加

快航空护林站建设，发展航空护林技术；（6）加大科学研究和技术装

备开发，走科技防火之路。 

3.2 森林防火规划建设指导与经验借鉴 

根据《森林防火条例》的要求，我国各级森林防火管理部门应对

森林防火工作起先中长期发展规划，从指导思想、规划原则到具体内

容进行详细规划，对保护森林资源安全、提高森林防火水平起到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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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局 2016 年 5 月 6 日发布《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林规发〔2016〕60 号），规划强调，“十三五”时期，我国林业发

展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深入实施

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以维护森林生态安全为主攻方向，

以增绿增质增效为基本要求，深化改革创新，加强资源保护，加快推

进林业现代化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

作出更大贡献。规划着力夯实基础保障，加强森林保护体系建设，完

善森林火灾监测防控体系；加强林业科技创新和互联网＋林业建设，

提高林业科技成果贡献率和信息化水平。规划提出切实加强森林防

火，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工作方针，按照“科学分区、分

类施策”的治理原则，推进传统防火和科学防火相结合、风力灭火和

以水灭火相结合、人力灭火和机械灭火相结合，加强专业森林消防队

伍、武警森林部队和应急扑火队伍建设，强化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装备技术水平，加大依法治火力度，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预

警响应规范化、火源管理法制化、火灾扑救科学化、队伍建设专业化、

装备建设机械化、基础工作信息化，全面提升森林火灾综合防控能力。 

《广东省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 年 7 月 1 日通过了专

家评审，规划同样提出切实加强森林防火，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

灭”的工作方针，按照“科学分区、分类施策”的治理原则，推进传

统防火和科学防火相结合、风力灭火和以水灭火相结合、人力灭火和

机械灭火相结合，加强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和应急扑火队伍建设，强化

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装备技术水平，加大依法治火力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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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预警相应规范化、火源管理法制化、火灾扑救

科学化、队伍建设专业化、装备建设机械化、基础工作信息化，全面

提升森林火灾综合防控能力。 

在过去的广东省“十二五”森林防火发展中长期规划中，针对森

林预报预测、森林火灾阻隔网络建设、智能数字化指挥系统建设，专

业扑火队伍建设、扑火救灾物资储备和制度保障等方面进行了规划。

在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中，一些城市和地区开展了大量工作，

促进了森林防火工作的发展，也值得南海区借鉴。 

3.2.1 利用有利时机，提升森林防火基础施设建设 

北京市森林防火部门根据森林防火形势和备战奥运为契机，在立

足首都生态安全保障的长效稳固的基础上，依据《森林防火条例》、

《森林防火工程技术标准》、《森林重点火险区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建设

标准》的要求，编制完成《北京市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总体规划

（2007-2010 年）》，提出了 2007—2010 年间北京市森林防火基础设

施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预期目标，以及具体建设内容和保障

措施，是北京市近期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依据和实施保障。 

按照规划要求，将通过引进国内外先进的森林防火技术、手段及

措施，构建与完善全市森林火险监测预报系统、火情了望监测系统、

防火阻隔系统、林火信息及指挥系统、林火扑救系统等五大体系建设，

将首都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纳入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管理的轨

道，促进森林火灾综合防控能力与扑救水平的全面提升，从而切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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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保障首都生态资源安全与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3.2.2 全面统筹规划，推进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 

上海市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要求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充分

认识新时期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真落实《森林防火条

例》，建立健全高效精干、保障有力的森林防火组织指挥体系，强化

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的指导与协调；建立和完善反应快捷、运作协调

的工作机制，加强重要信息的沟通、协调，保障森林防火工作政令畅

通，全面提高上海市森林防火工作的管理水平。 

上海市要求有森林区域的区县、镇（乡）政府成立森林防火组织

机构，负责本辖区的森林防火工作。国家级森林公园、外环生态专项

建设区、黄浦江水源涵养林、沿海防护林、大型生态片林等管理单位

建立专门护林防火组织机构，落实专人负责森林防火工作。有关部门

要加强森林防火队伍建设，提高基层干部、防火人员的业务技能。开

展森林扑火实战能力培训，强化安全避险知识教育，确保扑火人员生

命安全。 

    在推进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上海市强化现有林地的消防

水源、消防车通道和防火隔离带等森林防火基础建设，推进新建林地

的配套生物防火林带建设，配备相应的林火扑救工具，配置交通车辆、

通讯设备、防火宣传标识等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做到防火设施与工程

建设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推进森林火灾智能

监控系统、指挥系统建设，不断提高森林防火预警的及时性、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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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同时加强森林防火基础标准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防火基础

设施建设标准，不同类别林地火险区防火配套工程建设标准，装备配

备标准以及防火公益宣传、防火检查、防火扑救、防火设施设备维护

管理等常规性管理工作标准。 

财政保障方面，上海市建立稳定的森林防火投入机制。有森林区

域的区县、镇（乡）政府要将森林防火基础建设纳入同级地方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纳入林业和生态建设发展总体规划，将森林火灾的预

防和扑救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按照森林防火费用政府投入为主、受益

者合理承担的原则，积极探索有偿防控和救助模式。 

珠海市立足珠海实际，根据广东省森林防火发展规划以及珠海市

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珠海市当前森林结构及分布现况，结合人们回归

自然、拥抱绿色的需要，充分利用珠海现有森林防火设施基础资源，

以覆盖全市林地的监测系统、林火指挥中心建设、消防队伍建设为主

点，现有和续建的生物防火林带网络、扑火通道网络为重点，结合以

水灭火建设蓄水池，完善森林消防物资储备、防火宣传及制度建设等

作为规划的主要内容。在《规划》编写的具体操作上采用“因地制宜、

因害设防、科学设置、综合平衡、合理布局”的方法。精心规划、认

真概算，保证规划建设各项均衡布局、不重不漏、科学合理。并充分

借鉴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结合珠海市实际需求，编制先进、可行的

规划方案，提高森林防火设施建设的先进性、完整性和规划的可操作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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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加大资金投入，促进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 

为科学合理规划城市消防安全布局，有效完善城市消防安全体

系，深圳市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规模及城市功能布局要求，认真

开展全市消防发展规划暨消防设施系统布局规划工作。该项工作由市

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市公安局牵头负责，成立了消防规划编制工

作小组，从 2009 年-2010 年编制了《深圳市消防发展规划暨消防设

施系统布局规划（2011 年—2020 年）》，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将森林消

防纳入城市消防规划体系。 

在森林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深圳市加大投入力度，组建成立

了森林消防专业队伍，建设了现代化的森林消防训教基地和营房，构

建了国内领先的森林消防监控监测预警指挥系统，狠抓森林消防装备

建设。根据深圳森林防火“十一五”发展规划要求，从 2006年至 2012

年在超额完成了省规划的防火林带建设任务的基础上，先后完成了深

圳市远程林火监控监测预警指挥系统、深圳市生物防火林带工程建

设、深圳市森林消防支队装备建设、深圳市羊台山森林公园治安监控

及森林消防工程、深圳市森林消防支队营区及训练基地建设、森林（郊

野）公园和保护区森林消防装备建设以及各区、街道办、森林（郊野）

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防火装备设施建设，投入资金达 22971万元。

使深圳市森林防火建设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对保护城市生态安全，

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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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科学规划布局，加强风景区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 

安徽省黄山市根据旅游事业发展和当地地形复杂，森林火灾扑救

极为困难，游客与日俱增，人为活动频繁，火灾隐患十分突出的要求，

对黄山风景区森林防火的基础工程进行了规划和建设，使风景区的保

护管理得到了加强，森林防火工作得到了保障。 

（1）规划的指导思想明确。遵照国务院颁布的《森林防火条例》

为指导，本着高标准、严要求，科学性、实用性。以保护森林资源的

安全为宗旨，依据黄山风景区总体规划和综合性森林防火体系的要

求，系统全面地进行规划设计，力求运用现代化的先进设施， 确保

风景区森林资源的安全。 

（2）规划的原则突出。以加强风景区森林资源的保护，认真贯

彻“ 预防为主， 积极消灭” 的森林防火方针，按照森林防火“ 四

网两化” 的要求，突出两个重点， 即以风景区为重点， 以风景区

外围火险等级较大的地方为重点。在防火设施规划上做到近期和远

期、一般和重点相结合，分类要求，分期实施。同时适当扩大风景区

防火缓冲地带，以提高风景区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控制能力。 

（3）各项设施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首先是划分防火区，确定火

险等级，建立防火责任制。根据黄山的实际情况及火源频度的大小，

以行政区划分为基础划为防火区。根据可燃物的分布和历年来火灾发

生情况，以及风景区景点保护级别和地形地貌、交通、人为活动、扑

救难易程度等因素，将黄山风景区和外围防火缓冲地段划分为四个火

险等级区。第二是建立预测预报和瞭望监测网。根据山势特点选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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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点，按适当密度设立燎望哨和做好火险天气预报、火灾发生预报和

火行为预报。第三是健全林火阻隔网，将天然河流、山脊、常绿阔叶

林带和公路、防火林带防火线等相互联结成网，阻止森林火灾的发生

和蔓延，提高防火控制能力；第四是建立扑火指挥系统，同时抓紧扑

火队伍建设，风景区建立由 10 人组成的森林消防队，人员配备对讲

机和随身携带简易消防器具；第五是加强火源管理，黄山风景壮观，

景点多，游览线路长，游客拥挤，生产生活用火频繁，控制火源主要

加强宣传，提高人们的防火意识。防火紧要期禁止一切火种带入风景

区，必要时划定禁火区，谢绝登峰游览。森林防火人员加强巡护和瞭

望，时刻监视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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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森林防火责任区划分 

4.1 划分原则 

属地为主、联合预防原则，重点地区综合防控原则。 

4.2 防火责任区及责权范围 

为强化森林防火工作，有效预防和及时扑救森林火灾，推进森林

防火工作责任落实，保护生态资源，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树

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促进生态南海、品质

南海的健康发展。根据《森林防火条例》（国务院第 541 号令）和广

东省森林防火的有关规定，按南海区行政管辖范围，把森林防火责任

区划分到区、镇（街道办）和有关单位，层层落实森林防火工作责任，

促进森林防火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 

广东省按照《全国森林火险区划等级标准》（LY/T1063-2008）和

《国家林业局办公室关于请提供森林防火二期规划基础数据的通知》

要求，2014 年重新对全省县级行政单位进行森林火险等级区划，并

印发了《关于发布县级行政单位森林火险区划等级的公告》，佛山顺

德区、高明区、三水区、南海区为Ⅲ级火险单位。按照国家《森林防

火条例》的规定，南海区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森林资

源分布状况和森林火灾发生规律，划定森林防火区，规定森林防火期，

并向社会公布。凡属森林、林木、林地及其周围可能引起森林火灾的

地段，可划定为森林防火区。在森林防火区内，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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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旅游景点、易燃易爆物质储备地、宗

教活动场所（包括祭祀场地）周围，可划定为森林高火险区。 

依照《广东省森林防火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森林

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南海区区长及辖区

各镇（街）的镇长、街道办主任对本辖区内的森林防火工作负有领导

责任。有关部门和单位在政府统一领导下，森林防火工作实行部门和

单位领导负责制。森林防火工作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有关地方

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森林防火联防机制，确定联防区域，建立联防制度，

实行信息共享，并加强监督检查；森林防火责任人需明确防火责任，

抓好防火知识宣传，强化值班调度，保障防火资金，落实扑火物资，

组建防火应急队伍，加强火源管理，坚决杜绝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 

南海区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森林防火成员单位每年要对照

年初签订的森林防火工作责任状，认真落实森林防火工作责任制，实

现森林消防“网格化”管理。 

对南海区的森林防火责任区以镇（街）为单位进行规划，根据全

区各镇（街）的地理界线划分，明确有森林防火责任的各镇（街）的

森林防火责任区及其森林防火责任、权利范围。南海区有森林防火任

务的镇（街）为桂城、里水、狮山、西樵、丹灶、大沥 6个镇（街），

里水、狮山、西樵、丹灶 4个镇（街）相邻地区的森林防火工作需建

立联防制度。各镇（街）辖区内的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单位和个

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防火责任；辖区内森林、林木、林地的

经营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林业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森林防火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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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划定森林防火责任区，确定森林防火责任人，并配备森林防火设

施和设备。南海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各镇（街）人民政府根据森林火

灾应急预案制定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办法；管理处、村（居）民委员会

应当按照森林火灾应急预案和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办法的规定，协助做

好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工作。各镇（街）在林区依法开办工矿企业、设

立旅游区或者新建开发区的，其森林防火设施应当与该建设项目同步

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在林区成片造林的，应当同

时配套建设森林防火设施；电力、电信线路和石油天然气管道的森林

防火责任单位，应当在森林火灾危险地段开设防火隔离带，并组织人

员进行巡护。 

根据各镇街和有关单位森林火险发生情况和危害程度的评估，将

全区分为森林防火责任敏感防控区、重点防控区、一般防控区。 

（1）森林防火责任敏感防控区为西岸林场、西樵山风景区、南

国桃园所属林地； 

（2）森林防火责任重点防控区为三山森林公园、长青墓园、象

岗、文头岭、展旗岗、横马岗、新境和务庄社区的所属林地，象岗变

电站及其周边管理范围。 

（3）森林防火责任一般防控区为桂城、里水、狮山、西樵、丹

灶、大沥 6个镇（街）的其他林地； 

根据《广东省森林防火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粤办函〔2015〕

515号文）依法行政、依法治火层层传导压力、级级压实责任，最大

限度减少森林火灾发生及其带来的损失的指导原则，启用森林火灾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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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处置办法后，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必须派出领导到现场组织扑

救山火，并及时向县级森林防火指挥部报告。对持续燃烧 2小时尚未

得到有效控制，或造成人员死亡或重伤的森林火灾，主要负责同志（书

记或镇长）必须立即前往现场组织处置，并视火情态势报请县级森林

防火指挥部支援。对持续燃烧 4小时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或因火灾造

成 1人以上死亡或 3人以上重伤的森林火灾，县级人民政府分管领导

或其他领导必须赶赴火场组织处置工作。 

有如下情形之一的森林火灾，县级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必须赶到现

场组织处置火情、处理善后工作： 

（1）持续燃烧 8小时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 

（2）因火灾造成 3人以上死亡或 10人以上重伤的； 

（3）危及居民区、营地、监狱（看守所）、厂房和军事、供电、

供气设施以及其他易燃易爆仓库、油库等重要设施，森林公园和自然

保护区的； 

（4）需要请求市支援扑救的，以及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和省、

市领导作出批示要求的。 

发生火灾后南海区农林渔业局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对森林火

灾发生原因、肇事者、受害森林面积和蓄积、人员伤亡、其他经济损

失等情况进行调查和评估，向区人民政府提出调查报告；区人民政府

应当根据调查报告，确定森林火灾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并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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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森林防火建设规划 

5.1 森林防火指挥系统规划 

建立完善的南海区森林防火指挥信息化系统。以南海区森林现状

和发展规划为基础，构建南海区森林防火一张图，将林火监控系统组

成、重点保护设施、生物防火林带、林区通道、林火阻隔网络、森林

消防水池及取水点等要素数字化，建立南海区森林防火数据库及应用

系统，为南海区数据统筹局提供准确的森林防火基础设施数据。通过

该数据库及应用系统平台，构建与省，市，区、镇街联动的森林防火

指挥体系和扑火救灾实时传输体系，使南海区森林消防全过程实现立

体、全方位的信息化，实现对林火的实时监控和对扑救森林火灾的有

效指挥，打造反应快速、指挥有序的体系，实现森林防火指挥的精准、

快速、高效。 

通过应用无线、有线及卫星通信等多种技术手段，建立完善以固

定通信网络为基础，以车载、移动设备为支撑，以便携式应用通信系

统为补充的森林防火通信系统，形成无盲区、无缝衔接的移动通信指

挥网络；建立完善以区级为中心的森林防火指挥信息平台和森林消防

数据中心，实现信息化深入应用到火险等级预报、火险治理、林火监

测、接警处理、扑火会商、火场信息传输、扑火队伍、物资调度、应

急预案、灾损统计、火灾案件查处等森林消防管理的各个领域，在全

区建立一套从镇（街）到区，并能与省市对接的防火指挥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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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及时、有效地传递视频监控图像、森林火点信息、火场态势和各

种火灾统计报表。 

信息指挥系统主要由网络基础设施、应用系统、指挥中心构成，

结合应急卫星通信网系统和应急移动指挥中心，实现由林地到镇

（街），由镇（街）到区的数据通信网络畅通，保证火场的图像、视

频和音频等数据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到各级指挥中心。建设区级指挥

中心及镇（街）级分控中心，建立全区防火应急通信网络。 

 
图 5-1防火指挥系统主要建设内容 

5.1.1 通信系统建设规划 

以无线通信网络作为林区主要基础通信网络，构建林区全覆盖的

林火通信传输网络，优化配置 4G 网络通信、应急通讯系统、常规通

信设备、通信车和应急移动指挥车，完成火场扑火队与前指、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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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扑火队之间的数字通信联络。同时实现前指与基指、镇（街）与

区森林防火指挥部之间的语音和图像等数据的传输。 

对于西岸、西樵山、南国桃园等重点林区，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无

线通信设备并对其进行改造和完善，构建顺畅的无线通信网络。利用

应急通信系统进行火场临时组网，主要解决由于地形、基础设施等原

因超短波无法覆盖的地区，保证紧急情况下通信指挥畅通，从而完成

火场扑火队伍与前指、基指及扑火队之间的通信联络，同时实现前指

与基指、各级指挥部之间的语音和图像等数据的传输。结合我区当前

通信指挥系统的实际情况，为保障专业扑火队伍与火场的通讯，配备

区级移动通信指挥车辆。 

①基础无线通信网络建设 

在西岸、西樵山、南国桃园等连片林区原有通信网络的基础上，

增加中继设备对其进行改造和完善。林区的语音通信主要采用 GPRS

或超短波数字集群通信网络，借助对讲机及专用手机进行，在缺乏信

号的地方架设综合通信塔，布设中继台，形成超短波通信网络，数字

频段可按照广东省森林防火 150MHZ 申请建设；在没有 4G 信号或 4G

信号不畅的林区，加紧与电信等移动通信运营商协调，增加建设或改

良通信塔，以满足 4G图传的需求。 

②应急通信系统建设 

应急通信系统主要包括背负式超短波中继系统、背负式短波系

统、卫星通信系统和火场实时多媒体信息传输系统。利用应急通信系

统能解决因地形、基础设施等原因致使基础无线通信网络无法覆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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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保证紧急情况下通信指挥的畅通，实现前指与基指、各级森防

指挥部之间的数据传输。 

规划配备便携式超短波应急中继系统、背负式短波系统、卫星通

信系统等设备。规划为区配备通信指挥车，保障森林火灾发生时，指

挥员能立即出发、尽快到达，以发挥指挥和协调基础通信网络的作用，

实现各类扑火队指挥员间的联络协调。应急通信系统中涉及无线频率

使用需到区科技局无线电管理办公室办理报备。 

③常规通信设备建设 

为保障专业扑火队伍与火场的通讯畅通，规划配备背负式对讲

机、手持机、穿戴式可视设备、车载台、基地台和发电供电设备等常

规通信设备。 

通信系统的建设内容已经融合在指挥中心、分控中心、信息系统、

通信指挥车、队伍装备建设等建设过程中。 

5.1.2 区指挥中心建设 

区级指挥中心是森林防火的指挥中枢，是整个系统的核心，需要

在南海区农林渔业局建立指挥中心会议室，配套机房及服务设备放置

于南海区数据统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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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区指挥中心建设 

（1）指挥中心显示系统 

虽然可将机房及服务设备放置于南海区数据统筹局，但是鉴于森

林防火指挥中心日常工作值班及电视会议等需要，指挥中心仍然需要

独立的房间，建立大屏幕，将各林区监控点的监测信号投放在大屏幕

上，如果有林火发生，可以将林区的视频监控信号以及移动通信指挥

车现场采集的视频信号直接显示在大屏幕上，供指挥中心领导进行远

程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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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中心采用大屏幕组建屏幕墙，并利用视频解码器，将视频图

像解码成模拟图像显示。 

表 5-1指挥中心显示系统配置表 

项目 数量 

数字视频服务器 1 

计算机 6 

液晶显示器 4 

操作台 3 

大屏幕显示单元 8 

RBG 矩阵切换器 1 

60″显示单元底座 4 

内置信号处理板 8 

计算机接口 8 

线缆 8 

（2）林火现场可视指挥调度系统 

林火现场可视指挥调度系统主要是借用当前成熟的视频会议系

统，在区、镇（街）设立视频会议终端，在林火发生时，区指挥中心

参照视频会议系统的形式开展指挥调度工作。视频会议系统已经是相

当成熟的信息系统。 

表 5-2指挥中心可视指挥调度系统配置清单 

项目 数量 

会议室装修 1 

多点控制单元（MCU） 2 

视频会议系统管理软件 1 

高清会议终端 1 

高清摄像头 1 

摄像枪 1 

数字音频处理器 1 

定向会议话筒 8 

全向麦克风 8 

移动会议终端 3 

投影机 1 

（3）网络及基础设备 

为保证整个南海区森林防火信息化系统的正常运行，需要提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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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优质的网络设备，区级指挥中心核心网络设备包括：服务器（小

型机）、磁盘阵列、应用服务器、核心交换机、防火墙。系统应具备

多通道接入、网络分析等服务功能。 

表 5-3指挥中心网络及基础设备配置表 

项目 数量 

数据库服务器 2 

应用服务器 2 

核心交换机 2 

防火墙 2 

机柜 2 

磁盘阵列 1 

工作站 5 

应用中间件 2 

5.1.3 镇（街）分控中心建设 

镇（街）分控中心的建设，可以参照区级指挥中心的建设模式，

在区级指挥中心建设的基础上予以适当调整，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

行建设。镇（街）分控中心的建设投资由区镇两级财政解决，以一个

分控中心作为估算单元，建设按照桂城，狮山，西樵，丹灶，大沥，

里水 6个分控中心来估算。 

（1）分控中心升级改造 

分控中心可以由镇街现有的远程会议室或监控机房进行简单装

修处理即可，此一部分项目建设由各镇街自行解决。 

分控中心通过视频分配器、视频矩阵、硬盘录像机等设备控制管

理监控信息。对各种监控点进行监控、录像、实现实时管理。 

①视频分配器：前端传来的视频信号通过视频分离器进行信号补

偿、放大、中文字符叠加后，分配输出到矩阵视频机箱和硬盘录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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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视频矩阵：每个分控中心安装一套视频矩阵，建议容量 32 输

入×16 输出，并能够方便扩容。根据实际需要，每台矩阵配置 2 台

控制键盘，通过控制键盘可以实现对前端点位进行切换、上下、左右、

变焦、聚焦、设置和调用预置位等操作。 

③硬盘录像机：分控中心硬盘录像机实现对所有监控点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录像。每个监控点录像所形成的视频文件，保存时间为

30 天。各分控中心的硬盘录像机组建一个专网，由指挥中心的硬盘

录像服务器统一进行管理。要求实现指挥中心对各分控中心硬盘录像

机的远程控制管理，可以远程调用分控中心的硬盘录像机图像。 

④视频数字化部分：由数字视频编码器、视频控制服务器、客户

端软件等部分构成。 

数字视频编码器主要任务是生成数字视频流，并将其传送给客户

端，每台编码器可以对一路模拟视频信号进行处理，产生一路数字视

频流，并通过网络发送至客户端。 

视频控制服务器是一套建立在高性能服务器上的服务系统，其软

件部分包括操作系统、web 服务软件、Web GIS 系统、数据库、视频

服务软件等。 

客户端软件基于浏览器方式，实现用户的登录、电子地图的调用

和操作、数字视频流接收并压缩回放以及前端摄像机的操作。 

⑤显示设备：分控中心可以采用监视器、液晶屏、投影机等多种

方式组成屏幕墙，也可以使用屏幕拼接技术实现更复杂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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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分控中心设备配置表（一个分控中心） 

项目 数量 

视频矩阵 1 

控制键盘 2 

硬盘录像机 2 

视频分配器 2 

控制码分配器 2 

监视器 8 

液晶显示器 2 

视频编码器 1 

VGA 切换器 1 

操作台 1 

（2）分控中心网络及基础设备 

分控中心的网络及基础设备主要包括交换机、工作站计算机。分

控中心主要网络基础设施配置清单如下（一个分控中心） 

表 5-5 分控中心网络基础设施配置表（一个分控中心） 
项目 数量 

工作站计算机 2 

交换机 2 

机柜 4 

5.1.4 指挥信息系统应用平台建设 

信息系统应用平台主要在信息基础设施基础上，开发和建设相应

的信息应用系统，集成各种信息化手段，利用应用系统（软件系统）

对各种设施予以控制，并采集和存储各种基础数据，进而进行分析和

数据挖掘。 

信息应用系统是利用软件开发技术，建成一系列软件系统，实现

森林防火的信息化管理。需要开展以下系统的建设和实施：基于空间

地理信息系统的林火监测与预警、林火预测预报、森林防火设施布局

管理与分析、林火信息管理、林火扑救指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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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应用系统建设，需要开发相应的软件系统之外，还要采购配

套的数据库系统、电子地图等。总体来说信息应用平台主要包括两个

方面的建设内容，即信息应用系统建设和信息资源系统建设。 

 
图 5-3指挥信息系统应用平台建设 

（1）基础电子地图建设 

与南海区数据统筹局及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协调获取高精

度的地形图及最新的高清航片作为底图，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南海区森

林防火电子地图，为了更好地辅助进行森林防火扑救指挥，还需要在

电子地图的基础上，根据森林防火等具体业务需求，更新绘制林区小

班、林区道路、水源、重点防护单位等地理信息，叠加最新的航片，

并依据最新的林相图予以补充更新，需要对森林防火设施的分布情

况，包括防火林带、防火通道、消防蓄水池、防火队伍及物资储备库

等在电子地图上进行标注，形成南海区森林消防一张图。 

该套基础电子地图需预留数据接口，以便为南海区数据统筹局提

供准确的森林防火基础设施数据。另外还需要给各分控中心统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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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地图的部署应用并更新地图信息，还需要基础于电子地图集成开

发相关的应用功能，包括对林火扑救过程中的队伍、移动通信指挥车

进行 GPS跟踪等。 

（2）森林防火信息系统 

森林防火信息系统需要根据业务需求研究开发相应的业务管理

应用系统，根据当前的用户需求，重点需要建设林火自动识别报警、

应急预案管理、灾后评估等几方面的功能子系统： 

①林火自动识别报警系统：是基于视频监控系统的基础上，在后

台开发基于电子地图功能的基础上实现林火自动识别和报警。 

当视频监控点的红外监控发现火点后，将相应图片数据传送回指

挥中心，触发林火报警信息，在后台系统中进行林火报警，同时在电

子地图上定位林火可能的发生地点，帮助指挥中心尽早安排扑救工

作。 

②应急预案管理系统：在林火自动识别报警系统中，还要建立起

南海区森林防火的应急预案功能，针对不同级别的火灾警情，用户能

够定制不同的应急预案：不同的应急预案由相应的车辆配置、道路安

排以及人员调度等多方面的信息。 

③灾后评估系统：灾后评估是在火灾发生后，采集录入相关森林

火灾信息，包括火灾面积、地理位置、树种群落特点、救火投入等信

息，建立生态效益损失动态评估模型。根据相关信息（如火灾前后高

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对比）评估火灾损失，修订应急预案，同时也为

决策支持提供基础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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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源管理信息系统 

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主要是基于日常收集的森林防火基础信息，利

用数据挖掘与决策支持工具和系统，进行统计分析，进而为森林防火

提供决策支持依据。森林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基于 GIS控件设计，主要

功能是森林资源小班图管理及其属性数据管理、编制林业专题图、反

映森林资源年度变化等。主要模块包括小班空间数据管理、小班属性

数据管理、珍惜林木数据管理、专题图制作（林相图）、图形输入编

辑、GPS信息管理、数据更新系统、数据查询与分析、数据接口管理

等。 

表 5-6信息系统平台建设配置表 

项目 数量 

南海区电子地图 1 

数据库建设 1 

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建设 1 

信息资源系统 1 

5.1.5 移动通信指挥系统 

通信指挥车的总体功能体现出森林火灾扑救指挥工作和应急通

信的特点，要确保通信指挥车功能的先进性、稳定性、实用性。具有

便于运输、安装方便、系统完备、功能齐全等特点。既要考虑到发生

重、特大森林火灾时，前线指挥部与各级指挥中心间的语音通信、数

据传输的畅通，又要保证火场内部的通讯联系的畅通。同时满足使用

环境的要求，使车辆和系统在任何时候都能做到立即出发、尽快到达，

保证使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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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移动通信指挥系统 

为充分发挥通信指挥车的作用，为区森林防火指挥中心及时提供

各种信息，车上能进行文字和图像处理、视频图像制作以及高速互联

网、局域网接入、数据文件传输等工作，使用卫星通信系统。卫星通

信系统能够提供全国任何地方的语音通信、高速互联网、局域网接入、

实时的视频图像和数据文件传输等各种功能。 

移动通信指挥车采用租用卫星通信的方式来实现，卫星将移动通

信数据传送到卫星业务关口站，再通过租用的线路将数据传输回区指

挥中心。 

表 5-7移动通信指挥系统配置表 

项目 数量 

移动指挥车辆 1 

移动指挥车系统建设 1 

指挥中心配套建设 1 

卫星系统运行租金及维护（一年） 1 

图传、语音网关、云台摄像、车载差转台等其它设备 1 

卫星电话设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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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安全系统 

信息安全是当今建设信息系统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指挥中心是

南海区森林防火信息网络建设的核心，安全性需求尤其突出。信息安

全需要考虑防入侵、防病毒、防假冒、容灾备份等方面因素。 

从整个指挥中心或指挥中心所在考虑，对于放入侵可以加装入侵

检测设备和防火墙，并进行相关的用户权限配置；防病毒方面则由统

一的网络病毒检测杀毒系统解决；防假冒主要由电子认证中心、数字

签名技术来处理；另外，随着指挥中心数据量的迅速增长，必须采取

数据备份措施，以防止意外情况造成数据丢失，既需要考虑对数据库

所作的本地备份，又要考虑对其做异地的容灾备份。 

病 毒 防 范

网 络 访 问 控 制 和 防 火 墙

实 时 安 全 监 控

系 统 和 网 络 安 全 扫 描

安 全 认 证 （ C A） 系 统

链 路 加 密

系 统 备 份 方 案

安
全
系
统
管
理

安
全
评
估

数 字 签 名
 

图 5-5信息安全体系 

磁盘存储系统可采用存储区域网络（SAN）架构，实现对核心业

务数据库和综合资源数据库的统一备份。 

安全系统的费用在整个系统建设过程中统一进行考虑，不单独划

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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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系统培训与维护 

在系统建设过程中，需要加强整体工作人员的信息系统使用与操

作水平，提升信息系统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必须加强信息系统的培

训。 

培训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培训熟悉森林防火指挥系统、森林防

火信息系统及通信指挥车的操作人员，这类人员要求专业水平相对较

高；另一方面是培训基层人员对信息化设备的使用和操作，包括 GPS、

对讲机、视频设备、报火终端设备等使用和操作。 

建好的系统要保证良好的运转，信息系统的维护也相当重要。因

此在项目建设中，系统的维护运作也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培

训工作可结合信息系统建设过程中的培训及年度森林消防培训进行。 

5.2 森林消防队伍建设规划 

根据国家及省市森林消防队伍建设的要求，加强森林消防队伍建

设，按军事化管理，建设纪律严明，扑火能力强、技术过硬的森林消

防专业队伍。主要包括专业队伍建设、专业队伍营房和培训基地、物

资储备库建设进行规划，并对有森林防火任务镇的队伍值班室、物资

储备库和储备物资的建设进行规划，以适应南海区森林防火发展的需

要。 

5.2.1 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建设规划 

（1）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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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海区建立人员精干、训练有素、战斗力强的、以水灭火为主

的森林消防队伍，保证 15分钟内能集结，30分钟内能到达火灾地点，

实现森林火灾扑救专业化，保证森林火灾当日扑灭率达 100%，实现

“打早、打小、打了”的扑火目标。 

（2）建设思路 

森林火灾扑救逐步向现代化、专业化的队伍转变，不断提高森林

火灾扑救能力，保障森林火灾扑救的人员安全。全区组建 2支以森林

消防为主、防洪防汛和治安维稳相结合的森林消防专业队伍，实现有

营地、有装备、有保障的一专多能、反应快速的森林消防专业队伍。 

（3）建设内容 

将南国桃园及西樵山的森林消防队伍进行升级，将两支队伍分别

扩充至 30 人，组建成两支区直属专业森林消防队伍，配备相应的扑

火机具与装备。建设南海区森林消防培训中心，作为森林消防专业队

伍驻宿营地，配套建设一定数量的营房和附属设施，并对各镇级森林

防火队伍进行轮训。 

（4）建设技术与方法 

坚持按照《广东省森林消防队伍建设和管理规范》要求，区直属

专业森林消防队伍挂“南海区森林消防大队”牌子，大队按照工作需

要设综合信息组、火灾扑救组和后勤保障组，并建立严格的日常训练

制度及培训机制。负责区属森林公园、郊野公园管辖范围内发生的森

林火灾的扑救工作，并参与全市范围内森林火灾扑救，以及各区发生

森林火灾扑救需要支援时，做到及时增援、快速出动，积极参与扑救。 



佛山市南海区”十三五”森林防火设施建设总体规划 

65 
 

新组建的区属森林防火专业队伍，按《广东省森林消防队伍装备

与森林防火应急物资储备规范》要求，配备相应的场所和装备，南海

区每支专业森林消防大队的装备配备见表 5-8。 

表 5-8专业森林消防大队装备标准 

名称 数量 

通讯指挥车（辆） 1 

运兵车（辆） 2 

工具车（辆） 2  

消防水车（辆） 2 

卫星定位仪（部） 5 

对讲机（部） 10 

望远镜（台） 6 

地形图（套） 2 

笔记本电脑（台） 1 

传真机（台） 1 

打印机（台） 1 

小型发电机（台） 2 

无人飞机（架） 2 

急救箱（个） 2 

风力灭火机（台） 5 

二号工具（把） 30 

移动水泵（台） 3 

25 型水带（m） 5000 

油锯（台） 5 

割灌机（台） 5 

砍刀（把） 50 

锄头（把） 50 

点火器（支） 5 

队员统一作训服装、体能训练服装和扑火阻燃服装等；单兵装备

配备见表 5-9。街道办森林消防队伍、村委会及森林、林地、林木经

营单位组建的森林消防队伍也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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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森林消防队员基本装备标准 

类别 名称 单位 

县（市、区）

专业森林消

防队伍 

镇（乡）级

森林消防队

伍 

村委会及森林、

林地、林木经营

单位队伍 

备注 

队 

员 

基 

本 

防 

护 

装 

备 

阻燃服 套 2 1 1 套/人·年 

作训服 套 2 1  套/人·年 

防寒服 件 1 1  件/人·年 

背包 件 1 1 1 件/人·年 

防扎鞋 双 1 1 1 双/人·年 

面罩 个 1 1 1 个/人·次 

护眼罩 个 1 1 1 个/人 

消防头盔 个 1 1 1 个/人 

阻燃手套 双 2 1 1 双/人·年 

水壶 个 1 1 1 个/人 

手电 把 1 1 1 把/人 

毛巾 条 2 2 1 条/人 

保障 
干粮 份 3 2  份/人 

水 瓶 按需要量配 按需要量配 按需要量配  

其它 其它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5.2.2 森林消防专业队营房及培训基地建设规划 

（1）建设目标 

森林消防专业队营房及消防培训基地是森林消防工作的重要空

间载体和必要场地，一支有力、高效的森林消防队伍离不开集消防体

能技能训练、抢险救援训练、战术战法演练、消防教育培训等多功能

为一体的现代化消防培训场所。 

与南国桃园土地利用、城市控制建设及旅游度假区的总体规划相

结合，规划在南国桃园新建区级森林消防培训基地 1处，完善西樵镇

消防队伍营区建设，提升里水镇、狮山镇和西岸林场消防队伍值班室。 

（2）建设思路 

森林消防专业队伍培训基地与营区及森林消防物资储备库等设

施相结合，共享资源，区培训基地与森林消防专业队营房、区森林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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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物资储备库结合设置。 

（3）建设内容 

与南国桃园及西樵山相关规划相结合，升级改造南国桃园及西樵

山两处森林消防专业队营房，要求独立安排用地，规模 0.8-1 hm2。

镇森林消防队伍营房与当地的镇、村委或消防队（站）结合设置。完

善里水镇、狮山镇和西岸林场消防队伍值班室。 

（4）建设技术与方法和指标 

区森林消防大队建设按照《广东省森林消防队伍建设和管理规

范》配置营房、办公室、培训室、活动文化室、食堂、宿舍、机具库

房、车库、仓库和值班室、训练场地等，每人训练场地不少于 30 m2。 

5.2.3 森林消防专业队管理 

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建设人员及管理是组织各级指挥员及消防队

员学习防火业务知识，进行森林扑火技能培训和演练，提高扑火战斗

力，达到队伍专业化的要求。同时，对南海区现有专业扑火队伍和半

专业队伍进行扩编和调整，对队伍进行经常性培训及演练，提高队伍

专业化水平，为林火扑救提供强有力的队伍保障。 

5.2.4 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建设规划 

为加强对敏感防控区和重点防控区的森林火灾扑救能力，在敏感

防控区和重点防控区建立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 8支。森林消防队伍的

规模为 131 人，南海区森林防火半专业队伍建设规划表见表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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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专业队伍建设和维护费用，由各镇按当地社会经济条件统筹解决。 

表 5-10半专业队伍建设规划及布局表 

实施单位 里水镇 狮山镇 西樵镇 桂城街道 丹灶镇 大沥镇 合计 

队伍（支） 2 3 2 0 1 0 8 

规模（人） 38 51 30 0 12 0 131 

5.3 森林防火基础设施规划 

5.3.1 生物防火林带建设 

根据南海区生物防火林带的布局，结合新时期森林火灾发生特点

和“新一轮绿化南海大行动”中林分林相改造项目，进一步完善全区

生物防火林带布局，尤其是敏感防控区和重点防控区的林缘、火险系

数较高的地段加强生物防火林带建设，在各镇主要林区形成每万亩林

地20 km的生物防火林带，同时在有条件的区域或林地面积小于30 hm2

的独立山岗，可结合林分改造项目，形成防火林，创新生物防火新理

念，从而有效提高森林整体抵御森林火灾的能力，使南海区的生物防

火林带建设，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生物防火林带建设应以木荷、红荷为主，兼顾美观，辅以灰木莲、

火力楠、红花油茶、大头茶、杨梅等优秀抗火树种，并在适当区域种

植九节等防火灌木，形成多层次抗火性强且美观的生物防火林。 

 

表 5-11南海区生物防火林带规划建设一览表 

地点 里水 狮山 西樵 桂城 丹灶 大沥 合计 

林业用地面积（hm
2
） 904.2 2147.4 2196 103.1 344.2 52.1 5758 

已建生物防火

林带 

长度（km） 31.4 9.2 40.6 - - 2.4 83.6 

面积（hm
2
） 52.7 12.8 81.2 - - 3.8 150.5 

规划新建(扩

建)生物防火

林带(20 m 宽) 

长度（km） - 13.2 54.29 - 4.5 - 71.99 

重点建设区域 - 
务庄、陈

边、新境 
西岸 - 

孔边岗、天窗

格、白水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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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新建防火

林 

面积（hm
2
） 50 100 40 10 20 10 230 

重点建设区域 
象岗、横

马岗 

新境、务

庄、兴贤 
西樵山 

三山森

林公园 

生态环保产

业园 

长青

墓园 
 

本规划期内需新建(扩建)生物防火林带 71.99 km，结合林分改

造,新建防火林 230 hm2。 

5.3.2 防火阻隔通道建设 

借鉴欧洲模式的森林消防路网，在重点防护区和森林公园规划建

设森林扑火通道。结合南海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和自然保护区的道

路网络建设，完善林区扑火通道规划建设，在规划期限建设完成后，

在主要林区 5～6 m宽通道满足达到 20 m/hm2，1.2～1.8 m人行扑火

通道可达到 50 m/hm2，部分人流量较大的森林公园人行扑火通道可达

到 100 m/hm2。争取本规划期内实现扑火通道的小班可及度达到 80%

以上。 

表 5-12南海区防火阻隔通道规划建设一览表 

项目 里水 狮山 西樵 桂城 丹灶 大沥 合计 

林业用地面积(hm
2
) 904.2 2147.4 2196 103.1 344.2 52.1 5758 

已建森林扑

火通道(km) 

5-6 m 7.7 87.3 45.5 4.8 12.7 2.0 160.0 

1.2-1.8 m 3.3 8.8 11.1 2.3 - 6.0 31.5 

规划建设扑

火通道(km) 

5-6 m 6.7 - 36 - - - 42.7 

5-6 m 

重点建设区域 
象岗 - 西岸 - - -  

1.2-1.8 m 31.0 31.6 60 7.7 7.5 - 137.8 

1.2-1.8 m 

重点建设区域 

文头岭、

象岗 

新境、

陈边、

务庄 

西岸、

西樵山

与大坑

村边界 

三山森林

公园、林

岳岗 

天窗格、

孔边岗、

白水塘 

  

本规划期内需新建(改建)5～6 m 扑火通道 42.7km，1.2～1.8m

扑火通道 137.8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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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森林消防蓄水池建设 

结合南海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建设，在火险系数发生高的地

方，规划修建森林高位消防蓄水池，水资源丰富的地方，修筑取水点，

实现重点防护区和森林公园对森林火灾以水灭火的全面覆盖。规划在

有管道供水的林区每 50 hm2设置一个 50 m3以上的高位消防蓄水池，

在无管道供水的林区每 20 hm2设置一个 10 m3的高位消防蓄水池，在

部分旅游区或森林公园内，新建或完善现有消防管网设置。 

表 5-13 南海区森林防火蓄水池规划建设一览表 

项目 里水 狮山 西樵 桂城 丹灶 大沥 合计 

林业用地面积（hm2） 904.2 2147.4 2196 103.1 344.2 52.1  

已建 5m
3
-10 m

3
高位

蓄水池（座） 
3 - - - - - 3 

已建 50 m
3
以上高位

蓄水池（座） 
- 3 6 - - 7 16 

规划新建 10m
3
高位

蓄水池（座） 
23 25 60 - 8 2 118 

10m
3
高位蓄水池建

设地点 

象岗、

文头岭 

新境、陈

边、务庄 
西岸 - 

天窗格、孔边

岗、白水塘 
横马岗  

规划新建 50 m
3
以上

高位蓄水池（座） 
2 - - 6 - - 8 

50 m
3
以上高位蓄水

池建设地点 
展旗岗 - - 

三山森林公

园、林岳岗 
- -  

备注 
新建消

防管网 
- - 

新建消防管

网 
- -  

本规划期内需新建 10 m3以上高位蓄水池 118个，50 m3以上高位

蓄水池 8个，西岸林场等敏感防控区有必要时可扩大蓄水池建设规模

或与水利部门合作，修建小型水塘，以起到森林防火和防洪的双重作

用。同时根据实际需求，在重点区域，新建或完善现有消防管网设置。 

此外，在航空消防方面，距离佛山南海最近的增城基地仅 90km，

可将南海全区主要林区和森林公园纳入森林航空消防覆盖范围，以西



佛山市南海区”十三五”森林防火设施建设总体规划 

71 
 

江、北江水系为依托，以赤坎、东风等大型水库为补充，设置航空消

防取水点，实现航空林火快速扑救，全面提高预防和控制森林火灾的

综合能力。 

5.3.4 森林消防物资储备库建设 

（1）建设目标 

为南海区森林消防队伍配备具有实用性与先进性相结合的扑火

机具装备，依据实施以水灭火的要求购置以水灭火车辆及水泵，实现

“以水灭火”设施专业化、标准化，达到扑火工具机械化的要求。规

划按照珠三角最高要求，每支专业队伍保证 2 辆大型消防水罐车、1

辆通信指挥车，并配备无人机、定位仪、穿戴式移动通信设备等，保

障在发生较大森林火灾时能有足够的扑火物资可以调用。 

（2）建设思路 

森林消防物资和装备建设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改造森林防

火物资储备仓库，二是对现有森林防火物资储备进行维护扩充，以保

证在项目区内储备相应数量的扑火救灾物资，在发生森林火灾时能保

障有足够的扑火物资可以调用。结合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建设，在南国

桃园和西樵山森林公园改造提升区级的消防物资储备仓库 2座，并完

善里水、西樵、狮山、丹灶和大浩湖 5处消防物资储备仓库。 

（3）建设内容 

改造建设区级的消防物资储备仓库 2座，规划改造建设物资储备

仓库 80 m2/座，结合南海区森林消防大队建设和森林消防培训基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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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统一建设，补充及维护扑火救灾物资。储备装备包括阻燃扑火服、

远程森林消防水泵、手抬式森林消防水泵、水泵附件设备（水带逐步

统一选用 25mm口径，下同）、背负式风力灭火机、油锯、水枪、对讲

机、森林消防水罐车、森林消防物资运输车、二号扑火工具、GPS、

望远镜等设备，有森林防火任务的镇及森林公园重点配置手抬式森林

消防水泵、水泵附件设备、油锯、对讲机、二号扑火工具等设备。 

（4）建设规模及布局 

消防专业队伍建设和管理相结合，根据《森林消防物资储备库管

理规范》要求进行更换和补充。森林防火物资和装备建设规模及布局

见表 4-16。 

表 5-14南海区森林防火队伍装备建设规模及布局表 

项目 南海区 里水镇 狮山镇 西樵镇 丹灶镇 大浩湖 桂城镇 大沥镇 

风力灭火机(台) 40 10 15 10 5 5   

二号工具(套) 300 100 150 100 50 50   

油锯(台) 30 4 6 4 2 2   

移动水泵(台) 6 4 6 4 2 2   

水带(m) 2000 500 1000 500 500 500   

砍刀（把） 40 20 30 20 10 10   

消防铁铲（把） 40 10 15 10 5 5   

割灌机(台) 6 4 6 4 2 2   

发电机(台) 2        

GPS(台) 10        

对讲机（部） 20 10 15 10 5 5   

强光照灯（把） 20 10 15 10 5 5   

阻燃火服(套) 200 200 300 200 100 100   

注：阻燃防火服（套）：阻燃防火服、防火鞋、森林消防头盔、手套、森林消防眼镜、战斗服、呼

吸器、防烟面罩等个人防护装备； 

（5）建设技术与方法 

森林消防物资储备库是贮放、保存森林消防装备和机具的永久性

建筑，它为扑火救灾提供森林消防物资。森林消防物资储备库主要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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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物资包括消防设备和器材、扑火工具、通讯器材、小型发电机组

和照明器材、扑火队员防护装备和野外生活必需品等。依据《森林消

防物资储备库建设和物资储备管理规范》，建设森林消防物资储备库

应遵循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分批实施；规模适度，分级

储备；交通便利，保障安全的原则。储备的物资应达到国家标准或行

业标准要求。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在国内外同类产品中择优购

置。 

在水源充足的地区建立消防供水系统，为森林消防队伍配备小型

消防水泵、25mm 口径标准水带、风力（水）灭火机、灭火水枪和扑

火服装等中小型常用扑火机具，根据不同区域，结合地形条件，有选

择地加强装森林消防车、水罐车、接力水泵等大型扑火装备能力建设，

提高森林大火扑救机械化水平和扑火效能，提高机械化扑救和处置重

大森林火灾的能力。 

5.3.5 林火预防及监控系统建设 

在林火预防及监控系统方面，加强科学防火，将最先进的技术应

用于林火监测。使林火监测形成空中有无人机、山顶有视频、地面有

巡逻人员的全覆盖监测体系，可高效处置森林火灾。保证实时发现火

情，及时出警，做到有火不成灾。 

在西樵山，西岸林区，南国桃园，展旗岗，象岗等敏感防控区和

重点防控区，规划建设森林防火预防及监控视频设施，建设红外热像

仪+高清视频双光谱智能化林火视频监测网络；建立视频监控、无人



佛山市南海区”十三五”森林防火设施建设总体规划 

74 
 

机监控及信息化巡护系统等集成的物联网林火预防及监测系统，实现

林火预防及监控即时的信息化管理体系。 

（1）远程视频林火识别监控系统 

瞭望台监测林火一直以来是我国森林火灾监测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监控技术和高空瞭望技术的发展，我国已经普及基于计算机平台

的数字视频监控系统。数字视频监控可以针对不同地区的森林现状通

过监控管理指挥中心系统、无线传输系统、摄像机和镜头系统、云台

控制系统、视频编解码系统有效地对即将发生的或者已经发生的火情

进行预判和辨别，并能够及时报警，同时，还可判明火点位置并标注

在 GIS 系统上和三维图上。系统可大大降低工作人员的工作劳动强

度，提高防火、救火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实现森林防火监测业务

的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和自动化，实现信息的规范管理和共享。 

远程视频林火识别监控系统建设主要包括前端视频采集硬件设

施建设和视频监测应用软件平台建设。视频监测应用软件平台可结合

南海区森林防火信息系统工程的建设进行。在前端视频采集硬件设施

建设方面，应对重点防火区域、重点目标安装红外低照度全天候摄像

机，同时配备远程高清透雾镜头，具备林火智能识别报警功能，实现

对防火区域的实时监控。 

根据南海区林地分布情况，西樵镇西岸林场、西樵山、南国桃园、

狮山镇新境和务庄社区、文头岭、展旗岗应进行远程视频林火识别监

控系统建设，共建设远程视频林火监控前端 8座，其中在西岸林区建

立 2座，在西樵山建立 2座，在南国桃园建立 1座，在新境和务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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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建立 1座，文头岭 1座，展旗岗 1座。要求每台摄像机有效覆盖半

径 3km以上，能有效观测约 20 km2的森林火情。 

（2）林区管理监控系统 

在敏感防控区和重点防控区的部分林区出口和入口设立视频图

像采集装置，分别采集进入和流出林区出入口处的人员图像，之后通

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传输至数据库，图像智能识别分析装置对数据库

中的图像数据进行数据处理，对进入和流出林区的人员数量进行统计

比对，方便掌握林区实时的人员数量，并在相应的客户端上实时显示，

为林火管理部门管理工作提供参考依据。在林区关键节点设置视频监

控及声光报警系统，方便管理人员掌握林区人员情况并实现远程喊话

功能。同时在林区入口处设立电子提示牌，提醒进山人员注意森林防

火并发送短信提示。 

依据南海区主要的林区分布情况，规划在 8处林区建立林区管理

预防和监控系统，即分别在西樵山、南国桃园、西樵镇西岸林场、三

山森林公园、展旗岗森林公园、狮山镇新境和务庄社区、里水镇文头

岭和象岗各建立 1处林区管理预防和监控系统。 

（3）无人机林火监控系统 

将小型旋翼无人机应用于森林火灾实时监测，可以通过实时无线

通信将整个火场，尤其是一般方法难以获取的复杂地形火场的实时影

像传输至扑救指挥中心，为火场扑救指挥决策提供支持，森林火灾后，

其所拍摄的火烧迹地影像，为灾后损失评估和火案调查提供依据。 

在南海区区级建立小型无人机相关配套应用平台，以便将小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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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应用于南海区山地丘陵地区的林火监测、林火态势观察和灾后评

估等方面。为南海区森林防火指挥部配置轻便小型（即对起飞场地要

求不高），操作简便（简单培训即可操作，可自动巡航、自动归位、

自动报警），续航能力较强（使用电池可航行 40分钟以上，基于南方

环境，无人飞行器采取动力最好非燃料，以防坠落引发新的火灾），

较稳定（南方山区可抗四级风），能获取实时火场影像并迅速传回地

面（有效通信距离在 2㎞以上）的小型无人机。 

（4）森林火险监测站 

森林火险监测站负责收集南海区内森林火险监测站的实况气象

观测信息、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当地气象实况和天气预报信息，定时

向区森林火险预警中心和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报送火险监测数据，从而

为各级单位的森林防火工作提供指导。森林火险监测站布局原则上按

气候和森林分布设定，设置在火源较多的林缘地带或林间空地，森林

火险监测站点需要具有 GSM/GPRS或 4G移动通信网的覆盖。加强部门

合作，统筹气象部门在林区、景区已建自动气象观测站资源，合理规

划新增监测站，布设具有气象装备许可证的观测设备，并根据需要在

部分站点开展联合共建。 

规划在西樵山、西岸林场、南国桃园及狮山镇新境和务庄社区、

文头岭、象岗、展期岗、横马岗建设 8个区级森林火险监测站。 

（5）地面巡护系统 

由于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监测时间等情况，无人机、远程视频

等监测方式对于一些不通视的森林地段存在着盲区，同时为了加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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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林区火源管理，检查火灾隐患，监督安全用火，也需要因地制宜地

选择摩托车等轻便交通工具按不同的火险等级进行不同时间、不同密

度的巡护监测，便于及早发现并报告火情。按照总数 125 人，3 人 1

套的规格，为镇街护林队伍购置配备定位仪、望远镜、PDA等设备。 

表 5-15林火监控系统建设表 

项目 数量 

远程视频林火监控前端（包含红外低照度+高清透雾镜

头、传输系统、云台、防护罩、电源、防雷、防盗及瞭

望塔台基建等） 

8 

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1 

林区管理监控系统 8 

无人机监控系统 1 

森林火险监测站 8 

定位仪等地面巡护设备 42 

系统操作及培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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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分期建设及投资估算 

根据南海区森林防火建设的总体规划及地方经济情况，本章提出

建设的初步的投资估算，并根据建设规模和资金分配，提出合理的近，

中，远期的建设目标和计划。 

6.1 分期建设规划 

6.1.1 实施方案 

（1）明确任务 

组织实施单位具体工作任务如下： 

区农林渔业局：牵头完成基础网络通信建设、区级防火指挥中心

建设、移动通信指挥建设、信息系统平台建设、区直属专业队伍建设、

无人机航护建设、火险监测站等建设项目的内容。负责协调各镇所分

配的分控中心建设、生物防火林带建设、林区道路和扑火通道建设、

消防蓄水池建设、视频瞭望台建设、林区管理系统等建设项目的内容。

同时建立监督评价机制和相关技术与管理规范。 

桂城，狮山，西樵，丹灶，大沥，里水 6个镇街政府：负责辖区

所分配的分控中心建设、生物防火林带建设、林区道路和扑火通道建

设、消防蓄水池建设、森林消防半专业队伍、装备建设、视频瞭望台

建设、林区管理系统建设等内容。 

（2）进度要求 

各项目实施单位应该按照“重点突破、确保达标”原则统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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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各组织实施单位必须在项目建设的上一年 10月 30日前做

好租用、拆迁和青苗补偿等工作，并提供相关建设用地；在 11月 30

日前完成设计工作；在项目建设当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施工的招投标

工作；在 6月 15日前完成各项目的建设施工，并进行检查验收。 

（3）资金安排 

各级政府要认真贯彻《森林法》和《森林防火条例》精神，把森

林防火工作作为公共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系统建设的主要内容，落实森

林防火责任制，把森林防火预防和扑救的日常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作

为社会公共事业进行投入，通过建立机制，在林业部门建设基础上，

积极利用公共资源，调动社会、受益单位对森林防火的资金投入。 

建设资金由区和镇（街）分级承担。 

区指挥中心、指挥系统、无人机监控及森林火险监测站建设由区

级承担。 

分控指挥中心、视频林火监控、林区管理信息系统及巡护监测系

统建设、生物防火林带、消防通道、消防蓄水池工程、半专业队伍及

装备等建设内容，区与镇按照规定比例分担。 

各组织实施单位要认真做好年度项目资金预算，报同级财政部门

审核安排。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实施方案，及时把承担的建设资金落

实到位。 

6.1.2 年度建设 

表 6-1至表 6-7是将主要建设项目按照各地区建设任务所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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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建设安排表。 

表 6-1森林防火指挥系统建设项目分期建设任务表 

实施年度 实施单位 建设项目（小项） 建设规模 

2016 年 —— —— —— 

2017 年 南海区 指挥信息系统（基础数据） 1 套 

2018 年 南海区 指挥信息系统（管理系统） 1 套 

2019 年 

南海区 区指挥中心建设 1 套 

桂城街道 分控中心建设 1 套 

里水镇 分控中心建设 1 套 

狮山镇 分控中心建设 1 套 

西樵镇 分控中心建设 1 套 

丹灶镇 分控中心建设 1 套 

大沥镇 分控中心建设 1 套 

2020 年 南海区 移动通信指挥系统 1 套 

表 6-2 森林消防队伍建设项目分期建设任务表 

实施年度 实施单位 建设项目（小项） 建设规模 

2016 年 

南海区 

专业队伍装备购置与更换 60 人 

营房及培训基地建设 1hm² 

一次性队伍装备建设 2 支 60 人 

消防人员维持 2 支 60 人 

训练与管理 2 支 

里水镇 队伍值班房改造 30 m² 

狮山镇 队伍值班房改造 30 m² 

西樵镇 队伍值班房改造 2×30 m² 

2017 年 

南海区 

专业队伍装备购置与更换 60 人 

营房及培训基地建设 1hm² 

消防人员维持 2 支 60 人 

训练与管理 2 支 

里水镇 队伍值班房改造 30 m² 

狮山镇 队伍值班房改造 30 m² 

西樵镇 队伍值班房改造 30 m² 

丹灶镇 队伍值班房改造 30 m² 

2018 年 
南海区 

专业队伍装备购置与更换 60 人 

消防人员维持 2 支共 60 人 

训练与管理 2 支 

狮山镇 队伍值班房改造 30 m² 

2019 年 南海区 

专业队伍装备购置与更换 60 人 

消防人员维持 2 支 60 人 

训练与管理 2 支 

2020 年 南海区 

专业队伍装备购置与更换 60 人 

消防人员维持 2 支 60 人 

训练与管理 2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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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生物防火林带建设项目分期建设任务表 

实施年度 实施单位 建设项目（小项） 建设规模 

2016 年 —— —— —— 

2017 年 

里水镇 防火林 50 公顷 

狮山镇 防火林 100 公顷 

桂城街道 防火林 10 公顷 

大沥镇 防火林 20 公顷 

丹灶镇 防火林 10 公顷 

西樵镇 防火林 40 公顷 

2018 年 

狮山镇 生物防火林带 13.2 千米 

丹灶镇 生物防火林带 4.5 千米 

西樵镇 生物防火林带 54.29 千米 

2019 年 —— —— —— 

2020 年 —— —— —— 

表 6-4 防火阻隔通道建设项目分期建设任务表 

实施年度 实施单位 建设项目（小项） 建设规模 

2016 年 —— —— —— 

2017 年 
里水镇 5-6 米扑火通道 6.7 千米 

西樵镇 5-6 米扑火通道 36 千米 

2018 年 

里水镇 1.2-1.8 米扑火通道 20 千米 

狮山镇 1.2-1.8 米扑火通道 20 千米 

桂城街道 1.2-1.8 米扑火通道 7.7 千米 

丹灶镇 1.2-1.8 米扑火通道 7.5 千米 

西樵镇 1.2-1.8 米扑火通道 30 千米 

2019 年 

里水镇 1.2-1.8 米扑火通道 10 千米 

狮山镇 1.2-1.8 米扑火通道 11.6 千米 

西樵镇 1.2-1.8 米扑火通道 30 千米 

2020 年 —— —— —— 

表 6-5森林消防供水设备建设项目分期建设任务表 

实施年度 实施单位 建设项目（小项） 建设规模 

2016 年 —— —— —— 

2017 年 
里水镇 10m³高位蓄水池 13 个 

桂城街道 50m³以上高位蓄水池 2 个 

2018 年 

里水镇 50m³以上高位蓄水池 2 个 

狮山镇 10m³高位蓄水池 15 个 

桂城街道 50m³以上高位蓄水池 4 个 

丹灶镇 10m³高位蓄水池 8 个 

大沥镇 10m³高位蓄水池 2 个 

西樵镇 10m³高位蓄水池 30 个 

2019 年 

里水镇 10m³高位蓄水池 10 个 

狮山镇 10m³高位蓄水池 15 个 

西樵镇 10m³高位蓄水池 30 个 

2020 年 —— —— —— 



佛山市南海区”十三五”森林防火设施建设总体规划 

82 
 

表 6-6 消防物资储备建设项目分期建设任务表 

实施年度 实施单位 建设项目（小项） 建设规模 

2016 年 

南海区 
储备物资购置 区级标准 

储备库升级改造 80m² 

里水镇 
镇级储备库物资购置 镇级标准 

镇级储备库改造 30 m² 

狮山镇 
镇级储备库物资购置 镇级标准 

镇级储备库改造 30 m² 

西樵镇 
镇级储备库物资购置 2×镇级标准 

镇级储备库改造 2×30 m² 

2017 年 

南海区 
储备物资购置 区级标准 

储备库升级改造 80m² 

里水镇 
镇级储备库物资购置 镇级标准 

镇级储备库改造 30 m² 

狮山镇 
镇级储备库物资购置 镇级标准 

镇级储备库改造 30 m² 

西樵镇 
镇级储备库物资购置 镇级标准 

镇级储备库改造 30 m² 

丹灶镇 
镇级储备库物资购置 镇级标准 

镇级储备库改造 30 m² 

2018 年 狮山镇 
镇级储备库物资购置 镇级标准 

镇级储备库改造 30 m² 

2019 年 —— —— —— 

2020 年 —— —— —— 

表 6-7林火预防与监控系统建设项目分期建设任务表 

实施年度 实施单位 建设项目（小项） 建设规模 

2016 年 —— —— —— 

2017 年 

里水镇 地面巡护监控设备 13 套 

狮山镇 地面巡护监控设备 17 套 

西樵镇 地面巡护监控设备 8 套 

丹灶镇 地面巡护监控设备 4 套 

2018 年 

南海区 
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1 套 

无人机监控系统 1 套 

西樵镇 
远程视频监控前端 2 座 

林区监控管理系统 1 套 

狮山镇 林区监控管理系统 1 套 

桂城街道 林区监控管理系统 1 套 

2019 年 

里水镇 
远程视频监控前端 2 座 

林区监控管理系统 1 套 

西樵镇 
远程视频监控前端 2 座 

林区监控管理系统 1 套 

狮山镇 
远程视频监控前端 2 座 

林区监控管理系统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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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里水镇 
林区监控管理系统 2 套 

森林火险监测站 4 座 

西樵镇 森林火险监测站 2 座 

狮山镇 森林火险监测站 2 座 

6.2 投资估算 

6.2.1 投资估算依据 

国家和地方相应的政策法规。 

广东相关行业有关的技术经济指标。 

广东现行产品的市场价格信息。 

广东现行社会用工。 

6.2.2 投资估算统计 

本项建设规划期为五年，投资估算总额约为 13239.6万元。森林

防火建设的预算资金安排见表 6-8。 

表 6-8 森林防火“十三五”期间建设投资估算 

建设项目 投资额（万元） 百分比（%） 

森林防火指挥系统建设 2057 16 

森林消防队伍建设 3895.7 29 

生物防火林带建设 1441.3 11 

防火阻隔通道建设 2649 20 

森林消防供水系统建设 1184 9 

森林消防物资储备建设 428.6 3 

林火监测系统建设 1584 12 

合计 13239.6 100 

规划 2016 年至 2020 年总体投资预算 13239.6 万元，其中 2016

年 2053.19万元，2017年 4100.19万元，2018年 2701.74万元，2019

年 2906.74 万元，2020 年 1477.74 万元。分建设项目年度资金安排

表如表 6-9所示，分地区年度建设资金安排表如表 6-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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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建设项目年度资金安排表（单位：万元） 

建设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合计 

森林防火指挥系统建设 —— 160 350 1055 492 2057 

森林消防队伍建设 1852.74 865.74 405.74 385.74 385.74 3895.7 

生物防火林带建设 —— 1355 86.3 —— —— 1441.3 

防火阻隔通道建设 —— 1281 852 516 —— 2649 

森林消防供水系统建设 —— 154 590 440 —— 1184 

森林消防物资储备建设 200.45 200.45 27.7 —— —— 428.6 

林火监测系统建设 —— 84 390 510 600 1584 

合计 2053.19 4100.19 2701.74 2906.74 1477.74 13239.6 

 

表 6-10 分地区年度资金安排表（单位：万元） 

建设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合计 

南海区 1862.39 1035.39 755.74 1037.54 877.74 5568.8 

桂城街道 —— 250 277 67.2 —— 594.2 

里水镇 47.7 641.2 250 417.2 400 1756.1 

狮山镇 47.7 606.7 483.5 473.2 100 1711.1 

西樵镇 95.4 1353.7 775.1 777.2 100 3101.4 

丹灶镇 —— 108.2 144.4 67.2 —— 319.8 

大沥镇 —— 105 16 67.2 —— 188.2 

合计 2053.19 4100.19 2701.74 2906.74 1477.74 13239.6 

 

表 6-11 至表 6-17 是南海区分地区按年度建设任务及投资估算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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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南海区级分年度建设任务及投资估算表 

实施

年度 
建设任务 建设经济指标说明 

单价 

（万元） 

建设

数量 

小计 

(万元) 

年度小计 

（万元） 

2016 

森林消防队伍建设 

专业队伍装备更换（人） 详见表 6-22 人员与管理 个人装备更换 0.429 60 25.74 

1862.39 

区级培训基地建设（公顷） 详见表 6-22 营区建设 区级培训基地（分两期，第一期） 600 1 600 

一次性队伍装备建设（支） 详见表 6-22 区级森林消防专业队伍装备 393.5 2 787 

专业队伍人员维持（人） 详见表 6-22 人员与管理 人员维持 5 60 300 

专业队伍训练与管理（支） 详见表 6-22 人员与管理 训练与管理 30 2 60 

消防物资储备库建设 
区级储备物资购置（套） 详见表 6-22 区级消防物资建设（分两期，第一期） 39.65 1 39.65 

区级储备库升级改造（处） 详见表 6-22 区级库房升级改造（分两期，第一期） 50 1 50 

2017 

森林防火指挥系统建设 
指挥信息系统基础数据

（套） 
详见表 6-20 基础数据建设 160 1 160 

1035.39 森林消防队伍建设 

专业队伍装备更换（人） 详见表 6-22 人员与管理 个人装备更换 0.429 60 25.74 

区级培训基地建设（公顷） 详见表 6-22 营区建设 区级培训基地（分两期，第二期） 400 1 400 

专业队伍人员维持（人） 详见表 6-22 人员与管理 人员维持 5 60 300 

专业队伍训练与管理（支） 详见表 6-22 人员与管理 训练与管理 30 2 60 

消防物资储备库建设 
区级储备物资购置（套） 详见表 6-22 区级消防物资建设（分两期，第二期） 39.65 1 39.65 

区级储备库升级改造（处） 详见表 6-22 区级库房升级改造（分两期，第二期） 50 1 50 

2018 

森林防火指挥系统建设 
指挥信息系统管理系统

（套） 
详见表 6-20 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350 1 350 

755.74 森林消防队伍建设 

专业队伍装备更换（人） 详见表 6-22 人员与管理 个人装备更换 0.429 60 25.74 

专业队伍人员维持（人） 详见表 6-22 人员与管理 人员维持 5 60 300 

专业队伍训练与管理（支） 详见表 6-22 人员与管理 训练与管理 30 2 60 

预防与监控系统建设 
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套） 详见表 6-27 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10 1 10 

无人机监控系统（套） 详见表 6-27 无人机监控系统 10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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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森林防火指挥系统建设 区指挥中心建设（套） 详见表 6-18 651.8 1 651.8 

1037.54 
森林消防队伍建设 

专业队伍装备更换（人） 详见表 6-22 人员与管理 个人装备更换 0.429 60 25.74 

专业队伍人员维持（人） 详见表 6-22 人员与管理 人员维持 5 60 300 

专业队伍训练与管理（支） 详见表 6-22 人员与管理 训练与管理 30 2 60 

2020 

森林防火指挥系统建设 移动通信指挥系统（套） 详见表 6-21 492 1 492 

877.74 
森林消防队伍建设 

专业队伍装备更换（人） 详见表 6-22 人员与管理 个人装备更换 0.429 60 25.74 

专业队伍人员维持（人） 详见表 6-22 人员与管理 人员维持 5 60 300 

专业队伍训练与管理（支） 详见表 6-22 人员与管理 训练与管理 30 2 60 

 

 

 

表 6-12 桂城街道分年度建设任务及投资估算表 

实施 

年度 
建设任务 建设经济指标说明 

单价 

（万元） 

建设 

数量 

小计 

(万元) 

年度小计 

（万元） 

2016 —— —— —— —— —— —— —— 

2017 
生物防火林带建设 生物防火林建设（公顷） 详见表 6-23 防火林改造（三山森林公园） 20 10 200 

250 
森林消防蓄水池建设 50m³以上高位蓄水池（个） 详见表 6-25 50m³蓄水池（林岳岗） 25 2 50 

2018 

防火阻隔通道建设 1.2-1.8米扑火通道（千米） 
详见表 6-24 1.2-1.8 米宽扑火通道（三山森林公园、林岳

岗） 
10 7.7 77 

277 
森林消防蓄水池建设 50m³以上高位蓄水池（个） 详见表 6-25 50m³蓄水池（三山森林公园） 25 4 100 

预防与监控系统建设 林区监控管理系统（套） 详见表 6-27 林区管理监控系统（三山森林公园） 100 1 100 

2019 森林防火指挥系统建设 分控中心建设（套） 详见表 6-19 67.2 1 67.2 67.2 

2020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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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3 西樵镇分年度建设任务及投资估算表 

实施 

年度 
建设任务 建设经济指标说明 

单价 

（万元） 

建设 

数量 

小计 

(万元) 

年度小计 

（万元） 

2016 

森林消防队伍建设 队伍值班房改造（套） 
详见表 6-22 营区建设 镇级值班房改造 30m²（西岸、西

樵山） 
20 2 40 

95.4 

消防物资储备库建设 
镇级储备库物资购置（套） 详见表 6-26 镇级消防物资建设（西岸、西樵山） 12.7 2 25.4 

镇级储备库改造（套） 详见表 6-26 镇级库房升级改造（西岸、西樵山） 15 2 30 

2017 

森林消防队伍建设 队伍值班房改造（套） 详见表 6-22 营区建设 镇级值班房改造 30m²（西樵镇） 20 1 20 

1353.7 

生物防火林带建设 生物防火林建设（公顷） 详见表 6-23 防火林改造（西樵山） 5.25 40 210 

防火阻隔通道建设 5-6 米扑火通道（千米） 详见表 6-24 5-6 米宽林区道路（西岸） 30 36 1080 

消防物资储备库建设 
镇级储备库物资购置（套） 详见表 6-26 镇级消防物资建设（西樵镇） 12.7 1 12.7 

镇级储备库改造（套） 详见表 6-26 镇级库房升级改造（西樵镇） 15 1 15 

预防与监控系统建设 地面巡护监控设备（套） 详见表 6-27 定位仪等地面巡护设备 2 8 16 

2018 

生物防火林带建设 生物防火林带（千米） 详见表 6-23 生物防火林带建设（西岸） 1.2 54.29 65.1 

775.1 

防火阻隔通道建设 1.2-1.8米扑火通道（千米） 详见表 6-24 1.2-1.8 米宽扑火通道（西岸） 10 30 300 

森林消防蓄水池建设 10m³高位蓄水池（个） 详见表 6-25 10m³蓄水池（西岸） 8 30 240 

预防与监控系统建设 
远程视频监控前端（套） 详见表 6-27 远程视频林火监控前端（西樵山） 35 2 70 

林区监控管理系统（套） 详见表 6-27 林区管理监控系统（西樵山） 100 1 100 

2019 

森林防火指挥系统建设 分控中心建设（套） 详见表 6-19 67.2 1 67.2 

777.2 

防火阻隔通道建设 1.2-1.8米扑火通道（千米） 详见表 6-24 1.2-1.8 米宽扑火通道（西岸） 10 30 300 

森林消防蓄水池建设 10m³高位蓄水池（个） 详见表 6-25 10m³蓄水池（西岸） 8 30 240 

预防与监控系统建设 
远程视频监控前端（套） 详见表 6-27 远程视频林火监控前端（西岸） 35 2 70 

林区监控管理系统（套） 详见表 6-27 林区管理监控系统（西岸） 100 1 100 

2020 预防与监控系统建设 森林火险监测站（座） 详见表 6-27 森林火险监测站（西樵山、西岸） 50 2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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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4 狮山镇分年度建设任务及投资估算表 

实施 

年度 
建设任务 建设经济指标说明 

单价 

（万元） 

建设 

数量 

小计 

(万元) 

年度小计 

（万元） 

2016 

森林消防队伍建设 队伍值班房改造（套） 详见表 6-22 营区建设 镇级值班房改造 30m²（狮山） 20 1 20 

47.7 
消防物资储备库建设 

镇级储备库物资购置（套） 详见表 6-26 镇级消防物资建设（狮山） 12.7 1 12.7 

镇级储备库改造（套） 详见表 6-26 镇级库房升级改造（狮山） 15 1 15 

2017 

森林消防队伍建设 队伍值班房改造（套） 详见表 6-22 营区建设 镇级值班房改造 30m²（小塘） 20 1 20 

606.7 

生物防火林带建设 生物防火林建设（公顷） 详见表 6-23 防火林改造（新境、务庄、兴贤等地） 5.25 100 525 

消防物资储备库建设 
镇级储备库物资购置（套） 详见表 6-26 镇级消防物资建设（小塘） 12.7 1 12.7 

镇级储备库改造（套） 详见表 6-26 镇级库房升级改造（小塘） 15 1 15 

预防与监控系统建设 地面巡护监控设备（套） 详见表 6-27 定位仪等地面巡护设备 2 17 34 

2018 

森林消防队伍建设 队伍值班房改造（套） 详见表 6-22 营区建设 镇级值班房改造 30m²（官窑） 20 1 20 

483.5 

生物防火林带建设 生物防火林带（千米） 详见表 6-23 生物防火林带建设（务庄、陈边、新境） 1.2 13.2 15.8 

防火阻隔通道建设 1.2-1.8米扑火通道（千米） 详见表 6-24 1.2-1.8 米宽扑火通道（新境、陈边、务庄） 10 20 200 

森林消防蓄水池建设 10m³高位蓄水池（个） 详见表 6-25 10m³蓄水池（新境、陈边、务庄） 8 15 120 

消防物资储备库建设 
镇级储备库物资购置（套） 详见表 6-26 镇级消防物资建设（官窑） 12.7 1 12.7 

镇级储备库改造（套） 详见表 6-26 镇级库房升级改造（官窑） 15 1 15 

预防与监控系统建设 林区监控管理系统（套） 详见表 6-27 林区管理监控系统（南国桃园） 100 1 100 

2019 

森林防火指挥系统建设 分控中心建设（套） 详见表 6-19 67.2 1 67.2 

473.2 

防火阻隔通道建设 1.2-1.8米扑火通道（千米） 详见表 6-24 1.2-1.8 米宽扑火通道（新境、陈边、务庄） 10 11.6 116 

森林消防蓄水池建设 10m³高位蓄水池（个） 详见表 6-25 10m³蓄水池（新境、陈边、务庄） 8 15 120 

预防与监控系统建设 
远程视频监控前端（套） 

详见表 6-27 远程视频林火监控前端（南国桃园、新境和

务庄） 
35 2 70 

林区监控管理系统（套） 详见表 6-27 林区管理监控系统（新境和务庄） 100 1 100 

2020 预防与监控系统建设 森林火险监测站（座） 详见表 6-27 森林火险监测站（南国桃园、新境和务庄） 50 2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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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5 里水镇分年度建设任务及投资估算表 

实施 

年度 
建设任务 建设经济指标说明 

单价 

（万元） 

建设 

数量 

小计 

(万元) 

年度小计 

（万元） 

2016 

森林消防队伍建设 队伍值班房改造（套） 详见表 6-22 营区建设 镇级值班房改造 30m²（里水） 20 1 20 

47.7 
消防物资储备库建设 

镇级储备库物资购置（套） 详见表 6-26 镇级消防物资建设（里水） 12.7 1 12.7 

镇级储备库改造（套） 详见表 6-26 镇级库房升级改造（里水） 15 1 15 

2017 

森林消防队伍建设 队伍值班房改造（套） 详见表 6-22 营区建设 镇级值班房改造 30m²（展旗岗） 20 1 20 

641.2 

生物防火林带建设 生物防火林建设（公顷） 详见表 6-23 防火林改造（象岗、横马岗） 5.25 50 262.5 

防火阻隔通道建设 5-6 米扑火通道（千米） 详见表 6-24 5-6 米宽林区道路（象岗） 30 6.7 201 

森林消防蓄水池建设 10m³高位蓄水池（个） 详见表 6-25 10m³蓄水池（象岗、文头岭） 8 13 104 

消防物资储备库建设 
镇级储备库物资购置（套） 详见表 6-26 镇级消防物资建设（展旗岗） 12.7 1 12.7 

镇级储备库改造（套） 详见表 6-26 镇级库房升级改造（展旗岗） 15 1 15 

预防与监控系统建设 地面巡护监控设备（套） 详见表 6-27 定位仪等地面巡护设备 2 13 26 

2018 
防火阻隔通道建设 1.2-1.8米扑火通道（千米） 详见表 6-24 1.2-1.8 米宽扑火通道（文头岭、象岗） 10 20 200 

250 
森林消防蓄水池建设 50m³以上高位蓄水池（个） 详见表 6-25 50m³蓄水池（展旗岗） 25 2 50 

2019 

森林防火指挥系统建设 分控中心建设（套） 详见表 6-19 67.2 1 67.2 

417.2 

防火阻隔通道建设 1.2-1.8米扑火通道（千米） 详见表 6-24 1.2-1.8 米宽扑火通道（文头岭、象岗） 10 10 100 

森林消防蓄水池建设 10m³高位蓄水池（个） 详见表 6-25 10m³蓄水池（象岗、文头岭） 8 10 80 

预防与监控系统建设 
远程视频监控前端（套） 详见表 6-27 远程视频林火监控前端（文头岭、展旗岗） 35 2 70 

林区监控管理系统（套） 详见表 6-27 林区管理监控系统（展旗岗） 100 1 100 

2020 预防与监控系统建设 

林区监控管理系统（套） 详见表 6-27 林区管理监控系统（文头岭、象岗） 100 2 200 

400 
森林火险监测站（座） 

详见表 6-27 森林火险监测站（文头岭、象岗、展期岗、

横马岗） 
50 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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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6 丹灶镇分年度建设任务及投资估算表 

实施 

年度 
建设任务 建设经济指标说明 

单价 

（万元） 

建设 

数量 

小计 

(万元) 

年度小计 

（万元） 

2016 —— —— —— —— —— —— —— 

2017 

森林消防队伍建设 队伍值班房改造（套） 详见表 6-22 营区建设 镇级值班房改造 30m²（丹灶） 20 1 20 

108.2 

生物防火林带建设 生物防火林建设（公顷） 详见表 6-23 防火林改造（生态环保产业园） 5.25 10 52.5 

消防物资储备库建设 
镇级储备库物资购置（套） 详见表 6-26 镇级消防物资建设（丹灶） 12.7 1 12.7 

镇级储备库改造（套） 详见表 6-26 镇级库房升级改造（丹灶） 15 1 15 

预防与监控系统建设 地面巡护监控设备（套） 详见表 6-27 定位仪等地面巡护设备 2 4 8 

2018 

生物防火林带建设 生物防火林带（千米） 
详见表 6-23 生物防火林带建设（孔边岗、天窗格、白水

塘） 
1.2 4.5 5.4 

144.4 
防火阻隔通道建设 1.2-1.8米扑火通道（千米） 

详见表 6-24 1.2-1.8 米宽扑火通道（天窗格、孔边岗、

白水塘） 
10 7.5 75 

森林消防蓄水池建设 10m³高位蓄水池（个） 详见表 6-25 10m³蓄水池（天窗格、孔边岗、白水塘） 8 8 64 

2019 森林防火指挥系统建设 分控中心建设（套） 详见表 6-19 67.2 1 67.2 67.2 

2020 —— —— —— —— —— —— —— 

 

表 6-17 大沥镇分年度建设任务及投资估算表 

实施 

年度 
建设任务 建设经济指标说明 

单价 

（万元） 

建设 

数量 

小计 

(万元) 

年度小计 

（万元） 

2016 —— —— —— —— —— —— —— 

2017 生物防火林带建设 生物防火林建设（公顷） 详见表 6-23 防火林改造（长青墓园） 5.25 20 105 105 

2018 森林消防蓄水池建设 10m³高位蓄水池（个） 详见表 6-25 10m³蓄水池（横马岗） 8 2 16 16 

2019 森林防火指挥系统建设 分控中心建设（套） 详见表 6-19 67.2 1 67.2 67.2 

2020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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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8至表 6-27为主要建设项目具体的经济指标参考，可与表

6-11至 6-17中相关项目对应。 

表 6-18区指挥中心建设经济指标 

项目 单价（万元） 数量 小计（万元） 

指挥中

心显示

系统 

数字视频服务器 2.5 1 

312 

计算机 0.5 6 

液晶显示器 0.3 4 

操作台 1.5 3 

大屏幕显示单元 10 8 

RBG 矩阵切换器 50 1 

60″显示单元底座 0.5 4 

内置信号处理板 5 8 

计算机接口 16 8 

线缆 0.1 8 

指挥中

心可视

指挥调

度系统 

会议室装修 20 1 

77.34 

多点控制单元（MCU） 14 2 

视频会议系统管理软件 4 1 

高清会议终端 7.8 1 

高清摄像头 5 1 

摄像枪 0.6 1 

数字音频处理器 1.5 1 

定向会议话筒 0.03 8 

全向麦克风 0.15 8 

移动会议终端 2 3 

投影机 3 1 

网络及

基础设

备 

数据库服务器 30 2 

262.5 

应用服务器 5 2 

核心交换机 30 2 

防火墙 5 2 

机柜 3 2 

磁盘阵列 100 1 

工作站 0.5 5 

应用中间件 7 2 

 

表 6-19分控中心建设经济指标（一个分控中心） 

项目 单价（万元） 数量 小计（万元） 

分控中心

设备 

视频矩阵 15 1 

44.2 

控制键盘 1.5 2 

硬盘录像机 2 2 

视频分配器 1 2 

控制码分配器 0.5 2 



佛山市南海区”十三五”森林防火设施建设总体规划 

92 
 

监视器 2 8 

液晶显示器 0.3 2 

视频编码器 1 1 

VGA 切换器 0.1 1 

操作台 1.5 1 

分控中心

网络及基

础设备 

工作站计算机 0.5 2 

23 交换机 10 2 

机柜 0.5 4 

 

表 6-20信息系统平台建设配置表 

项目 单价（万元） 数量 小计（万元） 

基础

数据

建设 

南海区电子地图 50 1 

160 数据库建设 50 1 

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建设 60 1 

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350 1 350 

 

表 6-21移动通信指挥系统配置表 

项目 单价（万元） 数量 小计（万元） 

移动指挥车辆 150 1 

492 

移动指挥车系统建设 200 1 

指挥中心配套建设 100 1 

卫星系统运行租金及维护（一年） 10 1 

图传、语音网关、云台摄像、车载差转台等其它设备 30 1 

卫星电话设备 1 2 

 

表 6-22森林消防专业队伍建设经济指标 

项目 单价（万元） 数量 小计（万元） 

区级森林

消防专业

队伍装备 

通讯指挥车（辆） 30 1 393.5 

运兵车（辆） 30 2 

工具车（辆） 20 2 

消防水车（辆） 100 2 

卫星定位仪（部） 1 5 

对讲机（部） 0.5 10 

望远镜（台） 0.5 6 

地形图（套） 0.2 2 

笔记本电脑（台） 1 1 

传真机（台） 0.5 1 

打印机（台） 0.5 1 

小型发电机（台） 2 2 

无人飞机（架） 2.5 2 

急救箱（个） 0.1 2 

风力灭火机（台） 0.5 5 

二号工具（把） 0.005 30 

移动水泵（台）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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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型水带（m） 0.005 5000 

油锯（台） 0.5 5 

割灌机（台） 0.5 5 

砍刀（把） 0.002 50 

锄头（把） 0.002 50 

点火器（支） 0.01 5 

人员与管

理 

人员维持（人/年） 5 60×5 1500 

训练与管理（队伍/年） 30 2×5 300 

个人装备更换（人/年） 0.429 60×5 128.7 

营区建设 
区级培训基地（处） 1000 1 1000 

镇级值班房改造 30m²（处） 20 9 180 

 

表 6-23生物防火林带建设经济指标 

项目 单价（万元） 数量 

防火林改造（公顷） 5.25 230 

生物防火林带建设（千米） 1.2 72 

 

表 6-24防火阻隔通道建设经济指标 

项目 单价（万元） 数量 

5-6 米宽林区道路（千米） 30 42.7 

1.2-1.8 米宽扑火通道（千米） 10 137.8 

 

表 6-25森林消防蓄水池建设经济指标 

项目 单价（万元） 数量 

10m³蓄水池（个） 8 118 

50m³蓄水池（个） 25 8 

 

表 6-26森林防火物资储备库建设经济指标 

项目 单价（万元） 数量 小计（万元） 

区级物

资储备

库建设 

区级

消防

物资

建设 

二号工具（把） 0.005 300 

79.3 

风力灭火机（台） 0.5 30 

油锯（台） 0.5 15 

割灌机（台） 0.5 5 

移动水泵（台） 2.5 3 

水带（米） 0.005 1000 

长把砍刀（把） 0.005 20 

铁铲（把） 0.005 20 

应急灯（把） 0.03 20 

强光工作灯（把） 0.05 10 

望远镜（个） 0.5 3 

对讲机（部） 0.5 20 

发电机（台） 2.5 1 

定位仪（部） 1 5 

阻燃火服（套） 0.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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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库房升级改造（处） 100 1 100 

镇级物

资储备

库建设

（1 处

储备

库） 

镇级

消防

物资

建设 

二号工具（把） 0.005 30 

12.7 

风力灭火机（台） 0.5 3 

油锯（台） 0.5 3 

灭火水枪（台） 0.03 10 

移动水泵（台） 2.5 1 

水带（米） 0.005 500 

长把砍刀（把） 0.005 10 

铁铲（把） 0.005 10 

应急灯（把） 0.03 5 

阻燃火服（套） 0.2 20 

镇级库房升级改造（处） 15 9 135 

 

表 6-27林火预防及监控系统建设经济指标 

项目 单价（万元） 数量 

远程视频林火监控前端（包含红外低照度+

高清透雾镜头、传输系统、云台、防护罩、

电源、防雷、防盗及瞭望塔台基建等） 

35 8 

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10 1 

林区管理监控系统 100 8 

无人机监控系统 10 1 

森林火险监测站 50 8 

定位仪等地面巡护设备 2 42 

 

6.3 保障措施 

为了“十三五”和中长期规划的顺利实施，必须要同时制定和落

实严格的保障措施，从领导机构、制度建设、资金投入、规范管理、

科技创新等方面予与保证。 

（1）加强领导，全面落实地方政府责任制 

继续强化区、镇（街）各级人民政府对森林防火全面负责，行政

首长负全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的政府责任制。把森林防火建设作为南

海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列入政府重要议事

日程，进一步明确森林防火工作目标，分解任务，细化责任，把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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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工作的成效作为考核政府领导的重要依据。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

工作政府责任制的检查、监督，严格执行考评奖惩制度。积极探索适

合南海区区情的森林防火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 

（2）加强森林防火管理法制化、规范化建设 

清理整合现有制度规定，根据新时期森林防火工作的特点和需

求，修订、制订森林防火工作各方面的制度，促进南海区地方森林防

火法规文件的修改和完善，完善各级政府和部门的森林防火应急处置

预案及相关制度规定。进一步明确森林防火部门的森林防火监督职责

和森林公安在森林防火中的执法职责，规范森林防火行政监督执法的

程序和制度，加强监督执法力量，改善监督执法条件，提高监督执法

队伍素质和行政监督执法能力。加强森林防火法制教育，加大森林防

火行政监督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在森林防火中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推

进依法治火。 

（3）健全机构，提高森林防火工作管理水平 

认真贯彻落实《森林防火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广东省森林防火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精神，

建立健全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指挥部和负责日常工作的森林防火办

公室，加强区级森林防火指挥中心、预警监测信息中心的正规化建设。

林区的镇（街）、林业生产经营单位也要建立相应的森林防火日常管

理机构，形成森林防火组织指挥体系。加强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森

林防火办公室的制度建设、业务建设、作风建设、现代化装备建设，

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科学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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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化机制，积极拓展建设资金渠道 

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的森林防火经费保障机制。森林防火基础设

施及装备能力建设纳入区各级政府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

南海区林业发展和生态建设规划；森林防火预防和扑救经费纳入各级

财政预算，并按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逐步加大投入力度；专业队伍人

员经费和队员后续保障经费纳入地方各级财政预算。对大面积的造林

绿化，在林区开展工程建设，兴办旅游场所等，实行与森林防火设施

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森林防火设施的建设资

金纳入该工程总投资。 

（5）严格管理，认真实施建设工程项目 

按照国家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对规划确定的工程建设项目，认

真做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合理确定建设规模与投资，项目主管部门

组织专家评审，严把项目审批关。项目建设和实施严格执行项目法人

制、招投标制、合同制、施工监理制和竣工验收制，严把工程管理质

量关。对项目建设资金设立专用账户，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截留、

挪用项目资金，对项目建设进度、质量、资金进行严格控制，提高项

目资金的使用效益和项目建设质量。建立规划实施检查管理制度，跟

踪监测规划实施情况，并定期对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加强规划实施的

民主监督，定期将规划实施情况向有关部门报告，并接受媒体和社会

公众的监督。 

（6）加强科研，提高森林防火科技水平 

依托现有省市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生产企业的科研、教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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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力量，组织开展森林防火应用技术的研究和新型适用机具装备的开

发；大力推广应用先进技术和灭火机具，开展新技术，新方法，新理

论的学习和培训。每年从防火项目建设其他费用投资安排一定比例用

于防火科研和防火培训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员训练。加强森林防火业

务部门与科研、生产单位的合作、交流，建立互通有无，共谋发展的

协作机制，以市场检验成果的评价机制，鼓励创新又好又快多出成果

的激励机制，推动森林防火的科技水平上新台阶。 

（5）加强科研，提高森林防火科技水平 

依托现有省市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生产企业的科研、教学、技

术力量，组织开展森林防火应用技术的研究和新型适用机具装备的开

发；大力推广应用先进技术和灭火机具，开展新技术，新方法，新理

论的学习和培训。每年从防火项目建设其他费用投资安排一定比例用

于防火科研和防火培训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员训练。加强森林防火业

务部门与科研、生产单位的合作、交流，建立互通有无，共谋发展的

协作机制，以市场检验成果的评价机制，鼓励创新又好又快多出成果

的激励机制，推动森林防火的科技水平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