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  森林火灾调查 

第一节 森林火灾损失调查与评估
第二节：火因调查 

 



 第一节 森林火灾损失调查与评估 



知识要点 

 1.基本概念:过火面积、受害森林面积、森林火灾直接损

失、森林火灾间接损失。 

 2.森林火灾林木损失调查的内容。 

 3.森林火灾面积调方法。 

 4.森林火灾林木损失标准地调方法。 

 5.森林火灾林木损失计算方法。 

 6.林木损毁评价标准。 

 

 



 森林火灾直接损失是指森林火灾造成的林木材积损失
和扑火费用。 

 森林火灾间接损失是指森林火灾对森林旅游、森林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等方面造成的损失。 

（林木损失调查）是森林火灾损失调查的最重要内容。
对于面积不大的森林火灾，其林木损失主要通过地面标
准地调査进行。大面积森林火灾损失调查一般通过遥感
技术实现。森林消防员应掌握面积不大的森林火灾林木
损失调查的野外调查方法。该调查包括森林火灾过火面
积调查和林木损失标准地调査两个内容。高级消防员还
应能够进行简单的火灾损失计算。 
 

 



一 森林火灾面积调查 

 1.森林火灾面积包括过火面积和受害森林面积两种。 

过火面积：是指整个火场的面积，包括森林、草甸、灌
丛等不同类型可燃物的火场面积。 

受害森林面积：是指火场中森林受害部分的面积。森林
受害的评判根据国家有关标准进行。确定森林火灾面
积是估计森林火灾林木损失的首要工作。 

 面积不大的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的调查方法有估测法、勾绘法、罗
盘仪和经纬仪测定法、GPS调查法等。估测法、勾绘法、罗盘仪
和经纬仪测定法精度不高且需要在图上计算面积，不如GPS法方
便。下面简要介绍4种方法，其中森林消防员应熟练掌握GPS调查

方法。 



过火面积调查方法 

 估测法 
在林火面积不大，调査精度要求不高时，可由有经验的
人绕火场步行一周，勾绘出场略图来确定火场总面积，
其中包括火烧森林面积、受害森林面积(包括原始林、次
生林人工林)、荒山荒地和草地面积等。 
 
 2.勾绘法 
火场面积较大时，沿整个火场外围边缘步行前进，将沿
线主要地物标志勾绘在大比例尺地图上，再将整个火场
内部情况逐个勾绘在图上，绘制成火场图，然后在图上
求算面积。 



 3.实测法 
火烧迹地面积较大，调精度要求较高时，可用罗盘仪和经
纬仪测定火场图。在火烧迹地总面积中，测出成灾森林面
积，然后绘制成火烧迹地平面图，然后在图上求算面积。 

 4.GPS调查法 
利用GPS的“面积计算”功能，沿火场走一遍，凡是转角
地方定位一次并将数据存贮起来，走完一周，即可显示出
火场的面积。同时，可以用数据线将其调入电脑中，显示
在电子地图上，即可知道火场位置，使火场面积更直观。
当火场内部有“绿岛”分布时，可分别测量、计算。对于
面积大于1000m的大火场，可以先将其分割为若干个公里
网格(或经纬度分值网格)，分组、分块独立测量面积。 

 



二、森林火灾林木损失标准地调查 

     标准地是一块能反映待测林分各指标平均状况的地
段，它是整个林分的缩影。用于火烧迹地调查的标准地
，是整个火烧迹地的缩影。从过火的火强度而言，既不
能单纯选火强度大的地段，也不能单纯选火强度小的地
段，而是要选能够代表整个火烧迹地平均火强度的地段
。 
 如果过火面积内的火烧强度差异很大，面积还较大，

可以考虑进行分层采样。采样方法、标准地的选择及数量由
技术人员确定，在此不予以解释。下面介绍标准地的大小、形状
、位置和数量要求及标准地调查方法。森林消防员应掌握标准地
林木损失的野外调查方法 

 

 



 1.标准地的大小和形状 

 森林火灾损失调查中采用的标准地常用是正方
形或长方形，由于火烧迹地林下通视条件良好，
也可以采用圆形标准地。 
 
 为能反映林分的结构规律和保证必要的精度，
标准地内必须要有足够数量的林木。标准地的面
积大小与标准地形状有关，正方形可为20m×20m
、30m30m、40mx40m等，长方形可设为30m20m、
30m×40m、40m×20m等。 
 



2.标准地位置选择 

①过火均匀，火烧强度适中，能代表整个火烧迹地基本
状态。 
 
②在不同可燃物类型的火烧迹地分别设置一定数量的标
准地。 

3.标准地必须在同一林分内设置，不能跨越林分。 
 
④标准地不能跨越小河、道路或伐开的调查线，且应离
开林缘10～20m。 
 

 



4 .标准地调査 

 森林火灾林木损失标准地调査的任务是对标准地内达到起测径级的每株
林木进行胸径和树高的测定，即每木检尺，然后判断各检测树木的受损
情况，将结果填入火烧迹地标准地每木调查表(表8-1)。 
 
起测径级是指每木检尺的最小径级。在近熟、成熟、过熟林内，起测径
级一般应为5cm。在中、幼龄林可用平均胸径的0.4倍作为起测径级。 

 



       火烧迹地标准地每木调查表(表8-1) 

径极中值
（cm) 

烧毁木 烧死木 烧伤木 未伤木 备注 

幼树 

8以下 

8 

12 

16 

----------- 

标准地号：          树种：           林层： 

调查者：                     记录者：               年  月   日 



(1)胸径测量 
胸径测定无需测定到具体的数值，而是确定其属于的径
阶。径级是胸径的整化范围。般标准是:当标准地平均胸
径(估计值)在12cm以上时，以4cm为一个整化径级;当标
准地平均胸径6～12cm时，以2cm为一个整化径级。整化
径级以该径级的中值为记录标定值，例如，表8-1中的8
径级，是指胸径在6～10cm范围内所有的树木(4cm为一个
径级)。如果2cm为一个径级，标定值同样是8径级，则是
指胸径在7～9cm范围内的所有树木。实践中，在幼龄林
进行每木检尺时，大多用2cm为一个整化径级，在中龄林
、成熟林则多使用4cm为一个整化径级。 
 

 



 (2)树高测量 
树高测量，不用每株树木测树高，而是标准地每木检
尺的基础上，把各树种、各林层的胸径测定值(或径级
)按照一定的间隔进行分组，并根据各径阶株数比例分
配需要测定树高的数量，然后确定标准地或全林的平
均树高。树高可以采用测高器测量，也可用超声波或
激光测距仪测定。 
 

 



 (3)林木受损程度确定 
林木受损程度根据树冠、树干形成层和树根受害情况来确定，
具体划分标准为: 
①烧毁木树冠全部烧焦，树干严重被烧，采伐后不能作为用材
的树木。 
②烧死木树冠2/3以上被烧焦，或树干形成层2/3以上烧坏(呈
棕褐色)，树根烧伤严重，树木已无恢复生长的可能，采伐后
尚能做用材的树木。 
③烧伤木树冠被烧1/2或1/4，树干形成层尚保留1/2以上未被
烧坏，树根烧伤不严重，还有可能恢复生长的可能的树木。 
④未伤木树冠未被烧，树干形成层没有受伤害，仅外部树皮被
熏黑，树根没受伤害的树木。 
 

 



 具体的调查应分别成林(平均胸径大于5cm)和幼林开展
。成林分别按烧毁木、烧死木、烧伤木和未伤木作每
木调查，以计算材积损失。对幼林可以只统计株数，
即烧死、烧伤、未烧伤的株数。具体测量中，为保证
每木检尺中不重测和漏测，必须按一定顺序进行每木
检尺，在山地条件下，通常可以沿等高线方向“之”
字形行进。用划“正”字的方法填写每木调查表。 
 

 



 1.幼龄林林木损失(S1) 

S1指郁闭前的人工林和天然林的价值损失。计算公式如下 

S=AP1B 

式中，A1为幼龄林毁林面积(hm2);P为营林生产成本价格(元

/hma2);B为价值损失系数； 

 幼龄林毁林面积通过火烧迹地面积测量取得，营林生产成本

价格根据当地造林成本和管护成本计算，价值损失系数视实

际被烧毁程度确定。 

 

 



2.非幼龄林林木损失(S2) 

S2包括人工林和天然林郁闭后的幼龄林、中龄林和成过熟

林的损失。计算公式为:S2=(V1+0.7V2+0.4V3)A2P2 

式中，V1、V2、V3分别为标准地调中所得非幼龄林中烧毁

木、烧死木和烧伤本的单位面积积量(m/hm2);A2为非幼龄

林火场面积(hm);P2为林木林价(元/m)。 

、2、V通过标准地调查数据获得，A2可通过火场面积调查

获得，林价可视林龄采用重置成本法、历史成本调整法、

收获现值法、木材价倒算法等计算。 

 

 

 



 练习思考题 
名词解释: 

过火面积             受害森林面积      

森林火灾直接损失     森林火灾间接损失 
 

2.简述森林火灾林木损失调查的内容。 
3.详述森林火灾面积调查方法。 
4详述森林火灾林木损失标准地调查方法。 
5.详述森林火灾林木损失计算方法。简述林木损毁评价
标准 

 



第二节      火因调查 

 知识要点 
1.森林火灾火因调基本原则。 
 
2.森林火灾火因调査基本方法。 
 
3.起火点的确定方法。 
 

 



 《森林防火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林业主管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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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当地人民政
府提出调查报告;当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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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目前森林火灾的火案调查主要由森林公安部门负责。
作为森林消防员，应了解火因调查的主要方法，以便
在火灾扑救等工作中注意帮助收集、保护火案证据，
以便火案处理。 

 



一、火因调查的基本原则 

 1.实事求是 
客观公正，不能有丝毫的主观武断，不可偏听偏信，要以火场调查事
实为依据，对每一项调查要素，不夸大，不缩小，以实事求是的态度
摘好每项调查，准确判断起火原因。 

2.反复调查 
对火因调查要素有异议或模棱两可或数据不确定者，要反复多次查。
对起火点的调查，因火烧迹地面积大，山势凸凹起伏变化多，火场环
境复杂，对火因查需多次才能确定。如有疑点或新题，则需反复到现
场勘查，排除疑点和误差，确保事实和数据准确无误。 

3.迅速及时 
林火发生后，调查火因工作务求快速及时。若下雨或人流杂乱易损坏
现场，则难取得第一手资料，另外肇事者可能回避出逃，不利于火因
调查。森林消防员第一时间到达火场，应注意火场证据的收集。 
 



二、火因调查的基本方法 

 1.调知情人 
要及时调査火情报告人、周围群众以及相关人员。注重知情人反映的真实情
况，同时要注意其与起火点勘查情况相吻合。知情人提供的情况(包括起火
时间、起火地点、肇事者等)有可能作为证据，要认真询问清楚，并要与起
火现场吻合，不可图省事、简易，仅凭肇事者或知情者口供为依据。 
 

 2.调査火灾现场当天气象因子 
要对当天风速、风向、气温、雷电等气象因子调查清楚。如有雷电天气，应
考虑雷击火的可能。注意当天火场风向，了解火场走向与风向变化的情况。
风向与风力决定林火 延方向、火势大小及燃烧程度。起火点燃烧时一般是
向四周蔓延，在风力的作用下，顺风燃烧快，火势大，火烧迹地树木和杂灌
残枝的弯曲方向作顺风向，一般以逆风方向查找起火点大致位置。 
 

 



二、火因调查的基本方法 

 3.查找和确定起火点 
在调查火因时，查找和确定起火点是关键。寻找起火点方法有: 
(1)根据林火的发生、发展规律，寻找和确认起火点 
任何火灾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由隐燃、起火、缓速蔓延，达
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形成稳定蔓延。森林火灾通常是从起火点向四周
蔓延。在无风且地形条件影响不大时，火场发展成圆形或椭圆形，
起火点在中间位置。火灾初起时，因火势弱，在起火点附近区域的
地面上往往会留下许多未燃烧的植物。当火场发展到一定面积时，
一般说不再按圆形或椭圆形发展。风速、坡度及可燃物类型和载量
的变化，还有天然屏障和其他障碍物都直接影响着火的蔓延速度和
火势大小，火场形状一般不再是圆形或椭圆形。这些变化都会使火
灾在地面上留下很明显的标志，可帮助找到起火点。 
 

 



 (2)根据火烧迹地植被和地面物体的受害状况来确定林
火发展方向，寻找起火点林火蔓延后，都会在树木、
杂草、岩石上留下火疤，可根据火疤的状态和火疤的
分布确定火因和起火方向。其方法有 
 
1.杂草被害状指示: 林火过后，草木变色，体积缩小
，绝大部分杂草被烧断，使草板倾倒向被烧的一面，
即向来火的方向倒伏。如果火强度低，燃烧速度慢，
一般只能烧毁簇杂草的一侧，而留下另一侧，被烧毁
的一侧便是来火的方向。 
 

 



  2.倒木、树柱指示: 倒木或树桩过火后，只有一侧被烧，
留下“鱼鳞疤”，被烧的一侧指示来火的方向。 

  3.岩石指示: 岩石过火后，有一面呈黑状，黑面即为来火
的方向。 

  4.树干和树冠指示: 顺风上山的地表火，在树干基部留下
的火疤，其上侧斜线和角度比山坡的角度大;逆风下山的地表
火，在树干基部留下的火疤，其上侧斜线几乎与山坡平行;树
冠火，在来火的方向一侧的树木，被烧树冠较长，而被烧树
干高度渐低。另外树枝也能表示火烧方向。林火过后，树枝
、树叶干枯并向来火方向倾斜。 
 
 

 



 (3)根据火场及周地物环境判断起火地点 
①察看火场附近是否有寺庙，判断起火地点是否在烧
香的寺庙或鞭炮燃放点。 
②察看火场附近是否有道路，判断起火地点是否在路
边，是否机动车辆喷火漏火、烘烧发动机或过路人员
在路边点火。 
③察看火场附近是否有农田、果园，判断起火地点是
否在地边或果园，烧地边草或烧秸秆点等。 

 



 ④察看火场附近是否有工矿作业点，如烧炭、烧窑、
采石场等，判断起火地点是否在工矿作业区。 

 察看火场附近是否有坟区，判断起火地点是否在头。 

 ⑥察看火场附近是否有新鲜的罐头盒、饮料瓶、篝火
堆等野炊活动痕迹，判断起火地点是否在野炊点。 

 ⑦察看火场附近是否有高压线，判断起火地点是否在
高压线断开点或短路点。 

 察看火场附近是否有树干或树枝劈裂，判断起火地点
是否在树周围，结合天气状 

 



(4)检査起火点，确定火因 
    起火点确定以后，就可在起火点区域内及周围进行分
段分区或分片的仔细检查，寻找所有可能的起火物质或痕
迹一一火源证据。 

 对于一切可能引起火灾的残余物质，都要尽可能地査找
出来，以作为引起火灾的火源证据，尤其是对烟头、火
柴杆、烟灰、油渍、罐头盒、篝火堆、垃圾、脚印、车
迹、食品盒(袋)、鞭炮皮、新鲜牛羊粪便等，更要注意
留心找。找到火源证据后，首先要保护好现场，然后从
不同角度和距离对起火点和火源物证拍照。与此同时，
还要用钢尺、指南针测定距离和方位，准确勾画好起火
点区域草图。 
 

 



 4.综合分析 
     综合分析是森林火灾发生原因调查的最后一个步骤。
经过现场勘查，虽然已经查明和搜集到引起火灾原因的证据
，但最后把火灾原因确定下来，还必须有当事人和见证人的
陈述材料作为佐证。只有当时现场勘查和技术定的发火源同
各种调查材料完全一致时，火灾原因才能最后确定。因此，
搞好综合分析十分重要。 

 



 在综合分析时，应对调查访问、现场勘查和技术鉴定
取得的材料进行科学的综合分析和慎重推理，排除那
些缺乏事实根据、与实际情况有出入的原因，肯定确
凿证据，要做到认定有据，否定有理，正面能认定，
反面推不倒。总之，森林火灾发生原因的最后确定要
严肃慎重，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防止主观、轻率
下结论。 

 



三、森林火灾调查与评估程序 

（一）调查准备阶段 

 1.成立森林火灾调查小组 

 2.明确森林火灾调查小组权限 

 3.做好森林火灾调查技术准备 

 



（二）实施调查阶段 

 采用科学的方法与技术对森林火灾发生
的原因、造成的损失进行现场调查、取
证，为灾后事故处理以及灾后森林恢复
提供依据的工作过程。 

 



（三）灾后处理阶段 

 根据森林火灾调查取证结果，对森林火
灾原因、损失以及森林火灾责任进行明
确，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有关责任人
进行处理及灾后森林进行恢复的过程。 

 



（四）火灾档案管理阶段 

 将自森林火灾发生后，对森林火灾调查
、取证、处理等工作中形成的各种报告
、文书等进行归档管理的工作过程。 

 



第三节 森林火灾痕迹特征 



一、地表可燃物的燃烧程度 

 1.蔓延速度与燃烧程度 

通常，蔓延速度的大小顺序是： 
 火头＞火翼＞火尾；顺风火＞侧风火＞逆风火； 

    上山火＞下山火； 

同等条件下，地表可燃物的烧损程度、“
花脸率”与蔓延速度的排序相反，即： 

 火头＜火翼＜火尾；顺风火＜侧风火＜逆风火； 

    上山火＜下山火； 

 



2.地形与燃烧程度 

（1）坡度对林火蔓延的影响 

 随着坡度的增加，上山火速度加快，但火对树
木的损害程度则逐渐降低。 

 西南坡接受阳光的时间长，温度最高，湿度最
低，土壤和植被较干燥，容易发生火灾，并在
火灾发生后蔓延速度较快。 

 植被的垂直分布是林火能否形成树冠火的关键
因素 

 



3.森林自燃 

 自热自燃：引起可燃物燃烧的热量是森
林可燃物自身的热效应，所以又称为自
热自燃。 

 受热自燃：是由于外界热源的引入使得
可燃物温度升高至燃点而发生自行燃烧
的现象，这是使森林着火最普遍的一种
方式。 



二、树干受火作用痕迹 

 顺风蔓延的火灾树干的背风面形成旗状上
升火苗，这种现象称为“片面燃烧”。 

 由于片面燃烧，过火林地树木的背风面的
烧黑高度总是高于迎风(火)面。 

 如果没有发生片面燃烧，地表火的火焰会
引燃迎火面树干基部的树皮或附生物，留
下烧黑或烧焦痕迹，树干下烧黑痕迹明显
的一侧指示的则是来火方向（迎火面）。 



 熏黑高度是指森林可燃物燃烧所释放的烟雾颗
粒附着在树干上的高度； 

 烧黑高度则是指地表可燃物燃烧的火焰致使树
干上的附生物及树皮等燃烧后，留下的痕迹所
达到的高度。 

 绝大多数情况下，熏黑高度比烧黑高度要高。 

 以大多数树干的烧黑痕迹来判断林火的蔓延方
向更为准确 

 



三、山地树干基部的火疤 

 上山火火焰受到山坡上树干的阻挡，会
绕到大树的树干背火面形成“涡旋”，
加上此处枯枝落叶较厚且含水量低，“
涡旋”很快就变成了“火涡”，并在树
干背火面形成痕迹明显的“火疤”，严
重者甚至可以烧出一个黑洞。 



四、树冠被烧（焦）痕迹 

 当地表火转变为树冠火的时随着火的蔓
延和发展，蔓延方向上的树冠被烧高度
逐渐增高。 



五、灌木、幼树枝条的倾斜方向，倒木、
树桩过火痕迹 

 灌木和幼树过火后，没有被烧断的枝条
朝着火灾蔓延方向倾斜、弯曲。 

 倒木或树桩过火后，通常只有一侧被烧
，留下“鱼鳞疤”。被烧的一侧指示来
火的方向。 

 



六、杂草倒伏的方向、杂草丛、灌丛被烧
痕迹 

 被烧断的草梗大多朝着来火的方向倒伏
。 

 被烧毁残留的杂草、灌木茬形成斜锥状
，斜面朝向来火的方向，通常被烧毁的
一侧便是来火的方向。 

 



七、岩石被熏黑痕迹、其他残留物痕迹 

 孤立的、露出地面的岩石(但不是一面石
崖或石壁)过火后，熏黑的一次指示的是
来火方向。 

 火烧迹地内残留物，来火方向的一面被
烧程度重于其他面。 

 



第四节  林火起火点的查找方
法和步骤 



一、初步确定起火范围 

 根据现场勘验情况确定 

 根据证人证言确定 

 注意及时展开，尽量缩小范围 



二、确定起火点 

 根据证人证言确定 

 根据起风时的风向、风力查找起火点 

 根据火灾现场周围环境查找起火点 

 根据现场痕迹确定起火点 



常用的方法： 

（1）离心法（辐散法）：由初步确定的起
火范围（中心）向四周（外围）进行勘
查，又可称为辐散法。 

（2）向心法（辐合法）:由火烧迹地外围
向中心逐步缩小范围的一种查找方法称
为向心法，又可称为辐合法。。 

（3）分片分段法：根据初步确定的起火范
围分片分段地进行勘查。 



三、燃烧痕迹、残留物特征与起火点查找
方法的结合 

 林火向四周蔓延的速度不同，据此可以
把火的蔓延区分为顺风火、侧风火和逆
风火，把一个完整的火场区分为火头、
火尾和火翼几个特征各异的部分. 

 蔓延速度越快，燃烧程度越轻；蔓延速
度越慢，燃烧程度越重。 

 

 



四、起火点查找应重点观察的对象 

 火场附近是否有寺庙，是否是坟墓区，是否有
坟头，判断林火是否由烧香或燃放鞭炮引起； 

 查看火场附近是否有道路，判断是否机动车辆
喷火漏火，是否是某些人员在路边点火； 

 查看火场附近是否有农田、果园、牧场等，判
断是否烧田埂、烧秸秆或烧牧场等引起的； 

 



 查看火场附近是否有工矿作业点，如烧炭、烧
窑、采石场等，判断是否工矿作业引起； 

 查看火场附近是否有新鲜的罐头盒、饮料瓶、
篝火堆等痕迹，判断是否野炊引起； 

 查看火场附近是否有高压线，判断是否在高压
线断开点或是否短路引起的林火； 

 查看火场附近是否有树干或树枝被劈裂，结合
天气状况，判断是否是雷击火引起林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