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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
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
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
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1］。随着社会的发展，公
共卫生事件频发，仅在 10 多年间，世界卫生组织就
发布了六次全球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分别为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疫情［2］、2014 年西非埃博拉
疫情［3］、2014 年脊髓灰质炎疫情［4］、2016 年“寨卡”
病毒疫情［5］、2019 年埃博拉病毒疫情［6］、2020 年新
冠疫情［7］。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 全国 31 个消防救援总队
均组建了专业机动队伍积极参与病毒的消杀防控
工作，在完成日常消防救援任务的同时，也配合卫
生防疫部门完成“病员转运、疫区消毒、疑似物品或
人群洗消”等任务，但消防救援队伍在执行涉及公
共卫生事件任务时仍可能存在因防护不科学导致
传染病传播、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物中毒、环境
污染等各类不同等级的风险。 本文拟从公共卫生事
件期间消防员安全防护现状出发，探讨消防救援队
伍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护措施。

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消防员安全防护现状
1.1 消防救援队伍的职责

《消防法》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参加火
灾扑灭及其他重大灾害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8］。 消防
救援队伍转制后职责拓展、任务增加，在原有防火、
灭火以及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任务基础
上，涵盖了水灾、旱灾、台风、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
害和交通、危险化学品等事故的救援。 这就要求在
当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多发的态势下，消防救援队
伍要创新运用多种形式的应急救援力量完善防控
举措，着力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例
如，此次新冠疫情以来，消防救援队伍的职责是根
据当地防疫指挥部安排， 配合开展涉疫人员转运、
场所消毒、物品和车辆洗消以及防疫物资转运等工
作，提供排水排涝、紧急送水、送药就医等救助服
务，同时主动服务防疫重点单位场所，重点保障定
点医院、方舱医院、集中隔离点和防疫物资生产储
存物流企业的消防安全。

根据法律规定以及实际工作情况，消防救援队
伍的主体任务是灭火与应急救援，参与防疫防控工
作属于临时性的任务。 自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国
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积极适应“全灾种”“大应
急”的任务需要，参战工作努力向跨区域、防范救灾
全过程参与的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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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消防救援队伍的防护经验
消防救援队伍在自然灾害处置、 交通事故救

援， 尤其是危化品事故处置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
防护经验。 一方面，消防救援队伍的个人防护装备
配备较为充足， 普通消防站要求配备正压式空气
呼吸器、消防头盔、消防灭火防护服，以及消防车、
公众洗消站、洗消帐篷、生化洗消装置、高压洗消
泵、高压清洗剂、三合二洗护装备，还有二级化学
防护服、一级化学防护服、化学防护手套等特种防
护装备。 特勤站则增配核生化侦检消防车、防化洗
消剂、移动式生物快速侦检仪、正压式消防氧气呼
吸器等特种装备［9］。 另一方面，在化学事故应急洗
消理论基础上， 消防救援队伍结合多年实战经验
形成了成熟的洗消方案及流程， 例如根据现场危
险源、气象、地形等条件进行评估，形成科学的洗
消方案［10］。

结合消防救援队伍处置危险化学品等事故的
防护、洗消经验，消防救援队伍在处置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时，完全可以利用现有配备的各类防护器材
和设备， 完成个人防护以及涉疫场所的消杀工作。
例如，穿戴一级化学防护服、佩戴隔绝式面具或长
管面具属于 A 级防护，适用于可能暴露在最危险的
环境中、需要最高级别防护的情形；穿戴二级化学
防护服、 佩戴隔绝式面具或长管面具属于 B 级防
护，适用所处环境要求最高级别的呼吸防护（同 A
级防护）但皮肤防护要求略低的情形；穿戴轻型隔
绝式防护服、 佩戴过滤式面具或口罩属于 C 级防
护，适用于所处环境要求的皮肤防护低（同 B 级防
护）且呼吸防护要求更低的情形。
1.3 消防救援队伍出警面临的风险

根据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的统计，2019 年
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共出警 127.6 万起，出动消防指
战员 1 318.8 万人次， 出警数量相较前一年增加
8.8%。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消防员不仅要完成
日常的灭火救援任务，同时需要全力投入涉疫处置
任务中。 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各地消防救援队伍
处置了福建泉州欣佳酒店坍塌、 黑龙江伊春鹿鸣
矿业尾矿库溢流、湖南郴州列车侧翻、辽宁锦州列
车脱线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突发事故救援案例。
这些案例都发生在新冠疫情管控区内， 在这类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实施救援任务， 一是要面对
灾害现场坍塌、爆炸、交通事故等常规风险，二是
在现场抢救、 转运传染病染病伤员时存在被感染
的风险，三是现场处置不当容易引发环境污染、生
态破坏、动物疫情等后续问题。

1.4 消防救援队伍个人防护存在的不足
进入 21 世纪，社会传统风险和新生风险并存，

各类自然环境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频发，使得消防
救援队伍的救灾任务日益繁重；加之我国消防员比
率远低于发达国家［11］， 而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性强、
处置专业性强，消防救援队伍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中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经验不足、 防护意识差、疫
情病原学特点掌握不及时等问题。
1.4.1 消防员对卫生防疫不重视

对于传染性强的传染病， 例如在新冠疫情期
间，在不执行任务时要做好营区的消毒、人员的管
控；在执行任务期间要按危险级别穿戴相应的防护
装备，并在任务结束后对车辆、防护装备进行洗消，
以切断传播途径、消灭传染源［12］。 但目前部分单位
的消防员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存在忽视卫生防疫的
现象：一是不重视卫生防疫，由于消防员对于卫生
防疫的相关知识了解不足，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往往
不按照要求佩戴防护装备；二是在执行任务后消杀
不科学，部分单位仅对车辆轮胎进行洗消，存在走
过程、走形式的现象。
1.4.2 针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安全防护演练不足

消防救援演练的目的是基于现有装备，通过设
置科学合理的项目实现预期的训练目标，提高整个
队伍的应急处置能力。 当前消防救援队伍开展的演
练按照组织的形式分为桌面推演、现场模拟演练以
及实战演练；按照内容分为单项演练、专业演练和
综合演练；按照目的又可以分为检验型演练、示范
型演练和研究型演练［13］。 目前我国消防演练的模式
主要为检验型演练，通过具体科目检验消防救援队
伍处置灾害的能力、 检验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但
消防救援队伍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演练有所
欠缺，各地消防救援队伍虽然按照要求成立了疫情
处置专业队，但针对公共卫生事件安全防护的相关
演练依旧不多。
1.4.3 消防员对个人防护装备的适用场所不清晰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不同风险等级的场所
选用的防护装备并不相同。 个人防护装备分为呼吸
防护装备以及躯体防护装备两种类型，呼吸防护装
备按照防护原理可以分为过滤式、隔绝式；按照供
气原理分为自吸式、自给式以及动力送风式；按照
人员吸气的环境分为正压式、负压式；按照防护部
位又可以分为口罩式、口具式以及面具式。 躯体防
护装备主要分为护目镜、防护服、防护手套、防护靴
等［14］。 消防员可根据任务区的风险等级及公共卫生
事件的传染特点灵活选用相关防护装备，针对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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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一般使用护目镜和口罩组合，中级防护可使用
全面罩和 P3 滤毒罐组合， 高级防护采用披肩头罩
加送风式呼吸器组合，最高级防护使用氧气呼吸器
或者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例如新冠疫情期间，消防
员在开展灭火救援行动时要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基
础上，佩戴 N95 口罩，确认灭火救援现场存在疫情
时，应当穿戴化学防护服（二级以上），佩戴空气呼
吸器以及护目镜和防护手套。 但目前部分消防指战
员存在公共卫生事件现场分区不明确、个人防护装
备适用区域不清晰的现象，这也导致消防指战员在
出警过程中感染风险加大。

2 提高公共卫生事件中消防员个人防护水平的对策
2.1 掌握个人防护装备的选择和使用方法
2.1.1 正确选择个人防护装备

个人防护装备（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s，
PPE） 是指用于实验室或者现场工作人员对感染性
因子或者有毒有害的其他因子进行防护的各种屏
障用品［15］。 伴随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后果，
包括传染病、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生物
恐怖、动物疫情，致病微生物、药品危险、食物中毒、
职业危害等。 在公共卫生事件对救援人员的各类威
胁中，防止病原体通过呼吸道进入体内是非常重要
的一环。 消防救援人员在疫情期间执行应急救援任
务时，使用的口罩应参照我国现行的医疗和相关行
业的口罩标准：《医用外科口罩技术要求》《医用防
护口罩技术要求》和《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颗
粒物呼吸器》；其次是关注眼面部、躯体以及手足部
位的防护，眼面部的防护应参照《个人用眼护具技
术要求》，躯体防护参照《医用一次性防护服技术要
求》，手足部防护参照《一次性使用医用橡胶检查手
套》。

基于消防救援队伍现有的特种防护装备，消防
救援人员可以将自身的防护等级提高，并在救援后
及时进行全面洗消。 根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疗
卫生等部门的风险评估以及消防救援队伍自身的
侦检结果， 可以将疫情期间的警情划分为重危区
（核心区）、中危区（污染区）、轻危区（管控区）和安
全区。 不清楚疫情等级的按照最高风险等级进行防
护；进入重危区人员穿全封闭防化服，佩戴氧气呼
吸器或者正压式呼吸器；进入中危区人员穿简易防
化服，佩戴氧气呼吸器或者正压式呼吸器；进入轻
危区人员着简易防化服，佩戴防毒面罩；安全区人
员穿抢险救援服，佩戴 KN95 口罩或医用防护口罩，
同时按照风险等级相应选择救援头盔、 防护面罩、

护目镜、一次性医用手套、防化手套、防护靴等其他
防护装备［16］。
2.1.2 梳理个人防护装备的正确穿脱步骤

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救援的防护服穿戴相
较普通情况较为复杂，在普通救援任务中消防员仅
需穿戴灭火战斗服或者抢险救援服，而针对公共卫
生事件的防护服装是全封闭防化服或简易防化服，
穿脱防化服要严格按照标准的程序操作：穿戴全封
闭防化服分为手消毒、佩戴空气呼吸器或氧气呼吸
器、戴一次性医用手套、穿防化服四个步骤；穿戴简
易防化服分为手消毒、穿简易防化服、戴一次性医
用手套（用胶带将手套与防护服进行叠压）、佩戴空
气呼吸器或氧气呼吸器、戴防化手套（与防化服进
行叠压或连接）五个步骤。任务结束后，脱除全封闭防
化服的程序为全身喷洒含有效氯 1 000 ~ 2 000 mg/L
的含氯消毒液、脱防化服、手消毒、脱空气呼吸器或
氧气呼吸器、手消毒、戴医用口罩、手消毒、脱一次
性医用手套、手消毒、脱医用口罩、淋浴更衣、戴口
罩十二步；类似地，脱除简易防化服的程序分为全
身喷洒有效氯 1 000 ~ 2 000 mg/L 的含氯消毒液、
脱防化手套、手消毒、脱空气呼吸器或氧气呼吸器、
手消毒、戴医用口罩、手消毒、脱简易防化服、手消
毒、脱一次性医用手套、手消毒、脱医用口罩、淋浴
更衣、戴口罩等步骤。
2.2 加强公共卫生相关知识储备和防护意识
2.2.1 强化公共卫生基础知识培训

在新冠染疫情背景下的救援工作，彰显了我国
新体制新队伍的优势，也暴露出消防救援队伍在疫
情期间公共卫生基础知识不足的短板，而立足“全
灾种、大应急”的定位，必须以专业的知识储备为前
提。 我们认为，一方面，消防救援队伍可以此次疫情
为契机，将公共卫生基础知识的课程纳入消防救援
队伍的训练大纲中，通过平时合理安排培训，提高
消防指战员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理论水平；另一方
面，可以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对基层指战员进
行短期的防护技能培训，从而提高疾病防控能力。
2.2.2 建立公共卫生专家智库

消防救援队伍在实际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中会遇到很多专业性强的理论问题，因此相关公共
卫生领域学者和专家的角色不可或缺。 一是加强消
防救援队伍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相关专业院校
的合作，探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针对消防员个
体防护的课题研究；二是建立和完善相关专家资格
的评审标准，确保专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提
供的决策科学合理；三是保证消防救援队伍同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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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专家沟通机制的畅通，不仅在平时要发挥公共
卫生专家智库的指导作用，也更要在突发事件时发
挥专家的决策作用。
2.2.3 强化参与公共卫生事件救援作业时的防护
意识

“居安思危”是消防救援队伍职业化道路的要
求，公共卫生事件的特征是突发性和传染性，消防
救援队伍在疫情期间出警频率高、风险大，要注意
以下几点：一方面通过反复培训使消防救援人员充
分认识疫情的危害，提高主动防护的意识；另一方
面要强化疫情期间的内部管控：一是及时掌握突发
疫情的病原学特点、传播途径以及防护要求，做好
防护准备；二是落实人员管控，严格控制进出消防
救援队伍的成员，消防员出警期间尽量避免进入和
救援无关的人员密集场所； 三是落实消杀措施，对
参与疫区救援的人员、车辆以及装备，进行全面彻
底的洗消。
2.3 针对公共卫生事件开展相关防护演练
2.3.1 制定及完善突发公共卫生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是消防救援队伍应对灾情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救援预案
时要充分体现防护要求。 一是确保突发公共卫生期
间所需的防护物资和装备充足，保障消防指战员的
防护需求； 二是明确突发公共卫生期间的防护标
准，按照一般警情、疫区警情、疫情警情进行防护；
三是根据辖区特点针对具体场所制定细致的应急
预案，细化出警的程序和防护要求；四是依托政府
加强同公安、卫健委、医疗等单位的联动，确保救援
工作快速、高效。
2.3.2 开展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救援的个人防
护演练

首先通过熟悉防护、洗消装备的使用方法使消
防员掌握最基础的个人防护技能，具备在已知公共
卫生事件救援中自我保护的能力；其次可以开展班
组性的防护训练，使消防员掌握公共卫生事件救援
任务中防护装备的穿戴以及洗消的流程；最后可以
开展双盲演练训练，强化消防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防护能力。

双盲演练， 是指在演练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参
演者需自主收集信息并研判后进行行动决策，评判
者只能通过参演者的行为进行评判。 第 1 个阶段是
根据“强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消防员防护能力”这
一演练目标确定演练所需的物资、防护装备、人员，
设定演练评价指标、制作评价量表。 第 2 阶段是根
据以往的公共卫生事件案例设计贴合实际的疫情

和传播链。 第 3 阶段是演练的具体实施过程，在演
练实施阶段，演练组获得信息仅为不明原因的传染
病以及救援警情，需要进行现场侦察才能陆续获得
信息，评判组仅负责观察演练组的处置流程，依据
手中的评估量化表，对演练人员的处置过程和结果
进行评价， 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评价的客观
性。 演练结束后，评判组将评估报告上报设计组，设
计组对演练组的整体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双盲演练
流程见图 1。

图1 双盲演练

3 小结
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消防救援队伍聚焦防

疫风险、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组织应对，确保了队
伍的安全稳定及战斗力， 积累了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处置经验。 但也要充分认识到，目前部分
队伍仍存在对卫生防疫不重视、 针对公共卫生事
件的安全防护演练不足、 对个人防护装备适用场
所不清晰等问题。 消防救援队伍作为常态化应急
救援力量， 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保持
内部形势稳定至关重要， 各级消防救援队伍需以
此次疫情为契机， 引导广大指战员主动学习健康
知识，落实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呼吸道、面部、手部
等部位的防护措施，不断优化“灭火救援行动、转
运感染人员、 疫区消毒、 疑似感染物品或人群洗
消”等任务的处置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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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从而在进行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管理时，能够
更加科学地明确其分类的原因，为相应的危险化学
品、危险货物提供合适的储运环境，同时建立相应
的应急处置预案与准备。 希望通过以上建议，提升
现有化学品的管理水平，促进化工行业科学、稳定、
健康发展，避免化学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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