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攻灭火五项准则 

 

翻译：橙色救援微信公众号 

1  简介 

2017 年 1 月，第十届国际消防教官研讨会在香港召开，集聚众家，交换新思路。其中一个报告

详细阐述了先前文章中提到过的“战略—战术—技术”模型。来自澳大利亚的 John McDonough 谈论

在火场上必须做到的几个战术抉择。尽管他赞成当今的灭火战斗行动可以跳出思维定式，但同时也

指出每次内攻时都有几件事必须做到：他将其称为“五项准则”——即必须执行。 

2  内攻 

在过去的 15 年间，内攻灭火的理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期间加入消防事业的人们在基础训

练时学习了大量相关知识。但对老一些的同志来说又是另一回事了，方式方法日新月异而且改变的

脚步一刻不停。 

除了灭火，消防员还必须掌握车辆救援、危化品处置、交通安全领域的知识，所以可以理解有

些人会因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因此就需要消防培训学校和教官们在讲解问题时要突出重点。学校

在这些方面必须有足够的眼界，就算知道新理念的实现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也应当对其进行传

播。 

一些新发展会为灭火提供些许帮助，让事情简单点；而另一些则是真正意义上决定性的提升—

—使灭火更加地安全、有效。诸如房屋、公寓、酒店、养老院、小型写字楼等内部有小型防火分区的

建筑经常发生火灾，因此针对以上几类火灾扑救时通常都有固定的模式。相反，大型体育馆、电影

院、工业建筑火灾的扑救则没有固定的程序，这时便需要指挥员的随机应变。 

就算是平常情况下，一些事情也是不容变通的。在房屋、办公写字楼等建筑内实施内攻灭火的

消防员应当时刻做到以下五点： 

 

1. 保持低姿 

2. 控制烟气流动轨迹 

3. 冷却烟气 

4. 尽快将水射至火点 

5. 使用热成像仪 



3  内攻灭火五项准则 

3.1 保持低姿 

 

以前消防员受到的教育都是站着进入火场。毕竟在个人防护装备训练课程中用的就是站姿行进，

这种方法在国外被开玩笑地称作“空呼舞蹈”或“消防功夫”。站着进入充满烟气的房间有很多不

利之处，所以最好还是保持低姿：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至少有一个膝盖着地。 

 

图 1 在内攻时保持低姿的论点（来自：John  McDonough） 

 

在内攻训练刚刚开始的时候，首先引入的便是火场中由站姿转化为低姿行进。众所周知热烟气

层中的温度要比烟层下方的高，因此內攻组为了尽可能地减少热辐射、避免体温升高就必须尽量保

持低姿。一些同志会说刚进入建筑时温度还不是太高，所以在烟中采取站姿没什么问题。他们忽略

的事实是，当你觉得太热而不得不采取低姿的时候是否还能够继续内攻？往往这个时候他们的战斗

服吸收的热量远高于一开始就采取低姿的消防员。 

第二、在内攻时采取低姿行进是为了更好的视野。烟层下方的温度比上方的低，视野在下方也

更好。就算整个房间都弥漫浓烟，靠近地面的视线也稍稍好点。而且由于那里烟气稍薄，使用手电

能看到更远，发现火点也更容易。更重要的是，可以从靠近地面所观察到的信息初步推断出房间的

布局：家具在哪？如何使水带最快往前延伸？当你站着的时候要推断出这些信息可不容易。 

第三、地板上或其近点也是最容易发现伤员的地方（例如床上或沙发上），伤员很少是在离地

1.5 米高以上的地方被发现的。如果搜救组是站着搜救，光搜索的高度就是错的，采取低姿的搜救组

高度则刚刚好：靠近地面更有效，因为很容易接触到沙发和床。再者，低姿方便搜索家具（例如桌

子）下方，站姿就没那么容易。保持低姿的情况下，搜救组忽略行进路线旁的伤员的可能性很小。

当然，必须采取正确的搜救法。将腿部向前伸出做扇形扫动可以在较大区域内方便快捷找到伤员。 

第四、热成像仪在使用时存在盲区。消防员面前靠近地面的东西无法显示在屏幕上，而且仪器

举得越高，盲区就越大。 



第五、当你站立行走时，两条腿分别用于“支撑”和“感知”。为了避免坠落，在移动支撑腿前

要先用感知腿探索前方地面。如果采取低姿，消防员的重心更低、距离地面更近，可以避免一脚踩

空失去平衡，摔下楼梯或孔洞。在比利时，很少会出现消防员掉进洞里或楼层坍塌的情况。但是轻

型结构建筑（橙色救援公众号后期会介绍）的普及增加了此类风险。 

站立时，人与地面的接触点只有两个：双脚。故采取低姿的消防员要稳当得多，因为他或她通

常有一条腿的下半部份和一只脚与地面保持接触。水枪手在前进时要对抗几股反作用力，在能见度

为零的情况下，低姿行进肯定比站姿简单。而且如果消防员本来就靠近地面，那么在失去平衡摔倒

时后果也不会很严重，他（她）可以就地一滚或单单用手撑一下就能保持平衡。但是如果是在站立

时失去平衡摔倒，消防员会直挺挺地摔向地面——而这正是要在火场中避免的。 

 

 

 

 

 

3.2 控制烟气流动轨迹 

 

过去几年的时间里，大家逐渐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火灾中控制烟气流动轨迹上来。北美与比利

时相比，更重视此事。毕竟通过破拆窗户进行水平排烟早就是常规动作了。在燃料控制型火场中，

这样做可以在不扩大火势的情况下排烟。在过去，消防队到场时面对的大都是燃料控制型火场，这

种火灾火势发展相对缓慢。而今火势发展得非常快，如果氧气充分，2 到 4 分钟内就会发生轰燃。但

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有足够的空气，在一个封闭的房屋内，燃烧在轰燃前会转入通风控制。这被

称为通风控制型火场。在几乎没有氧气的火灾中，如果窗户突然破损或被破拆，火场温度会急剧上

升并发生（由通风导致的）轰燃。 



 

图 2 由消防员控制烟气流动轨迹的不同原因（来自：John McDonough） 

 

 

 

 

 

 

 

 

 

 

 

 

 

 

 

 

 



 

 

 

在欧洲，消防员很少故意破窗通风，因为

打开门也就等于通风，门也是空气流入建筑内

部的通道之一。在当今的灭火战斗中，控制烟

气流动轨迹非常重要。可以安排一人守在门旁

（门控），这个人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将门关

小，同时向建筑内部输送水带并保证水带不会

被门磨破。若门是唯一的开口，在门口的人还

控制着火势的猛烈程度。假设一扇门有 90cm

宽且全部打开，燃烧就比人工只开了 9cm 的情

况下猛烈十倍——十倍大的开口意味着十倍

量的空气流入，也就意味着十倍猛烈的燃烧。 

在比利时，门控的概念还很初级。通常消

防员在执行任务时是两人为一组，水罐车上的

两组队员分别进行内攻和供水。其实这种方法

已经过时，大多数时候第一组是进行内攻，但

另一组则应根据现场情况再分配任务。 

在当今的灭火救援行动中，消防车从不同

的消防队到场，水罐车指挥员可以选择由整个

水罐车战斗班（两组）负责进攻线路。他可以

将第二组拆开，安排三名消防员拖着进攻水

带，第四名在门口控制烟气流动轨迹。水罐车

指挥员也可以跟在进攻小组后面一起拖水带，

这样部署更为快捷，水带进攻也更为迅速。正因为当今的火势发展非常迅速，这种方法也非常有效。

但是，水罐车指挥员必须随时与驾驶员保持通信畅通，当指挥车或其他水罐车到场前他需要做好联

络。 

控制烟气流动轨迹还有一种方法：德国消防警官 Michael Reick 为此发明了“阻烟器”。这个简

单的装置用一张类似灭火毯的防火布挂在门口，只需一名队员即可操作。如果是内开门，在开门前

即可完成部署。经过训练的消防员甚至可以在充满烟气的房间内只靠触觉完成部署。“阻烟器”可

完全阻止热烟气的流动，保护相邻的房间不受其影响。它甚至比“看门人”还高效，因为把门关得

再小都会有缝使烟气流入。而“阻烟器”除了防止烟气外流，还可以防止大量空气进入，只有在靠

近地面的门缝处会流入少量空气。比利时安特卫普消防局标新立异，已将“阻烟器”配备到水罐车

上。布鲁塞尔消防局也开始使用，毫无疑问，这个装备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使用者。在单元房

火灾中，水罐车指挥员可以很方便地安排两组人员：第二组在单元房门口安装“阻烟器”，当一组

开始灭火时，第二组就可进行搜救。 

 

图 1 担任看门人的消防员：在尽可能地保持门缝狭小的情况

下向建筑内部输送水带(来自: Ed Hartin) 



 

 

 

 

 

 

 

 

控制流动轨迹的另一个好处就是限制了建筑内部烟气蔓延的速度。在通风控制型火场中，烟层

往往贴近地面，消防员必须在烟层内工作，热量也会从烟层传递到消防员身上。当战斗服吸收了一

定量的热量后，消防员为了避免烧伤必须被迫离开火场。烟气温度越高，热量传递的速度就越快。

而且，烟气流动速度的加快也会增加热传递的速度。所以，控制烟气流动速度可以为内攻人员提供

巨大帮助。 

无论何时，控制烟气流动轨迹意味着正确的进门流程之一。所幸比利时早已将该流程推广为众

所周知的行动方法。尽管官方颁布的标准进门程序还有改进的空间，但目前他们也已经取得了巨大

进步。 

打开锁闭房门的破拆技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当一扇门被强行打开后，就应该考虑烟气流

动轨迹。这可以通过在门把上系上吊带来解决，在没有锁具的情况下，消防员依然可以控制门开关

的大小，并以此来控制气体流动的量。当然也可以在“阻烟器”部署完毕前将门完全关上。 

3.3 冷却烟气 

早在 2000 年，比利时消防在引入“3D 灭火技术”时，引入了烟气冷却的概念。慢慢地每个人都知

道了内攻小组在内攻时要注意冷却烟气。问题不是“是否要冷却烟气”而是“要将烟气冷却到哪种

程度”。 

在不必要时对烟气进行冷却有什么后果？水会流回地面，墙上和天花板上会挂满水珠。由于烟

熏火燎房间反正都要重新粉刷。因此，不必要的烟气冷却也没啥坏处。 

但是如果确确实实需要对烟气进行冷却，而没有冷却的话会有什么后果？某些情况下，烟层会

发生滚燃，进而导致房间轰燃，内攻人员会因此牺牲。因此，在需要冷却时不进行烟气冷却，将有

严重后果。 



 

图 3 冷却烟气非常重要(来自：John McDonough) 

 

对冷却烟气给予足够多的重视很重要。在实战中，开花点射最有效：开花角度设为 30 到 40°，

水枪每次打开 2 到 3 秒钟。根据所需冷却的烟气所处位置，水枪可以直接朝上或斜向上。消防员脑

袋中对水滴能打多远多高必须有清楚的认识，这决定了可以冷却的范围。 

水枪的流量不需要太高，200 升/每分钟的流量就足够了。重要的是要有高质量的水枪，能打出

合适的水滴和保证水流开花的水压，现代水枪至少需要 6 到 7bar 的水压。如果內攻组使用（干式）

室内消火栓出水，就比较麻烦。 

正如其名，冷却烟气就是降低烟气的温度，因为低温烟层散发出的热量更少（无论是通过热对

流还是热辐射），也使内部环境更加安全：1、减缓轰燃；2、水滴受热生成的水蒸气与可燃烟气混

合，降低其可燃性，减少滚燃的可能。通常情况下，烟层会从火点向外猛窜。但烟气开始冷却后，烟

气流动被短暂停止，随着其蔓延速度的降低，热对流散发的热量也相应减少。 

当烟层的温度降低，其体积也相应地减少，而减少的那部分体积由转化的水蒸气补偿。鉴于此，

水枪的流量不宜过大，过大的流量会产生大量水蒸气，而在房间体积不变的情况下，天花板处会形

成紊流导致逆温现象——水蒸气会将高温烟气压向地面，影响到消防员。 

最后，通过冷却烟气还能了解烟层温度的信息。如果听到“嘶嘶”声，那说明水在烟层内蒸发，

声音的大小表明了你头顶烟气的温度。因此，冷却烟气也是一种检查火场温度的方法。 

3.4 尽快将水射至火点 

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内攻灭火早已是标准的行动方法。空呼的运用使得进入充满浓烟的房间

搜寻并扑灭火灾变得可能。 



 

图 5 扑灭火灾有很多种方法，完成得越快越好 (来自：John McDonough) 

 

大家一致认为，内攻比以前的老方法高级（从外往里打水直到把火熄灭），以前有时几吨水打

进窗户，水渍损失甚至比火灾造成的损失都大得多。 

大约 40 年前，灭火由外攻转入内攻，外攻几乎都被遗忘了。在大多数国家，普遍认为专业的消

防员内攻，业余的才外攻。 

但美国的研究表明可将二者进行组合：如果外攻可以直接打击火势，那么最好先外攻降低火场

内热释放率。在美国，这种方法有个不同的名字：外部打击，弱化目标。到场后，消防员先在外部尝

试压制火势，再进行内攻，这种战术即“过渡性攻击”。 

3.5 使用热成像仪 

过去十年内，热成像仪成为了消防员的标配。现在每辆水罐车上都至少有一个热成像仪。当然

要切切实实使用而不是放在车上吃灰。 

内攻小组应该携带一个热成像仪，除了可以定位火点，还能用来寻找被困人员。而且，热成像

仪还能辅助评估水枪效能，即冷却烟气和扑灭火灾的效果。就这两点来说，热成像仪都是宝贵的装

备（目前国内的热成像仪不是真正的成像仪）。 

4  先决条件 

对很多消防机构来说，贯彻执行“五项准则”不是简单的事，需要大量的精力。要消防员践行这

五项准则还有几个先决条件： 

第一、消防员的训练。如果上级要求基层出色地完成任务，那就必须为其提供专业的教育与训

练。其中应包括：理论、模拟训练和真火训练。让消防员了解其工作环境十分重要。再者，他们必须

首先模拟训练、再在真火环境下训练磨砺不同类型的技能。只有这样，我们这一群体（指教员）才



能期望消防员们能在火场上出色地完成任务。 

第二、针对“五项准则”必须制定规章制度。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面对一起处于猛烈燃烧阶

段的火灾，有通风良好的开口且开口易于到达，那么过渡性攻击就是标准处置程序。 

第三、“五项准则”中的五点需要编入消防内部常用的标准行动指南。标准行动指南规定了所

有人员到场后应该如何开展行动。战斗员、水罐车指挥员和现场总指挥都遵循同一个规程是很重要

的。 

第四、各级指挥员必须要担负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确保消防员在火场上采取既定方法。训

练时大家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但在火场上，指挥员需要花费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确保这一点。所

有指挥员都必须同时在态度和专业性上起好模范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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