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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突发事件应急手册"特殊旅游项目应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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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事先对所登之山进行
必要的了解或寻找向导带领进行登
山#以避免迷失方向$

!"$"$"&山地旅游时被石头或树
枝撞击% 刮伤# 若只是手脚轻微碰
伤# 可用水冷敷或进行止血包扎等
紧急处置& 若患者出现骨折或头部
受重撞后发生呕吐等现象# 可能有
生命危险#必须尽快送医院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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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高原之前# 要进行
健康检查或咨询医生#若有心%肺%

脑%肝%肾病变#严重贫血或高血压#

请勿盲目进入高原$

!%$%&%&初到高原# 不可急速行
走# 也不能跑步# 更不能做体力劳
动# 最好能用半天时间完全静养休
息#第一个晚上要早休息#多睡眠$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睡眠时可尽
量开窗#让空气流通#并尽量靠近窗
户睡觉$

!%$%&%'刚进入高原# 不可暴饮

暴食#以免加重消化器官的负担#使
其能很好适应环境$ 最好不要饮酒
和吸烟$

!%$%&%(要多食蔬菜% 水果等富
含维生素的食品#并多饮水$

!%#%&%!如果出现胸闷% 气短%呼
吸困难等高原反应#要视反应程度而
有针对性地治疗$ 如果反应较轻#可
采取静养的办法#多饮水#少运动#一
般一段时间后不良反应会减弱或消
失&如果反应较重#可服用一些药物
帮助治疗&如果反应太重#可到医院
进行治疗#输液%吃药%吸氧等$

!%#%&%)感冒是急性高原肺水肿
的主要诱因之一$高原温差特别大#

很容易着凉并感冒#初到高原#要防
止因受凉而引起的感冒$

!%#%&%*进入高原后的旅游行程
安排很有讲究# 要先到低海拔的地
方#再到高海拔的地方$

!"$"&"+可服用一些常用的预防
高原反应的药物#如红景天等#一般
进入高原前两天开始服用# 旅游途

中也坚持服用# 可以有效防止高原
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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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准备充足$ 了解当
地有关的背景资料#如气候%植被%

河流%村庄%道路等#在确保生命安
全的情况下制定出力所能及的旅游
方案$

!"$"'"&需穿防风沙衣服及戴纱
巾&昼夜温差大#夜晚要准备防寒衣
物&白天阳光充足紫外线强烈#脸上
可擦防晒霜#戴太阳镜%遮阳帽&在
沙漠行走时宜穿轻便透气的高帮运
动鞋# 以免沙子进入鞋内# 影响走
路$

!"$"'"' 若在沙漠中迷失方向#

不要慌张#要正确地判断方向#如果
判断不了#就在原地等待救援$

!"$"'"( 在沙漠旅游中遇见沙
暴# 要凭目力的观察选择逃避的方
向#只要避过风的正面#大都能化险
为夷$ 千万不要到沙丘的背风坡躲
避#否则有被沙暴埋葬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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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之前# 仔细阅读漂
流须知#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穿好
救生衣#根据需求戴好安全帽$

!"&"$"&一旦落水# 千万不要惊
慌失措# 救生衣的浮力足以将人托
浮在水面上# 静心等待工作人员前
来救援$ 同伴应及时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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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潜水项目应选择有
合法资质和安全保障能力的经营单
位$

!"&"&"&参加潜水活动时# 应咨
询医生或专业人士# 确保身体情况
适宜$

!"&"&"'感到身体不适# 不要潜
水$ 潜水之前#不要吸烟#不可饮用
含酒精饮品或服用不适当药物#同
时保持良好心理及生理状态$ 女性
若在月经期和怀孕期#不要潜水$

!"&"&"( 使用合适及惯用的设
备#同时#潜水前要检查设备#并穿
合适的潜水衣以确保身体足够暖
和$

!"&"&"!在潜水过程中# 切勿闭
气#保持畅顺呼吸$

!"&"&") 在不熟悉的水域潜水
时#要有专业潜水人士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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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浅水的地方滑

水#最低安全深度为$"!米$

!"&"'"&不可向其他船只或码头
方向进行滑水运动# 要与其他船只
保持足够的距离$

!"&"'"'滑水者必须穿着救生衣$

!"&"'"(注意使用适当的滑水手
套#这样可以防止起水疱$

!"&"'"!当进行滑水跳跃或长途
速度比赛时要戴上保护头盔$

!"&"'")滑水前不要吸烟或饮酒$

!"&"'"*滑水者跌进水里要将身
体弯曲#并保持放松#以减少受伤的
概率$第一次体验滑水时#如果身体
不能保持平衡# 应立即松开手中的
绳索#以免意外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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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该索道是否悬挂有
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 '客运索道安
全检验合格(标志牌$

!"'"$"& 进入客车 ,

!"

-内后#

坐稳扶住# 不要擅自打开车门及安
全护栏$

!%'%$%'如遇索道偶然停车不要
着急#耐心等待#注意收听线路广播
要求#不要自己打开车门或护栏$

!%'%$%(如遇索道故障短时间内
不能排除#乘客要稳定情绪#不要惊
慌#等待工作人员前来营救#千万不
可自行设法离开车厢$

!%'%$%!救护人员到达后# 一定
要服从救护人员的指挥# 配合救护
人员工作#不要争抢#年轻人应协助
救护人员#首先营救儿童%老人和妇
女#先帮助他们顺利到达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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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 脑病史的人员不
宜参加#有深度近视者要慎重#以避
免下坠时因脑部充血而造成视网膜
脱落$

!%'%&%& 蹦极前着装应简单%合
身#不要穿易飞散或兜风的衣物&要
充分活动身体各部位# 以免扭伤或
拉伤&饮酒后不要参加蹦极活动$

!%'%&%'跳之前要确定所有设备

都能安全使用$ 要检查和选用适当
的绳索#并听从工作人员安排#确保
背带套在身上#以及系住脚踝%腿或
手臂$

!%'%&%(除非非常有经验# 否则
不要玩双人式蹦极$

!%'%&%! 跳出后要注意控制身
体#不要让脖子或胳膊被绳索缠到$

如果采用绑腿式跳法# 腿部和脚部
一定不能有骨折的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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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疾病% 恐高症等疾
病患者以及饮酒者不要玩过山车&

戴眼镜者应做好防护# 避免眼镜脱
落伤人$

!%'%'%& 认真查看设备安全资
质$ 不要乘坐超过检验有效期的过
山车#也不要乘坐无使用登记证%无
定期检验合格报告以及未标注安全
注意事项和没有警示标志的过山
车$

!%'%'%'玩过山车之前# 游客必
须仔细阅读注意事项# 按照须知要
求乘坐过山车&另外#要观察过山车
是否有严重锈蚀现象# 过山车周围
是否有不符合安全距离的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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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检查确保项目有合
法资质和安全保障能力$

!%'%(%& 严禁单独一人飞行#严
禁在过度疲劳及饮酒等情况下飞
行$

!%'%(%'飞行前应检查伞衣有无
撕裂%刺穿和擦伤等情况#检查伞绳
是否缠结或磨损# 以及伞绳与操纵
带的连接是否正常$

!%'%(%(为了掌握航空飞行各方
面的情况# 必须花费较长时间来进
行训练$为确保安全#尽可能在飞行
技术范围内退一步进行飞行活动$

!%'%(%! 不论起飞还是着陆#必
须迎着风# 着陆后要立即将伞衣排
气$

!%'%(%)不要在一次飞行中增加
一个以上的新内容$

!%'%!

:;<

!%'%!%$尽量穿棉质面料的服装
和运动鞋#不宜穿裙装%高跟鞋%凉
鞋等&为防止灼伤#一定要身着长衣
长裤#佩戴棉质帽子$

!%'%!%&高血压% 心脏病患者不
能进行热气球运动$

!%'%!%'热气球飞行最好的时间
是在日出后两小时内或日落前两小
时内#因为该时段气流最为稳定$

!%'%!%(除了必要的装备# 还需
要配备./0全球定位系统% 电子罗
盘%对讲机%工具刀%防风打火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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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当地的气候情况和近期的
天气变化#以防天气突变$

!%(%&准备好衣物等专业用品$ 滑雪服
最好选用套头式#上衣要宽松#以利滑行动
作&衣物颜色最好与雪面白色有较大反差#

以便他人辨认#避免相撞$需要佩戴合适的
全封闭保护眼镜# 避免阳光反射及滑行中
冷风对眼睛的刺激$

!%(%'做好必要的防护措施$ 应检查滑
雪板和滑雪杖# 选用油性及具有防紫外线
的护肤品&在手脚%耳朵等易产生冻伤的部
位做好保暖措施# 必要时可携带高能量便
携食品#以保证足够的热量供应$

!%(%(初到滑雪场时应先熟悉那里的大
概情况# 要仔细了解一下雪道的高度%坡
度%长度%宽度及周边的情况#根据自己的
滑雪水平来选择相应的滑道$ 熟悉地图上
滑雪场设施的分布位置%出事获救情况#并
严格遵守滑雪场的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

!%(%!初练滑雪时应注意循序渐进#量
力而行$在训练期间#要按教练和雪场工作
人员的安排和指挥去做$ 在未达到一定水
准时#不要擅自到技术要求高的雪区滑雪#

以免发生意外$

!%(%)在滑雪时#要注意与他人保持一
定的距离#不要打闹#以免碰撞$ 人员较多
时#应调节好速度#切勿过快过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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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检查$出发前务必检查好驾
驶证%行驶证#做好车况检查$ 如需长途旅
行#应到车辆维修站进行全面检查$

!%!%&备好随行物品$ 准备自救工具)

千斤顶%拖车带%换胎扳手%警示牌%长绳%

备用轮胎&应急工具)应急灯%指南针%机
油%玻璃水%冷却液%燃油添加剂&医药用
品)感冒药%消炎药%黄连素%止血绷带%创
可贴%维生素药片%眼药水&生活用品)不
同时令的衣服%食品%水&野营用品)防潮
垫%折叠桌椅%睡袋%遮阳伞等$

!%!%'注意了解出行信息$ 一是出游
前#应提前了解前往目的地途中的天气#尤
其是是否有暴雨%暴雪%台风等情况&二是
要了解沿途经过的路况%道路代号%里程%

饮食%住宿%加油站等信息#以及一些具有
特殊人文地理的地方#做好旅行计划&三是
在车辆上安置./0卫星导航系统# 及时收
听当地交通台的广播#了解行车路况#也便
于遇到意外#救援人员进行定位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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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出发前对车辆进行一次全
面的检查$

!%!%!及时加油$

!%!%)严防疲劳驾驶$连续驾驶不能超
过 (小时$

!%!%*遵守交通规则# 注意系好安全
带$ 避免夜间行车#路面聚积雨水过多时#

不要加大油门冲水#以免影响制动和电气
件进水#应稳速行驶$

!%!%+经过易发生滑坡地区时#应严密
观察#注意路上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

如掉落的石头%树枝等$

!%!%1遇到龙卷风时# 应立即离开汽
车#到低洼地躲避&不要开车躲避#也不要
在汽车中躲避#因为汽车对龙卷风几乎没
有防御能力$

!%!%#2遭遇沙尘暴#由于能见度较差#

故应减速慢行#密切注意路况#谨慎驾驶#

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

!%!%##遭遇大雾天气#注意交通安全#

要特别注意慢行$

!%!%#&遭遇大雪天气# 可以适当给车
辆轮胎放些气#慢速行驶#以避免打滑等现
象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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