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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加强实训，摸清山
林情况之外，我市森防部门
还加大设备投入，从信息化
入手，提升山火防控水平。
2019年7月30日，在全省
专业森林消防骨干培训班
结业仪式上，我市公开展示
集通信保障、搜索识别、会
商研判等功能于一体的森
林消防指挥车，受到各地参
训人员青睐。而凭借先进
的信息整合技术，该指挥平
台还被用于脑背山实测监
控，为数据研判、现场决策
提供了强大支撑。

整合全市山林信息
做到心中有数

实测过程中，无人机
监控系统与指挥车建立数
据链，不间断地发回现场
情况，指挥员则运筹帷幄，
在车内及时发现了水管爆
管、人员布设不均等问题，
经会商，第一时间对突发
情况进行裁判，发出调整
指令，有利有序地保证了
演练的进行。此外，该指
挥系统还整合了全市山林
信息。记者看到，通过车
载控制台上一块显示屏，
森防信息员轻松调出了珠
海全市1500余处山塘水
库取水点、1500余处山林
高位水池的坐标图，以及
244条防火隔离带线路。

指挥员告诉记者，对
应的山地如果有演练或出
险行动，他们把车开到附
近就能建立车载指挥部，
免去以往安营扎寨的繁琐
步骤；工作人员利用上述
基础信息，在短短几分钟
内就能规划好营救路线，
引导人员就近赶赴，合理
取水扑救。“看上去效率已
经很高了，但这还不够理
想。”据介绍，今年年底前，
我市森林防火部门还将完
成森防指挥信息第二代升

级，增加地形自动测距、画
线等功能模块；争取整合
珠海全套山林地形等高线
信息，让我市森林防灭火
高效且精准。

这些近山区域
护林防火任务重

横琴新区荷塘社区、
小横琴社区、富祥湾社区。

香洲区板樟山暨大珠
海校区日月湖边、东坑、普
陀寺附近、金凤隧道管理处
附近、界涌青年水库附近。

金湾区红旗镇八一社
区散石围、三灶镇拦浪山
附近。

斗门区白蕉镇、斗门
镇、乾务镇、莲洲镇、井岸镇。

高新区官塘、会同、下
栅、金峰、北沙、宁堂、那洲
等7个社区。

按照我市有关规定，
各区林地、距离林地边缘
30米范围内均为森林防火
区。森林防火区内严禁下
列行为：上坟烧纸、烧香点
烛等；燃放烟花爆竹、孔明
灯等；携带易燃易爆物品；
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
暖；烧黄蜂、熏蛇鼠、烧山
狩猎；炼山、烧杂、烧荒烧
炭或者烧田基草、甘蔗叶、
稻草、果园草等。违反规
定，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珠海森林覆盖率
达32.16%

长期以来，我市大力
推进林业生态建设，2016
年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据统计，珠海全市森
林覆盖率已达 32.16%。
截至2018年底，共营造人
工碳汇林 8.78 万亩。今
年，我市还将完成森林碳
汇(造林更新)1.33万亩，新
增(提升)湿地公园1个、提
升乡村绿化美化工程 9
个、抚育中幼林2.54万亩。

排兵布阵尽收眼底

新式指挥平台远程裁判

测试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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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消防队员要靠脚掌丈量每
一处制高点，检验现有条件下的实战
能力，做到心中有数。2018 年以
来，我市各区森林防火专职队伍、珠
海市森林消防机动大队按照“不打无
准备之仗”的作战理念，陆续开展大
规模防火演练，携带水枪攻山头，进
行高山林地试水。测试效果如何？
近日，记者进行了采访。

森林消防部门开展大规模防火演练森林消防部门开展大规模防火演练

检验珠海灭山火真实战力检验珠海灭山火真实战力

文/图：本报记者 苏振华

特点：海拔460
米，珠海第二高峰。
山上有重要风电设
施，周边人口密集。

实 测 过 程 ：
2019年8月5日，珠
海市森林消防机动
大队组织7台消防
车、50余人自脑背
山登山口进入，沿防
火隔离带向峰顶进
发。队员以山脚消
防栓为水源，经泵车
加压输水上山。沿
途管线全部由人力
布设，每名森防队员
须背负一到两包各
40余斤重的（一包
有三卷水带，各 30
米长）消防水带，单
兵最高负重超过40
公斤。约 50 分钟
后，队员抵达顶峰，
完成总长约5公里
的水带连接。现场
车载加压水泵扬程
可达450米，开闸放
水，消防用水被顺利
输至脑背山山顶。

此时，枪头出水距离
达到10米，满足既
定要求。

经验总结：据市
森林消防机动大队
消防员介绍，这是该
大队首次对脑背山

“试水”。证实我市
森林消防机动力量
有能力处置类似火
险。不过实测过程
中也暴露出问题：由
于水压过大，水管三
次爆管，直接影响到
扑救进度。但队员
们不急不躁，总结失
利教训，灵活调整战
术，按照每500米距
离预置一个水袋包、
配置一个单向阀（防
水管逆流装置），快
速更换破损装备，保
证了演练的顺利进
行。最终，历时近
12小时，实测演练
圆满结束。

结论：脑背山海
拔高但山势缓和，山
火容易扑救。

脑背山

特点：海拔581米，
珠海第一高峰。

实测过程：2018年
3月 28日，斗门区斗门
镇组织林业工作人员及
黄杨山林场职员共 36
人，开展森林防火扑救
演练。演练中还出动森
林防火宣传车1台，森
林消防水灌车1台，摩
托车 25台。演练分五
个项目进行：列队操练；
利用高压水车供水，配
合 6 人小组拉管 18 条
（540 米）实测供水；利
用高压水泵泵水，配合
第二组6人拉管18条进
行操作演练；动用扑火

设备（灭火器、打火棒）
模拟扑救；以及装备整
理训练。演练开始后，
队员从大赤坎后山出
发，逐一完成既定任务，
登顶试水成功。整个演
练过程反应快速、扑救
及时。

经验总结：黄杨山海
拔已超过我市现有森林消
防泵车扬程，在扬程不够
的情况下，可以分段实施，

“接力”供水，完成灭火任
务。

结论：黄杨山山高
林密，在山林防护期，须
前置救援力量，对突发
火情采取重兵扑救。

黄杨山

特点：海拔 430 余
米，高新区最高峰。

实测过程：2019年
4月2日，高新区森林防
火部门组织105名基层
扑救力量在凤凰山举行
清明森林防火演练，全
程不借助空投，主要依
靠人力。演练项目分灭
火和水车补给两部分，
演练起点位于东坑凤凰
山隧道附近，山火警情
地在凤凰山最高峰一
带，中间路程长达数公
里，要求从隧道山脚铺
设水管直达山顶。抢险
队伍分13个战斗小组，

通过市政水车补给加压
后向山顶供水，铺管总
长接近3公里。最终，扑
救队伍发现全部三处着
火点，逐一扑救，并顺利
抵达主峰。

经验总结：据当地
应急管理部门人员介
绍，在凤凰山最高处试
水、测压，证实设备运作
正常。

结论：凤凰山较高，
山势缓和，当地森防部
门在处置山火方面经验
丰富，通过现有装备力
量可以满足山火扑救需
要。

凤凰山主峰

特点：海拔274
米。市民主要休闲
林地，我市森林公园
所在地。

实 战 过 程 ：
2018 年 10 月 30
日，板樟山突发火
情，并蔓延至南侧高
处。珠海市森林消
防机动大队组织30
余名队员赶往救
援。从山脚至南面
山头共布设约3公
里长水管。扑救过
程中，突然出现一处

山坳，受其阻隔，人
员投送无法进行。
扑火队员于是用水
带捆绑树木，顺着攀
爬，这才越过山坳抵
达火场位置。由于
地势险峻，最终在多
方救援力量的帮助
下，板樟山火灾才得
以控制。

结论：板樟山较
为低矮，但地势险，
扑救难度不容小觑，
一般扑救装备作用
有限。

板樟山

测试地点测试地点

测试地点

测试地点测试地点

携带水枪攻山头携带水枪攻山头，，提升山火防控水平提升山火防控水平。。

消防
队员用脚
掌丈量每
一处制高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