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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一级消防工程师《综合能力》百点通

强化1消防法、刑法、61号令及消防管理相关

【1】重点单位特别消防安全职责（向所在地救援机构申报，确定归口管理职能部门）：①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②建立消防档案，

确定重点部位+防火标志+严格管理;③每日防火巡查+记录；④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公共聚集场所：①告知承诺制+地方救

援机构审查;②不采用承诺制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检查。

【2】《消防法》罚款：⑴500以下（个人）：①破坏设施、器材；②占用防火间距；③影响消防车通行；④妨碍安全疏散。（2）

500-2000（责任人）：人密场所用坏产品。（3）1000-5000（单位）：电器产品、燃气用具违反规定。⑷5000以下（建设单位）：

未在验收后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5）5千-5万（单位）：①设施、器林标志违规；②）人密坏产品；③人密门窗设障

碍；④隐患不清除；⑤易燃易爆与居住建一起；⑥第（1）点所有行为。（6）1万~5万（责任人）:技术服务机构不具备从业条件或

出具虚假文件。（7）5万-10万（单位）：同（6）。（8）1万以下（责任人）：服务机构不按标准开展活动。（9）5万以下（单

位）：同（8）。（10）1万-10万（单位）：降低工程质量。（11）3万-30万（单位）：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抽查、公众聚集（承

诺不符、未经许可）。

【3】《消防法》拘留：（1）严重≤5日拘留/轻处警告或≤500元:违规进入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及使用明火。⑵严重处5-10日拘留:

人密工作人员不组织疏散。（3）严重10-15日拘留且≤500元/轻处警告或≤500元:①指使或强令他人冒险作业；②过失引起火灾；

③阻拦报警/负责人不报警；④查封地擅自使用；⑤故意破坏/伪造现场；⑥扰乱秩序/拒不执行指挥员指挥。

【4】《刑法》相关

罪名 行为 立案标准 刑罚

失火罪 行为人的过失引起火灾 10户+2森4林+50+13 3-7年；3年（轻）

消防责任事故罪 违法+拒改+严重后果 131 3年；3-7年（特别严重）

重大责任事故罪 违规 3年；3-7年（特别恶劣）

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 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 5年以下，5年以上（特别恶劣）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 设施或条件不合规 3年；3-7年（特别恶劣）

大型群众性活动重大安全事故罪 131 3年；3-7年（特别恶劣）

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 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 5；5-10（特别严重）

【5】《高层民用建筑管理规定》：（1）罚款（经营单位或个人2000-10000元;非经营单位或个人500-1000元）:动火+户外装饰碍救

援+坏保温+消控室值班+无消防队伍+停用设施+公共区停车充电。

【6】消防安全责任人职责：①贯彻执行消防法规;②统筹安排,批准工作计划;③提供经费和组织保障；④批准操作规程;⑤建立专职、

义务消防队；⑥组织防火检查,督促落实隐患整改,及时处理涉及安全重大问题；⑦组织理预案并实施演练；⑧大型商业:建立例会制

度、定期召开例会。

【7】消防安全管理人职责：①拟定工作计划,组织实施日常安全管理工作；②拟定资金投入和组织保障方案；③制订消防安全制度

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④组织管理专职和义务消防队；⑤组织实施防火检查（大型商业:防火巡查）和隐患整改工作；⑥组织

开展宣传教育和培训、（大型商业:拟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组织应急疏散预案实施和演练;⑦组织实施设施、器材和安全标志的

维护保养；⑧定期向责任人报告安全状况；⑨大型商业：建立消防档案，确定重点部位设置安全标识。

【8】消防安全制度：（1）最根本:消防安全责任制。（2）人:①教育、培训；②值班；③专职和义务消防队；④考评和奖惩。⑶物:

①疏散设施；②器材维护；③易燃易爆危险品防爆；④燃气和电气（防雷防静电（4）行为:①检查、巡查；②隐患整改；③用火用

电；④预案演练。

【9】重点部位确定：（1）容易发生火灾:化工生产车间、电焊气割操作间、化验室、汽车库、液化石油气瓶或储罐、氧气站、乙炔

站、氢气站。（2）有重大影响:变配电室、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3）影响全局的:发电站、变配电站（室），通信设备机房、

生产总控制室、电子计算机房、锅炉房、档案室。（4）财产集中:原料、成品的仓库、货场、实验室，车间、仓库等。（5）人员集

中:礼堂、托儿所、集体宿舍、医院病房。

【10】防火巡查内容：①用火用电有无违章；②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是否完好；③消防设施安全标

志是否在位完整；S）常闭防火门是否处于关闭状态，防火卷帘下是否堆放物品；⑤重点部位人员在岗情况；⑥其他消防安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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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重大隐患直接判定：边地的老同志们辛苦了+一级站+人密易燃易爆【注】综合判定要素（排除法）。

【12】宣传教育和培训内容：（1）有关消防法规、安全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2）本单位、本岗位的火灾危险性和防

火措施。（3）设施性能、灭火器材使用方法。（4）报火警、扑救初起火灾及自救逃生的知识技能。（5）公众聚集还包括组织、引

导在场群众疏散的知识和技能。

【13】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1）组织机构（灭火行动+通讯联络+疏散引导+安全防护救护组）。（2）报警和接警。（3）应急疏

散（4）扑救初起火灾。（5）通讯联络、安全防护救护程序和措施。

【14】《消控室通用技术要求》：（1）应急程序：接警报后立即以最快方式确认→转自动同时拨打119→立即启动应急疏散预案同

时报告负责人。（2）管理：①每日24h+≥2人;②日常维护理应符合建筑消防设施维护管理要求；③不得将处于自动状态的设在手动

状态；④储水设施水量充足、用电设备的配电柜开关处于自动（接通）位置。

【15】消防档案：⑴消防安全管理情况：记录+法律文书。（2）消防安全基本情况：排除法。

【16】《大型商业》餐饮场所：（1）集中布置。（2）用餐区域不得使用明火,开放式食品加工区应用电加热。⑶厨房：靠外墙+2h

隔墙+可燃气体报警装置+排油烟罩及烹饪部位设联动切断燃气输送管道的自动灭火装置。⑷燃料：①严禁液化石油气+甲乙类液体燃

料；②天然气作燃料时：采用管道供气;地下且S〉150m²或座位数〉75座不得使用燃气。（5）炉灶、烟道与可燃物隔热/散热保护。

【17】《大型商业》消防队伍：（1）专职：S总>50万㎡。（2）志愿：3min到场。（3）微型消防站：①S总≥20万㎡至少2个;②≥6

人/组,消控室值班人不兼任；③技能训练：每月≥0.5天、每年轮训≥4天、岗位练兵≥7天;④位置：负一/首层（整体服务）,专用

房间/与消控室合用；⑤多个微型消防站：定一名总站长。

【18】消防安全管理时间汇总：（1）防火巡查：①活动前2h：大型群众活动；②2h/次:公众聚集营业期间、《大型商业》和《高层

民用》的公众聚集;;③每日:重点单位、《大型商业》和《高层民用》其他;④夜间加强:医院、养老院、寄宿学校、托幼；⑤夜间结

合实际:其他重点单位、《大型商业》。（2）防火检查：①活动前12h内:大型群众活动；②每半年:《大型商业》设施联动;③每季

度:机关、团体、事业单位；.④每月:其他单位、《大型商业》设施单项、《高层民用》高层住宅;⑤每半月:《高层民用》高层公建。

（3）培训：①每半年:公众聚集;、《大型商业》、《高层民用》公建;②每年:重点单位、《高层民用》高层住宅。（4）演练预案：

①每季度:火灾高危单位、《高层民用》分预案;②每半年:重点单位、《大型商业》.、一《高层民用》超高公建;③每年:其他单位、

《大型商业》S>10万m²与救援机构联合开展、《高层民用》除超高外的高层民用+高层住宅疏散。（5）其他时间：①单位结合实际

憩专项演练预案；②《高层民用》每年安全评估。

强化2建筑防火

【1】火灾危险性分类：

（1）油类：甲类：①汽油;②植物油加工厂的浸出车间、石脑油。乙类：煤油、松节油、松针油、溶剂油、樟脑油（固体松香、樟

脑）。丙类：①闪点≥60℃的柴油,润滑油，机油,重油；②焦化厂焦油厂房，甘油、桐油的制备厂房，油浸变压器室，机器油或变

压油灌桶间，润滑油,沥青加工厂房；③动物油，植物油，植物油加工厂的精炼部位;④香料厂的松油醇部位和乙酸松油脂部位。

（2） 生产为丙类，储存为乙类的物品：桐油织物，漆布及其制品，油布及其制品，油纸及其制品，油绸及其制品厂房。

（3）易燃气体：1）甲类：①氢，电解水或电解食盐厂房;②甲烷，天然气、石油伴生气、水煤气或焦炉煤气的净化（如脱硫）厂房

压缩机室及鼓风机室；③液化石油气,,液化石油气灌瓶间，石油气体分储（或分离）厂房，石油伴生气；④硫化氢（H2S）；⑤环氧

乙烷，乙烯，醋酸乙烯，丙烯，丁二烯，氯乙烯，乙炔。2）乙类：氨气，氨压缩机房,一氧化碳、炉煤气。

（4）助燃气体（乙类）：氧气（站）、空分厂房、氟气，液氯。

（5）氧化剂：1）甲类：氯酸钾，氯酸钠，次氯酸钙厂房,过氧化钾，过氧化钠，过氧化氢，硝酸皴。2）乙类：硝酸铜，铭酸，亚

硝酸钾，重铭酸钠，铭酸钾，硝酸，硝酸汞，硝酸钻，发烟硫酸，漂白粉（次氯酸钙），高锰酸钾，甲酚。（7）可燃固体（丙类）：

造纸厂备料、干燥车间,棉、毛、丝、麻及其织物,针织品厂房，服装加工厂房,纺织、印染、化纤生产的干燥部位，天然橡胶及其制

品，木工厂房,印刷厂的印刷车间,饲料加工厂房，电视机、收录机等电子产品。

（7）配电室：1）丙类：配电室（每台装油量〉60kg的设备）。2）丁类：配电室（每台装油量≤60kg的设备）。

【2】工业建筑火灾危险性判定按较小确定：（1）危险性较大部分所占面积〈每层或防火分区面积5%+有效防火措施。（2）针对丁、

戊类厂房特例：①油漆工段所占面积〈每层或防火分区面积10%+有防火措施;油漆工段所占面积≤防火分区面积20%+封闭喷漆+保持

负压+气体探测报警或自动抑爆。

【3】丁戊仓库判定为丙类:①可燃包装重量〉物品本身重量1/4；②可燃包装体积〉物品本身体积1/2。

【4】建筑高度计算：（1）①女儿墙的高度,不需要计入建筑高度；②局部突出辅助用房占屋面S≤1/4者,可不计入建筑高度。（2）

住宅建筑：设置在底部且室内H≤2.2m的自行车库、储藏室、敞开空间，室内外高差或地下室的顶板面高出室外设计地面H≤1.5m的

部分，可不计入建筑高度。

【5】建筑分类：（1）住宅建筑：①H≤27m为单多层；②27m〈H≤54m为二类高层；③H〉54m为一类高层。（2）-类高层公共建筑：

①H>50m；②H〉24m以上任一楼层1000㎡商、展、电、由队财和其他多种功能组合建筑（公建+公建）③H〉24m：医疗、独立建造的

老年人照料设施，重要公共建筑、藏书〉100万册的图书馆、书库。。

【6】厂房最低耐火等级：二级厂房建筑：①高层厂房；②地下厂房；③甲乙类厂房（单层独立且S≤300㎡为三级）；④使用或产生

丙类液体厂房（单层且S≤500㎡为三级）；⑤有火花、赤热表面、明火丁类厂房（单层且S≤1000㎡为三级）；⑥锅炉房（燃煤且总

蒸发量≤4t/h为三级）。

【7】仓库最低耐火等级要求:三级仓库建筑：①单层乙类仓库；②多层丙2项仓库:;③单层丙类仓库；④多层丁戊类仓库（特例：甲

类3、4项仓库最低一级）。

【8】民用建筑最低耐火等级要求：①一级：地下建筑，一类高层;②二级：二类高层，单多层重要公共建筑。

【9】建筑构件耐火极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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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构件耐火极限及燃烧性能的调整：⑴楼板：①H〉100m建筑的楼板≥2.00h（民用）；②二级+多层+住宅/厂房（仓库）+预应

力钢筋混凝土楼板少0.75h（工业+民用）。（2）防火墙（工业）：甲乙类厂房+甲乙丙类仓库内防火墙≥4.00h。（3）非承重外墙

（工业）：除甲、乙类仓库和高层仓库外，一二级建筑的非承重外墙,不燃性墙体≥0.25h或难燃性墙≥0.50h。（4）吊顶：二级建

筑采用不燃材料的吊顶耐火极限不限（工业+民用）。

【11】厂房防火分区面积和仓库占地面积/防火分区面积（耐火等级-层数-单层-多层-高层-地下

【12】民用建筑防火分区面积：（1）一般情况：①一二级高层：1500；②一二级单多层：2500；③三级单多层：1200；④一级地下：

500,设备用房1000。（2）营业厅、展览厅特殊调整：①一二级+自灭+报警+不燃、难燃装修;②高层：4000；③单层或也多层首层：

10000；④地下一二层（一级）：2000。

【13】防火分区调整：（1）民用+厂房全部设自灭→增加1.0倍（地下丁戊类厂房面积可不限）；局部设自灭→局部增加1.0倍。（2）

仓库全部设自灭→占地面积、防火分区面积增加1.0倍（除冷库外）,无局部增加1.0倍的规定。

【14】S>20000㎡的地下或半地下商业营业厅的连通方式：⑴内部区域分隔：采用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和≥2.00h楼板分隔为多个S≤

20000㎡的区域。（2）相邻区域确需局部水平或竖向连通要求：①防火隔间：≥3h+≥4m+≥6㎡（建筑面积）+双甲+A+仅通行；②避

难走道：≥3h+≥1.5h+2口（特殊1口）+≤60m+A+≥6.0㎡（使用面积）（前室设机械防烟<30m+<60m）+甲乙门+笑（消）话照播+≥

5.01X（特殊10.0lx）；③下沉式广场：≥13m+≥169㎡（净面积）+≥1部+≥25%+≥1.0m+60%；④防烟楼梯间：双甲门。

【15】建筑缝隙防火封堵：①封堵材料：矿物棉;②表面覆盖：有弹性的防火封堵材料;③高度/厚度：≥200mm,幕墙与防火墙的填塞

厚度≥墙体厚度:;④幕墙、空腔、变形缝，设置承托板,厚度≥1.5mm。

【16】公共建筑平面布置与防火分隔：（1）营业厅、展览厅：①不应≤-3；②甲乙不地下，甲乙不民用。（2）儿童活动场所：①

一二3,不应地下;②单多层宜/高层应设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③2+1+乙。（3）医院和疗养院的住院部分:①不应地下;②相邻

护理单元2+乙（走道防火门常开）。（4）电影院、剧场、礼堂：①不应≤-3；②附设时，≥1个独立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③2+甲;

④≥4层:一个厅室宜S≤400㎡,且疏散门≥2个。⑸观众厅、会议厅、多功能厅：①不应≤-3；②≥4层:一个厅室宜S≤400㎡,且疏散

门≥2个。（6）歌舞娱乐游艺放映场所：①不应≤-2,-1时，地坪的高差≤10m；②2+1+乙；③地下或≥4层：一个厅室应S≤200㎡。

（7）老年人照料设施：①一二级不宜〉32m,不应〉54m,三级2层，合建时宜在下部;②2+1+乙；③老年人公共活动用房、康复与医疗

用房可-1层，地下或≥4层：每间用房S≤200㎡且使用人数≤30人。

【17】工业建筑平面布置与防火分隔：（1）甲乙不入地下。（2）员工宿舍：严禁设在厂房、仓库内。（3）办公室、休息室：①不

应设在甲乙类厂房内,可贴邻（≥3.00h防爆墙+办公室、休息室≥二级+独立安全出口）；②严禁设在甲乙类仓库内,且不应贴邻;③

设在丙类厂房内：≥2.50h+1.00h+乙+至少1独立出口;④设在丙丁类仓库内：≥2.50h+1.00h+乙+独立出口。⑷中间仓库：①靠外墙，

尽量设置直通室外的出口；②）甲乙类：≤一昼夜的量+≥4.0h防火墙+N1.5h；③丙类：≥4.0h防火墙+1.5h。⑸丙类中间储罐：≥

3.00h+≥1.5h+≤5m³+甲。⑹变、配电站：供甲、乙类厂房专用的≤10kV变、配电站+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分隔→可一面贴邻。

【18】设备用房平面布置与防火分隔：（1）燃油/燃气锅炉房：①1、-1层;②常/负压:可（-2层）或屋顶（燃气≥6m）；③≥

2.00h+≥1.50h+甲;④储油间：≥3.00h+甲+≤lm³；⑤燃料管道：手动、自动切断阀；⑥疏散门直通室外或安全出口;⑦上一层、下

一层或贴邻不应为人密场所。（2）柴油发电机房：①1、-1、至层;②≥2.00h+≥1.50h+甲;

②储油间：≥3.00h+甲+≤lm³；④上一层、下一层或贴邻不应为人密场所。⑶油浸电力变压器:：①1、-1层（干式可-2层）；②≥

2.00h+≥1.50h+甲;③疏散门直通室外或安全出口；④上一层、下一层或贴邻不应为人密场所。（4）消防控制室：①1、-1层，宜靠

外墙;②≥2.00h+≥1.50h+乙（人防为甲）；（D疏散门直通室外或安全出口。（5）消防水泵房：①不应≤-3层或△H〉10m；②≥

2.00h+≥1.50h+里；③疏散门直通室外或安全出口。（6）灭火设备室：≥2.00h+≥1.50h+乙。,（7）变配电室、通风空气调节机房：

①≥2.00h+≥1.50h+里；②丁戊类厂房内的通风机房：≥1.00h+≥0.50h+甲。

【19】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1）高层：①宾馆饭店的客房及公共用房、办公场所：1A（一二类）；②电、财、

由队播、调、灾：2A（一类）、1A（二类）。（2）地下：①观众厅、会议厅、多功能厅、等候厅、商店营业厅：3A；②宾馆饭店的

客房及公共用房：1A；③餐饮：3A.

【20】建筑保温防火：（1）人密场所内、外保温：全A。（2）无空腔外保温：①公共建筑：24/50划分（B2、B1、A）；②住宅建筑：

27/100划分（B2、B1、A）。（3）有空腔外保温：24划分B1、A）。（4）组合建造老年人照料设施部分S总＞500㎡+独立建造:老年

人部分内、外墙体+屋面为A级。（5）防护层（A级）:①内保温：B1级→厚度≥10mm；②外保温：B1、B2级→首层厚度≥15mm；其它

层厚度≥5mm；③屋面外保温：B1、B2级→厚度≥10mm。（6）装饰层（A级）:H≤50m时,可采用B1级。（7）屋面外保温：屋面板≥

l.00h保温材料≥B2级。（8）防火隔离带：①高度≥300mm；②宽度≥500mm（屋面）。（9）外保温为A级保温材料、B1_且公建H≤

24m/住宅H≤27m的外墙门、窗耐火完整性可低于0.5h。（10）空腔防火封堵：外保温与基层墙体、装饰层之间的空腔，应在每层楼

板处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21】建筑防爆减轻性技术措施：：①矩形布置；②总控制室应独立,间距≥25m；③分控制室采用≥3.00h防火隔墙时可贴邻,面向

爆炸危险区域的一侧应采用防爆墙;④有爆炸危险的甲、乙类生产部位,宜设在单层靠外墙或多层顶层靠外墙的泄压设施附近;⑤有爆

炸危险甲、乙厂（仓）,独立+敞开或半敞开式+承重结构采用钢筋混凝土或钢框架、排架结构;⑥有爆炸危险区域与连通处设置门斗

（2+双甲门+错位）;⑦有爆炸危险的厂房,应设泄压设施:；⑧泄压设施材质：≤60kg/㎡的轻质屋面板、轻质墙体:,应采用安全玻璃

等爆炸时不能产生尖锐碎片的材料。

【22】采暖系统防火防爆：（1）甲乙类厂房和库房严禁采用明火和电热散热器供暖:。（2）散发可燃粉尘、可燃纤维厂房：散热器

表面平均温度≤82^°C,其中输煤廊的采暖热水器≤130°C。

【23】通风与空调系统防火防爆：（1）甲乙类厂房内的空气不应循环。（2）丙类厂房内有燃烧或爆炸危险粉尘、纤维的空气，循

环前要净化处理，空气含尘浓度〈爆炸下限的25%。（3）锅炉房机械通风量：①燃油：正常≥3次/h,事故≥6次/h；②燃气：正常≥

6次/h；事故≥12次/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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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3安全疏散

【1】人员密度（人/㎡）：⑴商店营业厅建材家具和灯饰按30%确定。（2）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①录像厅取1.0；②其他取0.5。

【2】疏散宽度指标（m/百人）：（1）厂房：≥4层取1；（2）除电、剧、礼、体育外的公建：①地上：-二级+≥34层取1次②地下：

高差≤10m取0.75；高差〉10m+人密、歌娱场所（含商店营业厅、证券营业厅等）取1。

【3】最小净宽度：（m）：（1）厂房：疏散门和安全出口0.9、首层外门顼、疏散楼梯口_、疏散走道1.4。（2）民用建筑注意部位

【4】疏散距离指标（m）：（1）厂房：1）甲类:单30、多25；2）乙类:单75、多50、高30；3）丙类:①一二级单80、多60、高40、

地下30；②三级：单60、多40。（2）一二级民建房间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直线距离（两个安全出口之间-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室内至

疏散门）:①托、幼、老:25-20；②歌舞娱乐:25-9；③高层病房:24-12；④高层（医疗、教学、旅馆、展览）：30-15；⑤高层其

他:40-20；⑥单多医疗:35-20；⑦单多教学:35-22；⑧单多其他:40-22。

【5】民用建筑疏散距离特殊调整：（1）距离调整：①设自喷均可+25%；②敞开式外廊：疏散门至安全出口+5m；③房间门至敞开楼

梯间：两个楼梯间之间-5m,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2m。（2）楼梯间在首层直通室外有困难：①采用扩大的封闭楼梯间或防烟楼梯间

前室；②≤4层且未采用扩大封闭楼梯间或防烟楼梯间前室,可将直通室外的门设在离楼梯间≤15m处。（3）一二级+≥2出口的特殊

场所（观、展、餐、营、开敞区域）:①室内至出口≤30m；疏散门不能直通室外或楼梯间时用≤10m走道；③设自喷均可+25%。

【6】工业建筑安全出口:（1）厂房1个安全出口条件：①甲类每层:S≤100㎡+≤5人;②乙类每层:S≤150㎡+≤10人;③丙类每层:S≤

250㎡+≤20人;④丁、戊类每层:S≤400㎡+≤30人;⑤地下每层:S≤50㎡+≤15人。（2）仓库1个安全出口条件:①占地面积S≤300㎡；

②防火分区S≤100㎡（可1个出口）；③所有地下：S≤100㎡。【注】仓库通向疏散走道或楼梯的门应为乙级防火门。（3）厂房/仓

库借用：地下防火分区安全出口可1直通+1借用（防火墙+甲门）。

【7】民用建筑可设1个安全出口条件：⑴公建：①地下设备间防火分区S≤200㎡；②地下除歌娱场所外:防火分区S≤50㎡+≤15人;

③一二级+防火墙+甲门分隔+借用≤30%总净宽度:S〉1000㎡直通室外安全出口≥2个、S≤1000㎡直通室外安全出口≥

1个。（2）住宅：①H≤27m：S≤650㎡+≤15m；②27m<H≤54m：S650㎡+10m+直通屋面且连通+乙级户门。

【8】公建可设1个疏散门条件：（1）地上两个安全出口之间或袋形走道两侧：①老、托、幼（S≤50㎡）；②医疗、教学（S≤75

㎡）；③其他（S≤120㎡）。（2）地上走道尽端（老托幼学医除外）:①S≤50㎡+门净宽≥0.90m；②房内至疏散门≤15m+S≤200㎡

+门净宽≥1.4m。（3）歌娱场所：S≤50㎡+≤15人。（4）地下：①设备间（S≤200㎡）；②其他（S≤50㎡+≤15人）。

【9】疏散门设置要求：⑴相邻两个疏散门最近边缘之间≥5m。（2）疏散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且为平开门,≤60人且每樘门≤

30人方向不限（除甲、乙类生产车间外）。（3）丙、丁、戊仓库首层靠墙外侧可采用推拉门或卷帘门。

【10】疏散楼梯间选择：（1）公建：1）防烟楼梯间：①一类高;②H〉32m二类高;③H〉24m老照。2）封闭楼梯间：①H≤32m二类高；

②未与敞开式外廊直接相连的特殊多层：医、旅、老、商、歌、图、展、≤6层;③裙房（无洞口防火墙分隔）。3）敞开楼梯间：其

他。（2）住宅：1）防烟楼梯间：H>33m。2）封闭楼梯间：①21m<H≤33m；②H≤21m+电梯井相邻布置。3）敞开楼梯间：①21m<H≤

33m+户门≥乙级;②H≤21m+与电梯井相邻布置+户门≥乙级；③H≤21m。（3）工业建筑：1）厂房：①防烟楼梯间：H〉32m+任一层〉

10人;②封闭楼梯间：常规高层和甲乙丙多层;③敞开楼梯间：丁戊多层。2）仓库：①封闭楼梯间：高层和多层（室内直通疏散楼梯

+乙门）；②敞开楼梯间：多层（其他）。（4）地下：①防烟楼梯间:高差〉10m或≥3层；②封闭楼梯间：其它。

【11】疏散楼梯间设置要求：（1）封闭楼梯间疏散门形式：①高层、人密公建、人密多层丙厂、甲乙类厂应为乙级②其他可用双向

弹簧门。（2）防烟楼梯间疏散门应为双乙门。⑶封闭、防烟共同要求:：①封闭、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不应设卷帘,禁止设置可燃气

体和甲乙丙类液体管道及可燃材料储藏室、垃圾道等障碍物；②首层直通室外可采用普通门；③地下与地上分隔：≥2h隔墙+乙门。

【12】各类前室使用面积总结：

【13】避难层（间）设置要求：（1）基本要求：①H〉100m公建净面积宜5人/㎡；②灭火救援场地地面与第一个避难层（间）高差

≤50m,避难层之间≤50m；③分隔：≥2h（楼板）+乙外窗。（2）避难层兼作设备层：①设备管道区：≥3h隔墙分隔;②管道井和设

备间分隔：≥2h隔墙+甲门（直接）+与避难层区出入口≥5m；③易燃、可燃液体或气体管道应集中布置（避难间不应布置）。

【14】避难间：⑴病房楼：①条件：H〉24m；②部位：≥2层的病房楼层和洁净手术部;③服务的护理单元≤2个;④净面积≥25㎡/护

理单元;⑤不能兼用：防烟楼梯间前室和合用前室。（2）老照：①条件：≥3层+S总〉3000㎡（含其他建筑内）；②部位:≥2层各层

老照部分;③每座楼梯间相邻部位设1间（至少2个），但与安全出口直连的开敞式外廊、与疏散走道直连且符合避难要求的室外平台

时可不设避难间;④净面积≥12㎡；⑤不能兼用：合用前室。（3）共性要求：①分隔：≥2h隔墙+甲门;②应设消防专线电话和应急

广播；③自然通风（≥2%）或机械加压（≥1%）+乙级外窗。

【15】裙房：（1）应采用封闭楼梯间。（2）与高层主体之间设防火墙:①防火分区可按单多层确定；②疏散楼梯可按多层确定。

（3）与高层主体之间设不开口的防火墙:疏散宽度指标及距离可按单多层确定。（4）可不设消防电梯，当用作老照且满足应设置消

防电梯条件的除外。（5）除以上规定外，其他防火要求应符合有关高层民用建筑的规定

强化4总平面布局和消防救援

【1】消防车道：⑴应设消防车道：①民用建筑：高层民用、体育馆＞3000座、会堂＞2000座、单多商展S占地〉3000㎡②工业建筑：

高层厂房、S占地〉3000㎡甲乙丙厂、S占地＞1500㎡乙丙仓③沿街L＞150m或L总〉220m,应设穿过建筑物的消防车道。（2）消防车

道设置要求：①距取水点≤2m,距建筑外墙≥5m；②净高、净宽度≥4.0m,坡度≤8%；③回车场：≥12mx12m、高层≥15mx15m。

【2】消防救援操作场地：①H〉50m：一条长边或L≥1/4周长且≥建筑长边（连续布置），长度X宽度420m＞＜10m；②H≤50m,可间

隔布置，总长度同前条，布置间隔≤30m,长度X宽度≥15mxl0m；③裙房进深≤4m,旦坡度≤3%；④距建筑外墙5m≤L≤10m。

【3】救援窗设置要求：①净宽度X高度≥1mx1m,下沿距地≤1.2m；②每层应设,间距≤20m,每个防火分区≥2个。

【4】消防电梯：⑴设置范围：①住宅：H＞33m；②公共建筑：-类高层、H〉32m二类高层、25层且S总＞3000㎡的老年人照料设施；

③工业：H〉32m且设置电梯的高层厂房（仓库）；④地下：地上应延伸至地下、埋深〉10m且S总〉3000㎡的其他。（2）设置要求：

①每个防火分区≥1台;②首层至顶层≤60s；③内部为不燃装修;④与相邻电梯井、机房之间≥2.00h+甲级门;⑤前室的门为乙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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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设卷帘;⑥首层直通室外或经过长度≤30m的通道通向室外;⑦应能每层停靠.（包括地下室各层）。

【5】防火间距：（1）工业建筑之间与单多层民用建筑之间：防火间距=Max（起步价）+（A+B-4）x2；【其中起步价：高层13,甲类

12,其他10；A、B：一二级取2,三级取3,四级取4】。（2）甲乙类厂房（仓库）与高层民用（重要公共建筑）≥50m,除高层外≥25m。

（3）甲乙类厂房与明火地点≥30m。（4）高层民用：①与一二级裙房和其他民用＞9m；②与高层民用≥13m。（5）H〉100m超高民

用以上所有距离都不应减小。

强化5电气防火

【1】照明灯具检查：⑴卤素灯、60W以上白炽灯不应设在：①火灾危险性场所；②可燃材料和可燃构件上（含60W）。（2）嵌入顶

棚内的灯具灯头引线用≤lm柔性金属管保护。（3）卤钨灯和额定功率≥100W白炽灯泡的吸顶灯、槽灯、嵌入式，引入线应采用瓷管、

矿棉等不燃材料作隔热保护。（4）可燃材料仓库：不应使用高温照明灯具（卤钨灯等）+发热部件需隔热防火。（5）开关、配电箱

应设在仓库外且应安装在≥B1级材料上。

【2】消防用电负荷：⑴特级负荷（双重电源+应急电源）：①H≥150m超高层公建;②特级体育建筑。（2）-级负荷（双重电源、一

路市政电源+自备电源/应急电源）：①〉50m乙丙厂房、丙库房；②一类高民用。

【3】消防电源供配电：（1）备用电源（自备应急发电机组）：-二级负荷设自动和手动启动装置并在30s内供电,高压发电机组60s

内供电。，⑵供电方式：消防水泵、消防电梯、消控室采用放射式供电;防排烟风机、防火卷帘、消防排水泵采用放射式或树干式供

电。,（3）电源自动切换：①设备机房内最末一级配电箱处（自动切换装置）：消控室、水泵房、防排烟风机房的消防用电设备、

消防电梯等渗消控室内:消控室两路低压电源;③每个防火分区配电间内:其它。（4）配电线路保护：短路保护（需要）、剩余电流

动作保护（不能）、过、欠电压保护（不能）、过负荷保护装置（不宜+只报警）。

【4】消防电气线路的敷设：⑴明敷（含吊顶内）:①金属导管/封闭式金属槽盒+防火保护措施；②阻燃/耐火电缆+电缆井/沟内:可

不穿金属导管/封闭式金属槽盒；③矿物绝缘类不燃性电缆可直接明敷。（2）暗敷：穿金属导管/难燃性刚性塑料导管保护+敷设在

不燃烧结构内+保护层厚度≥30mm。（3）分开敷设：①消防配电线路宜空敷设在不同的电缆井、沟内；②确有困难分别布置在电缆

井/沟的两侧且采用矿物绝缘类不燃性电缆。

强化6其他建筑场所

【1】汽车库分类和修车库分类

【2】汽、修库平面布置：①汽车库和修车库内不应设:加油机、加气机、汽油罐、液化石油气或液化天然气储罐；②地下汽车扇不

应设：修理车位、喷漆间、充电间、乙炔间和甲、乙类物品库房；③汽车库与老、幼、学、医等建筑之间：≥2h楼板完全分隔,其安

全出口和疏散楼梯应分别独立设置④设在建筑物内的汽车库（包括屋顶停车场）、修车库与其他部分、停车部位与修车部位之间，

应采用防火墙和耐火极限≥2h不燃性楼板分隔。

【3】汽车库安全疏散：⑴室内设自灭系统，其疏散距离≤60m。⑵可设一个汽车出口：①IV类汽车库；②设双车道汽车出口的III类

地上汽车库;③设双车道汽车出口、N≤100辆且S<4000㎡的地下汽车库。

【4】人防平面布置：①歌舞娱乐场所：-1F且室内与室外出入口高差≤10m且厅、室S≤200㎡；②商店：-IF、-2F,无甲乙类商品；

③不允许附设：油浸电力变压器、使用和储存液化石油气、相对密度≥0.75可燃气体燃料•，哺乳室、儿童活动场所和残疾人活动场

所;④旅店、员工宿舍：-1F且独立的防火分区+独立楼梯;⑤医院病房：-1F且室内与室外出入口高差≤10m且独立防火分区+独立楼

梯,。

【5】人防防火分隔：①消控室:、灭火剂储瓶室、柴油发电机房的储油间、可燃物>30kg/㎡的房间：≥2+≥1.5+甲；②歌舞娱乐放

映游艺场所：≥2+≥1.5+乙；③观众厅与舞台之间：≥2.5h。人防内面积〉20000㎡的地下商业营业厅的连通方式：①防火隔间：实

体防火墙+甲门（常开）；②避难走道：防火墙+双甲门+前室面积≥6㎡。

【6】汽车加油站等级分类：①二级：90＜V总＜150,V单罐≤50；②三级：V总≤90,汽油V≤30,柴油V≤50。【注】柴油容积可折半

计入总容积。

【7】加油加气站平面布局：（1）选址：一级加油站、一级加气站、一级加油加气合建站、CNG加气母站,不应建在城市中心区，不

宜建在城市建成区。（2）平面布局：①站内道路转弯半径≥9m；②站内停车位应为平坡，道路坡度≤8%,且宜坡向站外；③加油加

气作业区的停车位和道路路面不应采用沥青路面；④经营性餐饮、汽车服务等非站房所属建筑物或设施，不应布置在加油加气作业

区内；⑤工艺设备与站外建（构）筑物之间宜设≥2.2m不燃烧体实体围墙。

【8】石油化工总平面布局：（1）甲乙丙类液体仓库宜布置在地势较低的地方,地势较高处要防止液体流散°（2）乙炔、电石要布

置在地势较高处。（3）石油化工企业;全厂性的高架火炬；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区,液化石油气储罐区,可燃、助燃气体储罐区;散发可

燃气体的工艺装置、罐组、装卸区或全厂性污水处理场等设施要布置在全年最小风频上风侧。（4）消防站；消防车库、办公室、控

制室；空分站要布置在全年最小风频下风侧。

强化7消防给水和消火栓系统

【1】消防水泵安装调试与检测验收：（1）消防水泵调试：1）直接启动：自动或手动启泵时,水泵应在55s内投入正常运行且无噪声

和振动。2）切换：①备用电源切换启泵时,水泵应在1min内投入正常运行;②备用泵切换启泵时,水泵应在2min内投入正常运行。3）

特殊工况点：①水泵零流量压力≤140%设计工作压力;②出流量为150%设计工作流量出口压力≥65%设计工作压力。4）全数检查。

（2）消防水泵验收：①吸水管、出水管上的控制阀应锁定在常开位置；②水泵应采用自灌式引水方式；③水泵启动控制应置于自动

启动挡；④主、备电源，主、备泵启动和切换正常；⑤就地和远程启停功能应正常;⑥停泵时，水锤消除设施后的压力≤1.4倍水泵

出口设计工作压力；⑦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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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给水管网安装与检测验收：⑴管网试验顺序：强度试验、冲洗、严密性试验。⑵水压强度试验压力：1）钢管：①系统工作压

力≤l.0MPa,试验压力Max（1.5P,1.4）；②系统工作压力〉1.0MPa,试验压力P+0.4。2）钢丝网骨架塑料管：系统工作压力P,试验压

力Max（1.5P,0.8）。3）试验要求：①系统管网的最低点;②稳压30min后，管网应无泄漏、无变形，且压力降≤0.05MPa。（2）严

密性试验：1）水压严密性：①系统工作压力P；②稳压24h；③无泄漏。2）气压严密性：①0.28MPa（空气或氮气）；②稳压24h；

③压力降≤0.01MPa。

【3】室内消火栓系统联动控制

【4】水系统维护管理：（1）消防给水及消火栓：1）每天：稳压泵启停泵压力、启泵次数。2）每周：模拟水泵自控条件自动启泵。

3）每月：①水池、水箱水位检测;②对气压水罐压力和有效容积等检测;③手动启泵试运转一次,并检查供电电源；④系统所有控制

阀门铅封、锁链完好状况。4）每季度：①对水泵出流量和压力一次试验;②末端试水阀、报警阀放水试水阀,放水试验并检查系统启

动、报警功能以及出水情况;③消火栓外观和漏水检查。

注意与自喷系统独有区分：1）每年:对市政管网供水能力测试（水量、水压）。2）每月：①水泵接合器接口附件检查（消防给水及

消火栓为每季度）；②利用末端试水装置进行试验水流指示器;③喷头外观及备用数量检查;④模拟自控条件自动启泵。

强化8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系统组成

【2】系统工作原理和联动控制

【3】火灾危险等级划分

【4】系统的选择

【5】喷头选型：⑴无吊顶,梁下布置:直立型（湿式、干式、预作用）。（2）无吊顶,顶板下布置:直立型（湿式、干式、预作用）

或下垂型（仅湿式）。（3）有吊顶：下垂型（仅湿式）或吊顶型（隐蔽式喷头：仅用于轻危险级、中危险I级场所）。⑷顶板为水

平面的轻危险级、中危险I级：边墙型。（5）干式、预作用系统专用喷头：直立型或干式下垂型。（6）地下商业场所:快速响应洒

水喷头,系统应为湿式系统。【注】①闭式喷头公称动作温度宜高于环境最高温度30℃。②橙色57℃、红色68°C、黄色79°℃、绿

色93°C。

【6】喷头布置要求

【7】报警阀组设置要求：（1）共性要求：①喷头高差≤50m；②距地面高度1.2m；③排水立管DN100；④水力警铃警铃声强度≥

70dB（3m远处测量）。（2）个性要求：1）湿式系统：①阀组控制喷头数≤800只;②串联接入，计入湿式阀组控制总数。2）干式阀

组：控制喷头数≤500只。3）预作用阀组：控制喷头数≤800只。

【8】系统管道及相关附件设置要求：（1）水流指示器：除报警阀组控制的洒水喷头只保护不超过防火分区面积的同层场所外,每个

防火分区、每个楼层均应设。（2）末端试水装置：①每个报警阀组控制的最不利点洒水喷头处;②由试水阀、压力表以及试水接头

组成；③等同于同楼层或防火分区内最小流量系数洒水喷头;④孔口出流;排水立管管径≥75mm；⑤距地面高度宜为1.5m。（3）系统

管道：1）充水时间：①干式、双联锁预作用系统≤lmin；②雨淋、单联锁预作用系统≤2min。2）快速排气阀：①干式、预作用系

统的配水管道应设快速排气阀；②有压充气管道的快速排气阀入口前应设电动阀。

【9】报警阀组安装调试与检测验收：（1）系统调试包括：①水源测试;②消防水泵调试;③稳压泵调试;④报警阀调试;⑤排水设施

调试;⑥联动试验。（2）湿式报警阀组调试流程：末端放水-阀组启动（阀进口P〉0.14MPa,放水Q〉lL/s）水力警铃报警（①有延迟

器5s-90s；②无延迟器：15s）压力开关动作-连锁启泵（压力开关和消防水泵动作信号反馈至消防联动控制器）。（3）湿式系统联

动试验流程：末端放水0.94-1.5L/S或启动一只喷头-报警阀动作（P>0.14MPa）-水力警铃（P≥0.05MPa,5s-90s）-压力开关

（P>0.05MPa）-启动消防水泵（5min内）（各组件均应反馈至消防联动控制器）。

强化9水喷雾和细水雾系统

【1】系统调试①报警阀调试宜利用检测、试验管道进行。自动和手动方式启动的雨淋阀，应在15s之内启动；公称直径大于200mm的

报警阀调试时，应在60s之内启动；报警阀调试时，当报警水压为0.05MPa，水力警铃应发出报警铃声。②水喷雾系统的联动试验，

可采用专用测试仪表或其它方式。对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各种探测器输入模拟火灾信号，火灾自动报警控制器应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并启动水喷雾灭火系统；采用传动管启动的水喷雾系统联动试验时，启动1只喷头或试水装置，雨淋阀打开，压力开关动作，水泵启

动。③调试过程中，系统排出的水应通过排水设施全部排走。

【2】水系统常见系统组件备品小总结①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喷头验收检查时，各种不同规格的喷头的备用品数量不少于安装喷头总数

的1%，且每种备用喷头不少于10个。②水喷雾、细水雾灭火系统喷头验收时，各种不同规格的喷头均应有一定数量的备用品，其数

量不应小于实际安装总数的1%，且每种备用喷头不应少于5个。

强化10气体和干粉灭火系统

【1】系统设置要求：（1）防护区设置要求：①单个封闭空间，吊顶层和地板下可合为一个防护区;②管网系统：S≤800㎡且

V<3600m3；③预制系统：S≤500㎡且V≤1600m3；④一套系统保护防护区≤8个；⑤泄压口下沿高度≥防护区净高的2/3（IG541除

外）；⑥疏散时间≤30s；⑦入口处应设手动与自动控制的转换装置和手自动控制状态的显示装置（有毒）。（2）组合分配系统设

置要求：1）选择阀：①管径与主管道相等；②数量与防护区:一一对应；③在存储容器的容器阀动作之前或同时打开。2）高压储存

容器：《气瓶安全监察规程》。3）容器阀、集流管应安装安全泄压装置。4）启动管路（铜管）：应安装单向阀、低泄高封阀。5）

管道：不能使用四通管件分流。（3）预制系统设置要求：①装置数量≤10台;②装置多于1台时，动作响应时差≤2s；③充压压力≤

2.5MPa。

【2】系统联动控制要求：（1）启动、控制方式：①管网启动方式:自动、手动和机械应急;②预制启动方式:自动和手动;③控制方

式比管网灭火系统多一个紧急启动/停止。（2）系统联动控制：防护区发生火灾→首次报警信号→气体灭火控制器报火警（启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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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四火灾警报器）→第二次报警信号【紧急启动按钮（手动启动）】→气体灭火控制器确认火警,发出联动控制信号（手动控制）

→发出联动控制信号，联动关闭电动门窗、防火门、空调风机等→延迟30s（可调）【紧急停止按钮（手动停止）】→发出灭火启动

指令→打开启动气瓶【机械应急】→打开选择阀→打开灭火剂组→气体灭火控制器接收反馈信号→①启动喷气指示灯;②启动防护区

外火灾警报器。

【3】系统管道试验和吹扫：（1）水压强度试验压力：1）试验压力：①高压二氧化碳取15.0MPa；②低压二氧化碳取4.0MPa；③

IG541取13.0MPa；④七氟丙烷取1.5倍系统最大工作压力。2）试验方法：①≤0.5MPa/s（升压至试验压力）一保压5min；（②判定：

无渗漏、无变形为合格。（2）气压强度：1）试验压力：①二氧化碳取80%水压强度试验压力戒©IG541取10.5MPa；③七氟丙烷取

1.15倍最大工作压力。2）试验方法：①试验前：预试验0.2MPa；②试验时：50%,10%逐级升压，每级稳压3min。3）判定：无渗漏、

无变形为合格。（3）气压严密性,：1）灭火剂输送管道取2/3水压强度试验压力。2）气动管道取驱动气体储存压力。2）试验方法：

＜0.5MPa/s（升压至试验压力）一关气源3min内压力降W10%试验压力为合格。【注】①不具备水压强度时，可采用气压强度代替;②

气压强度和气密性试验加压介质可采用空气或氮气；③经气压强度试验合格且在试验后未拆卸过的管道可不进行气密性试验。

【4】系统调试：（1）模拟喷气试验：1）IG541：①充装的灭火剂；②试验防护区或保护对象设计用量所需容器总数的5%,且≥1个。

2）卤代烷：①氮气或压缩空气代替;②20%灭火剂储存容器数且≥1个。（2）模拟启动试验：驱动装置应与阀门的动作机构脱离，手

动启动、人工模拟火警自动启动，符合启动要求的相关设备正常动作，延迟时间正常。（3）模拟切换试验：主、备用量灭火剂储存

容器模拟喷气试验。【注】模拟喷气试验宜采用自动启动方式。

【5】系统维护管理：⑴每日：低压二氧化碳储存装置的运行情况、储存装置间的设备状态。（2）每月：①低压二氧化碳:液位计；

②管网系统：组件完好检查（外伤）、容器压力、灭火剂和驱动气体储存容器内的压力≥90%设计储存压力;③预制灭火系统：设备

状态和运行状况应正常。（3）每季度：对高压二氧化碳储存容器逐个进行称重,灭火剂净重≥90%设计储存量:。（4）执行标准：钢

瓶执行《气瓶安全监察规程》。

【6】干粉灭火系统设置要求：（1）干粉储存容器：1.6MPa或2.5MPa一压力级。（2）预制系统:：①一个防护区或保护对象所用预

制灭火装置≤4套,动作响应时间差≤2s；②灭火剂储存量≤150kg；③管道长度≤20m；④工作压力≤2.5MPa。（3）联动控制：干粉

储存容器增压时间≤延迟时间≤30s。

强化11泡沬灭火系统

【1】泡沫液与喷射方式的选择：⑴储罐型式：①外/内浮顶液上;②固定顶：非水溶性（液上液下均可）,水溶性（液上）。（2）泡

沫液选择:：①水溶性溶液：抗溶泡沫液;②非水溶性溶液：3%型氟蛋白泡沫液或3%型水成膜泡沫液（水成膜抗烧水平≧C级）,环境

敏感选用不含强酸强碱盐3%型氟蛋白泡沫液。

【2】泡沫液储罐安装:⑴一般情况：①检修通道：宽度≥0.7m+操作面≥1.5m；②控制阀：H〉1.8111+操作平台/操作凳。⑵常压储

罐：①出液口：H≤泡沫液储罐最低液面+0.5m（管线式为Im）；②吸液口：≥底面+0.15m+喇叭口形;③盛水试验：储罐装满水.后的

静压力≥l.0h；④防腐要求：严密性后内外表面防腐,罐体与支座接触部位加强防腐层。（3）压力储罐：安全阀出口不应朝向操作

面。

【3】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功能调试：（1）喷水试验：①手动灭火系统→最远→手动控制（1次）；②自动灭火系统→最大和最远→

手动和自动控制（各1次）。⑵喷泡沫试验：①手动灭火系统→最远→手动控制（1次）；②自动灭火系统→最远→自动控制（1次）；

③喷泡沫时间≥1min。

【4】泡沫消防水泵的检查周期：⑴每日：柴油机启动电池电量。⑵每周：①电机消防水泵启动试验（启动运行时间≥3min）；②柴

油机拖动的泡沫消防水泵手动盘车;③储油箱的储油量。⑶每月：柴油机拖动泡沫消防水泵手动启动（启动运行时间≥15min）。（4）

每季度：水泵流量和压力。

【5】其他项目的维护管理周期：（1）每月：其他组件。（2）每季度：各种阀门润滑保养。（3）每半年：①管道冲洗除锈（三管

除外：①泡沫混合液立管②液下喷射防火堤内泡沫管道；③高倍数泡沫产生器进口端控制阀后的管道。）②清洗、检查过滤器滤网；

③检查压力式比例混合装置的胶囊。（4）每两年：喷泡沫试验、全面检查。

强化12建筑灭火器

【1】灭火器验收缺陷项划分：（1）严重缺陷项（A）：①灭火器类型、规格、灭火级别和配置数量符合建筑灭火器配置要求;②灭

火器的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有关产品标准的要求；③同一灭火器配置单元内的不同类型灭火器，灭火剂能相容;④灭火器的保护距离符

合规定，保证配置场所的任一点都在灭火器设置点的保护范围内（2）轻缺陷项（C）：①箱门开启角（开门型≥175°，翻盖≥

100°）与安全疏散；②夹持带;③挂钩、托架（手提式灭火器顶部距地≤1.5m,底部距地≥0.08m,）；④推车式灭火器（不得设置在

台阶上，不得自行滑动，有固定措施等不得影响使用和正常移动）；⑤发光标志。（3）其他项目均属于重缺陷项（B）（4）合格判

定标准：灭火器配置验收的合格判定条件为：A=0,且B≤1,且B+C≤4；否则不合格。

【2】灭火器维修条件:①机械损伤;②明显锈蚀;③灭火剂泄露;④被开启使用过;⑤达到灭火器维修年限

【3】维修期限和报废年限：（1）维修期限：①水基型→出厂期满3年，首次维修以后每满1年；②干粉、洁净气体、二氧化碳→出

厂期满5年，首次维修以后每满2年。（2）报废年限：①水基型→6年；②干粉、洁净气体→10年；③二氧化碳→12年。

强化13防烟排烟系统

【1】防烟分区划分要求（净高-面积-长度）：（1）-般要求：①H≤3m-S≤500㎡-L≤24m；②3m〈H≤6m-S≤1000㎡一L≤36m；③H〉

6m-S≤2000㎡-L≤60m（满足自然对流L≤75m）。（2）调整：①汽车库S＞2000㎡；②空间净高＞9m→可不设挡烟设施；③工业建筑

+自然排烟:长边满足一般要求外还应≤8倍净高

【2】机械排烟口设置要求：⑴水平位置：①排烟口距离安全出口设1.5m；②防烟分区内任一点与最近排烟口水平距离≤30m。（2）

高度：同自然排烟窗要求+在侧墙时与吊顶≤0.5m。（3）排烟口的风速≤10m/s。【注】①补风口风速：机械≤10m/s、人密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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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s、自然≤3m/s；②送风口风速≤7m/s。

【3】防烟系统设置要求：（1）自然通风：①楼梯间：最高部位≥1m²、H〉10m时每5层≥2m²且间隔≤3层;②独立前室≥2m²、合用/

共用前室≥3m²；③避难层/间：≥2%xS地面+每个朝向≥2m²；④手动开启装置：距地面高度为1.3-1.5m。（2）机械防烟：分段≤

100m；②避难层/间：≥1%xS地面;③送风口：前室每层设常闭、楼梯间每隔2-3层设一个常开送风口。

【4】排烟系统控制方式（调试/验收）：（1）电动挡烟垂壁：同一防烟分区且位于附近两只感烟,联动启动≤15s、开启到位≤60s。

（2）排烟口/窗/阀：①联动：同一防烟分区两探测器或探测器+手报.；②手动：远程或现场;③联动启动≤15s；④联动关闭通风、

空调≤30s；⑤任一排烟阀或排烟口开启时，排烟风机、补风机自动启动;⑥担负≥2个防烟分区应仅打开着火防烟分区的排烟阀/口,

其它防烟分区呈关闭状态。（3）排烟风机、补风机：①联动：排烟口、排烟窗或排烟阀开启的信号;②手动：远程或现场，；③入

口处排烟防火阀在280℃时应自行关闭并连锁关闭排烟、补风机。

【5】防烟系统控制方式（调试/验收）：（1）联动：同一报警区域两只探测器或探测器+手报。（2）手动：远程或现场。（3）开

启时间≤15s。（4）开启防火分区内：着火层及相邻上下两层前室常闭送风口和加压送风机,、楼梯间全部加压送风机。【注】考察

设计要求时防烟系统报警信号来源为同一防火分区。

【6】单机调试：（1）机械防烟：选取送风系统末端所对应的送风最不利的三个连续楼层模拟起火层及其上下层,封闭避难层（间）

仅需选取本层,调试楼梯间、前室及封闭避难层（间）的风压值及疏散门的门洞断面风速值与设计值的偏差≤10%；楼梯间和前室单

独分别进行。（2）机械排烟：排烟风机和相应排烟阀/口，使风速值及排烟量值达到设计要求，同时开启补风机和补风口，核算每

个风口的风量及其防烟分区总风量。

【7】联动调试：（1）机械防烟：①开启常闭送风口，相应的送风机均应启动；②模拟火警，送风口、送风机启动≤15s。（2）机

械排烟：①开启常闭排烟阀/口，排烟风机启动；②模拟火警，开启相关风机和排烟口/阀及补风系统，与通风空调合用的排烟启动

≤15s；通风空调关闭≤30s。

【8】维护管理：（1）每半年:全部阀口进行自动和手动启动试验一次。（2）每年：系统联动试验和性能检测一次。（3）每季度：

功能检测启动及供电线路检查。⑷备用：排烟窗温控释放装置、排烟防火阀易熔片：10%且≥10只。

强化14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1】系统组成：⑴集中电源集中控制型系统由应急照明控制器、集中电源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灯具、集中电源等组成。⑵自带蓄电

池集中控制型系统由应急照明控制器、自带电源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灯具、应急照明配电箱等组成。（3）集中电源非集中控制型系

统由集中电源非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灯具、集中电源等组成。

【2】应急照明灯具的照度要求

【3】应急响应时间：①高危险场所（自动滚梯上方）≤0.25S；②其他场所≤5s。

【4】系统电源：（1）蓄电池电源持续供电时间：①H〉100m民建≥1.5h；②老年人、医疗、S〉100000㎡公建和S〉20000㎡地下建

筑≥l.0h；③其他建筑≥0.5h。（2）应急照明配电箱：①人员密集场所,每个防火分区应设独立应急照明配电箱;非人员密集场所，

多个相邻防火分区可共用；②防烟楼梯间应设独立应急照明配电箱，封闭楼梯间宜独立设置。

【5】火灾状态下集中控制型系统功能调试

强化15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点型感烟/感温探测器设置要求：⑴顶板有梁：①不影响：突出高度＜200mm或净距＜1m；②每个梁间增设：突出高度＞600mm；

③被隔开部分增设：顶部至顶棚/梁距离＜5%净高。（2）通透性吊顶（感烟）:①镂空比≤15%设在吊顶下;②镂空比＞30%设在吊顶

上；③有活塞风影响+镂空比例为30%-70%时上下同时设。,（3）宽度＜3m的内走道（居中布置）:①感温≤10m；②感烟≤15m；③距

端墙≤探测器安装间距的1/2。（4）障碍物：①空调送风口≥1.5m；②其他≥0.5m。（5）安装高度：①感烟：≤12m或初期大量烟+

封闭探测空间时≤14m；②感温.：A8B6C4。

【2】线型光束感烟探测器设置要求：（1）一般情况：①间距：探测器与探测器≤14m、0.5m≤探测器与墙≤7m；②高度：距地≤

20m、距顶：0.3-lm；③探测长度≤100m。（2）净空高度＞12m：①H≤16m时两层（顶部、6m-7m）；②16m〈H≤26m时三层（顶部、

6m-7m、11m-12m）；③有对流层时将增设的一层探测器设在对流层下lm处。

【3】吸气式感烟探测器设置要求：⑴采样管：总长≤200m,单管≤100m,毛细管≤4m、孔径为2-5mm,不穿防火分区。（2）采样孔：

①一般要求：总数≤100个、单管≤25个;②垂直采样：每2°C温差或3m（取最小者）设1个采样孔，不应背对气流。

【4】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控制器容量：（1）分回路：报警回路≤Min（200,额定X0.9）、联动回路≤Min（100,额定X0..9）

报警控制器≤3200点、联动控制器≤1600点、联动型报警控制器的联动≤1600且报警+联动≤3200。⑵同回路:联动点数≤Min（100,

额定x0.9）且报警+联动≤Min（200,额定x0.9）；联动型报警控制器的联动≤1600点且报警+联动≤3200点。

【5】可燃气体探测器：（1）线型可燃气体探测器：保护区域长度≤60m。（2）线路连接：不应接入火灾报警控制器的探测器回路。

⑶厨房选型及要求：①连接燃气灶具的软管及接头在橱柜内部时,探测器宜设置在橱柜内部；②天然气选用甲烷探测器（顶部），液

化气选用丙烷探测器（下部）,煤制气选用一氧化碳探测器;③不宜设在灶具正上方。

【6】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⑴独立式：无消防控制室且数量≤8个。,⑵剰余电流式：①报警值为300-500mA在第一级配电柜出线

端，〉500mA时在下一级.；⑶测温式：①配电线路≤1000V接触式布置;②供电线路〉1000V光栅光纤测温式或红外测温式；。（4）

故障电弧式：保护长度≤100m。【注】非独立式不应接入火灾报警控制器探测器回路。

【7】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控制器调试：（1）共性调试要求：①自检功能；②操作级别；③消音功能；④复位功能；⑤屏蔽

功能；⑥主、备用电源自动转换功能；⑦故障报警时间≤100s；⑧隔离保护功能≤32点（设备数量）。⑵个性调试要求：1）火灾报

警控制器：①负载功能：任一总线回路上≥10只探测器同时报警;②火警优先功能/二次报警功能≤10s。2）消防联动控制器：①负

载功能：使≥50个输入/输出模块同时处于动作状态（模块总数＜50个时所有模块同时动作）②自动和手动工作状态转换显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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