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首家共享式建筑考辅教育机构 www.baidianjituan.com

陕西总校：西安市未央区后卫寨启航时代广场 B 座2203 室

汉中分校：汉台区天玺中心1112 室

商洛分校：商州区金源二路中段东六楼

延安分校：宝塔区中心街治平大厦 1002 室

宝鸡分校：金台区东岭集团国金中心 1818-1819 室

安康分校：安康市高新区钻石中路钻石壹号 2309 室

渭南分校：临渭区新洲时代广场C 座503 室

榆林分校：榆阳区航宇路市建委对面三楼
1

2021年一级消防工程师《技术实务》百点通

强化1消防基础知识

【1】燃烧三角形和四面体【2】燃烧的类型【3】火灾的分类【3】热量的传递的三种方式【4】灭火剂的机理和选择

强化2建筑内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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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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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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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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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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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设自灭一局部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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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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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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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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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m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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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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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mo（5）H〉100m超高民用

以上所有距离都不应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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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城市消防站：（1）基本要求：①5min到场+10min增援力量到场;②距医学幼托商体展等公建疏散出口＞50m；③位于常年主导

风向上风或侧风处,距危化单位≥300m；④车库门后退红线≥15mo,（2）分类：小型站≤2k㎡,二级站≤4k㎡,一级站≤7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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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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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r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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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mo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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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ho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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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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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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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地铁防火要求：（1）防火分区面积划分：1）站厅公共区S≤5000㎡o2）设备管理区：①地上车站S≤2500㎡；②H＞24m的高架

车站/地下车站S≤1500㎡。（2）防火分隔：①站台层、站厅付费区、站厅非付费区的乘客疏散区以及用于乘客疏散的通道内，严禁

设置商铺和非地铁运营用房;②每个站厅商铺S总≤100㎡单处商铺S≤30㎡,采用≥2.0h防火隔墙或≥3.0h卷帘分隔。（3）安全疏散：

①一列进站列车所有乘客4min内全部撤离站台，6min内全部疏散至站厅公共区或其他安全区域；②每个站厅公共区安全出口≥2个，

相邻两个安全出口≥20m；③站厅公共区和站台计算长度内任一点到疏散通道口和疏散楼梯口或用于疏散的自动扶梯口≤50m；④地

下车站出入口通道长度〉100m时，应增设安全出口，且该通道内任一点至最近安全出口距离≤50mo⑷排烟设施设置要求：①站厅公

共区内每个防烟分区S≤2000㎡；②设备管理区内每个防烟分区S≤750㎡；③防烟分区不得跨越防火分区,挡烟垂壁高度≥O.5m。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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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城市综合管廊防火：⑴天然气管道舱及容纳电力电缆的舱室应每隔200m采用≥3.00h不燃墙体+甲级防火门+封堵。（2）天然

气管道：①在独立舱室内敷设;②调压装置不应设在综合管廊内；③舱室的排风口与其他舱室排风口、进风口、人员出人口以及周边

建（构）筑物口部的距离≥10m。⑶热力管道：采用蒸汽介质时应在独立舱室内敷设。⑷安全疏散：1）综合管廊的每个舱室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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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出入口、逃生口，出入口≥2个;2）舱室逃生口间距：①电力电缆、天然气管道≤200m；②热力管道≤400m,采用蒸汽介质时≤

100m；③其他管道≤400m。⑸消防设施设置要求：1）灭火器设置间距≤50m。2）报警系统：①天然气报警浓度≤20%爆炸下限值；

②紧急切断浓度≤25%爆炸下限值。3）通风系统：①一般舱室正常通风换气≥2次/h,事故≥6次/h；②天然气管道舱正常通风换气≥

6次/h,事故≥12次/h。4）消防电气一般按二级负荷供电。

【12】大型商业综合体防火：（1）总平面布局、平面布置：1）室外消火栓、消防水泵接合器两侧沿道路方向各3m范围内不得有影

响其正常使用的障碍物或停放机动车辆。2）餐饮场所使用天然气作燃料时,应当采用管道供气。设置在地下且S〉150㎡或座位数〉

75座的餐饮场所不得使用燃气°（2）消防控制室与其他部位分隔：≥2+≥1.5+里。，（3）防火门和防火卷帘：①位于防火分区分

隔处安全出口的门应为里级防火门，当采用防火卷帘分隔时,应在其旁设置与相邻防火分区的疏散走道相通的里级防火门；②防火卷

帘、防火门下方及两侧各0.5m范围内不得放置物品。（4）安全疏散设施：1）避难走道两侧为实体防火墙。2）商业营业厅、观众厅、

礼堂等安全出口、疏散门内外1.4m范围内不得设置台阶。

强化7消防给水和消火栓

【1】消防水池与高位消防水箱设置要求：（1）共性要求：1）显示位置：①就地显示：②消控室或值班室显示。2）显示内容：实

时水位、最高和最低报警水位。3）间接排水。（2）消防水池个性设置要求：1）有效容积：两路且火灾时连续补水，V≥100m³?仅

设消火栓时，V≥50m³。2）取水：取水口（井）吸水H≤6.0m。3）淹没深度：①吸水管喇叭口≥600mm；②旋流防止器≥200mmo

（3）高位消防水箱个性设置要求：1）补水：①进水管管径≥DN32；②补水时间≤8ho2）出水管≥DN100。3）淹没深度：①吸水管

喇叭口≥600mm；②旋流防止器≥150mmo4）材质：热浸锌镀锌钢板、钢筋混凝土、不锈钢板.。

【2】高位消防水箱容积及静水压力：（1）公建：1）多层、二类高层：V≥18m³?静压≥0.07MPa。2）一类高层：①H≤lOOm,V≥36m

³,静压≥0.10MPa；②100m＜H〈150m,V≥50m³,静压≥0.15MPa；③H〉150m,V≥100m³,静压≥0.15MPao（2）商店：

①10000㎡≤S 30000㎡,V≥36m³；②S,总≥3000㎡,V≥50m³；③静压参公建。（3）设有稳压泵：系统静压〉0.15MPa。

【3】消防水泵设置要求：（1）流量扬程：①零流量压力≤140%且＞120%设计工作压力；②出流量为150%设计流量出口压力≥65%设

计工作压力。（2）管路布置：≥两条、偏心异径管、管顶平接。,（3）出水管压力表量程=Max【2倍设计压力，≥1.60MPa】。

【4】消防水泵控制与操作：⑴水泵控制柜：①自动启泵状态:;②专用水泵控制室习≥IP30,水泵房≥IP55（2）消防水泵控制：

1）自动启动：低压压力开关、流量开关、报警阀压力开关。2）手动启动：远程手动、现场手动、机械应急启动3）停泵：①不应设

自动停泵,应能手动启停和自动启动;②应设就地强制启停泵按钮,并有保护装置。4）消控室或值班室：①应设专用线路连接的手动

直接启泵按钮;②应能显示消防水泵和稳压泵的运行状态；③应能显示消防水池、高位消防水箱等水源的高水位、低水位报警信号，

以及正常水位。5）启泵时间：①接到启泵信号到水泵正常运转的自动启动时间≤2min；②机械应急启泵时间≤5min。6）消火栓按

钮：不宜作为直接启泵的开关,但可作为发出报警信号的开关或启动干式消火栓的快速启闭装置。

【5】稳压泵设置要求：⑴设置要求：①高位消防水箱设置高度不能满足最不利点灭火设施所需静压时，应设增稳压设施:;②稳:压

泵启泵次数≤15次/h。⑵流量压力：①≥系统管网的正常泄露量和系统自动启动流量,宜按消防给水设计流量的1%〜3%且≥lL/s；

②设在水泵房时：稳压泵启泵压力一主泵启泵压力=0.07MPa〜0.10MPa；③准工作状态时的静水压力〉0.15MPa。

【6】水泵接合器设置要求：⑴流量：每个10〜15L/S。（2）距室外消火栓或消防水池的距离15m≤d≤40m。（3）布置要求：1）墙

壁式：①安装高度0.7m；②与墙面上的门、窗、孔、洞的净距离≥2.0m；③不应安装在玻璃幕墙下方。2）地下式：井盖的，發径R

≤进水口与井盖底面的距离d≤0.4m。

【7】消火栓系统设置场所：⑴可不设室外消火栓：①≥二级且V≤3000m³戊类厂房；②人数≤500且建筑层数≤2层的居住区。（2）

应设室内消火栓+软管卷盘或轻便水龙：人密公建、H〉100m、S≥200㎡商业服务网点。（3）宜设软管卷盘或轻便水龙：①三、四级

且V≤3000m³丁类厂房；②三、四级且V≤5000m³戊厂房（仓库）。

【8】室外消火栓系统设置要求：（1）市政消火栓：①间距≤120m；②保护半径≤150m；③距路边0.5m≤d≤2.0m；④距建筑外墙：

d≥5.0mo（2）室外消火栓：1）布置原则：建筑消防扑救面一侧室外消火栓数量≥2个。2）人防及地下距出入口的距离5m≤d≤

40mo3）储罐区：距罐壁15m范围内的不计入。4）数量：①根据设计流量和保护半径计算确定；②保护半径≤150m；③出流量按10〜

15L/S计算。5）工艺装置区：间距≤60m,宽度〉120m时，在该装置区内的路边设置室外消火栓

【9】室内消火栓系统联动控制【注】消火栓联动启泵触发信号：①消火栓按钮+两只探测器;②消火栓按钮+—只探测器和一只手报。

【10】室内消火栓系统设置要求：⑴消防电梯前室：应设室内消火栓,并应计入消火栓使用数量。⑵平面布置：1）1枪1柱：

①H≤24m且V≤5000m³的多层仓库;②H≤54m且每单元设置一部疏散楼梯的住宅;③布置间距≤50mo2）2枪2柱：①除】枪】柱外其他

场所;②布置间距≤30m。（3）压力要求：①栓口动压≤0.5MPa,＞0.7MPa时必须设减压装置；②高层、厂房、库房和室内净空H>8m

民建等场所，动压≥0.35MPa,充实水柱按13m计算;③其他场所，动压≥0.25MPa,充实水柱按10m计算。

【特别强化】系统火灾延续时间：⑴消火栓系统：1）甲、乙、丙类≥3.0h。2）特殊公建≥3.0h①H〉24m非单层的商、展、综:；H〉

50m图书馆、书库、财贸金融楼、科研楼、重要的档案楼等；③高级宾馆。3）其他公建：≥2.0ho（2）自喷系统：①除规范另有规

定外，≥1.0h；②水幕系统和防护冷却系统≥设置部位或保护对象的耐火极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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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系统阀组的控制方式：1）预作用系统：①单联锁：两路感烟探测器或一路感烟探测器+手

报;②双联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充气管道上设置的压力开关。2）雨淋系统：①电动：两路感温探测器或一路感温探测器+手报.；

②传动管：液动或气动（易燃易爆场所）。3）防火分隔水幕：两只独立感温探测器。4）防护冷却水幕：防火卷帘下落到楼板面+探

测器/手报。（2）湿式、干式、预作用、雨淋和水幕系统消防水泵启动控制方式：1）连锁启泵:报警阀组压力开关:;②消防水泵出

水管低压压力开关;③高位消防水箱出水管流量开关。2）联动启泵：①报警阀压力开关+任一火灾探测器;②报警阀压力开关+手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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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按钮。3）手动启泵：①远程手动;②现场手动;③应急手动。【注】连锁启泵与消防联动控制器处于自动或手动状态无关。

【3】火灾危险等级划分：⑴轻危险级：H≤24m办公、旅馆。（2）中危险级I级（民建）：①H〉24m办公、旅馆;②S＜5000㎡商场；

③S总＜1000㎡地下商场。（3）中危险级II级（民建）：①书库舞台汽车停车场;②S总≥5000㎡商场;③S总≥1000㎡地下商场；④

净高≤8m,物高≤3.5m超级市场。（4）严重危险级I级（民建）：净高≤8m,物高〉3.5m超级市场。（5）严重危险级II级（民建）：

摄影棚、舞台葡萄架下部;。（6）仓库危险级II级：木材、纸、皮革、棉毛丝麻。

【4】系统的选择：（1）湿式系统：4℃≤T≤70℃（2）干式系统：T＜4℃或T＞70℃（3）预作用系统：1）单联锁：严禁误喷场所

（如：档案室）。2）双联锁：严禁管道充水场所和用于替代干式系统场所（如：冷库）。（4）雨淋系统：严重危险级II级的场所、

S≥400㎡演播室、S≥500㎡电影摄影棚。

【5】民用建筑和厂房采用湿式系统时喷水强度与作用面积（h≤8m）：⑴中危险级I级：>6L/min·㎡≥,160㎡o（2）中危险级II级：

≥8L/min・㎡,≥160㎡o（3）严重危险级I级：≥12L/min·㎡,≥260㎡o（4）严重危险级II级：≥16L/min·㎡,≥260㎡o

【注】①装设网格、栅板类通透性吊顶的场所喷水强度增加1.3倍；②干式系统和双联锁预作用系统作用面积增加1.3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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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有伴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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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喷头布置要求：（1）直立型、下垂型标准覆盖面积洒水喷头的布置间距和保护面积（2）直立型、下垂型标准和扩大覆盖面积

喷头溅水盘与顶板的距离：①一般情况：75〜150mm；②梁或其他障碍物底面下方：≤300mm同时距梁底25〜100mm；③梁间布置：≤

550mm；④密肋梁板下方：25〜100mm。【注】网格、栅板类通透面积占吊顶总面积的比例>70%时,喷头应设置在吊顶上方。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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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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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ino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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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9水喷雾与细水雾灭火系统、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

【1】水雾喷头的工作压力：①用于灭火时≧0.35MPa,；②用于防护冷却时≧0.2MPa,对于甲b、乙、丙类液体储罐≧0.15MPa。

【2】水雾喷头选型：①扑救电气火灾，应选用离心雾化型雾喷头;②室内粉尘场所设置的水雾喷头带防尘帽,室外设置的水雾喷头宜

带防尘帽。

【3】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自动消防炮灭火系统、喷射型和喷洒型自动射流灭火系统。自动消防炮灭火系统是指灭火装置的

流量大于16L/s的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喷射型自动射流灭火系统指灭火装置的流量不大于16L/s且不小于5L/s、射流方式为

喷射型的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喷洒型自动射流灭火系统指灭火装置的流量不大于16L/s且不小于5L/s、射流方式为喷洒型的

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喷射型自动射流灭火系统和喷洒型自动射流灭火系统灭火装置的流量相对较小，可在轻危险级场所、

中危险级场所选用。自动消防炮灭火系统的流量相对较大、灭火能力更强，可在中危险级场所、丙类库房中选用。

【4】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控制：1）自动消防炮灭火系统和喷射型自动射流灭火系统在自动控制状态下，当探测到火源后，

应至少有2台灭火装置对火源扫描定位，并应至少有1台且最多2台灭火装置自动开启射流，且其射流应能到达火源进行灭火。2)喷洒

型自动射流灭火系统在自动控制状态下，当探测到火源后，发现火源的探测装置对应的灭火装置应自动开启射流，且其中应至少有

一组灭火装置的射流能到达火源进行灭火。3)系统自动启动后应能连续射流灭火。当系统探测不到火源时，对于自动消防炮灭火系

统和喷射型自动射流灭火系统应连续射流不小于5min后停止喷射，对于喷洒型自动射流灭火系统应连续喷射不小于10min后停止喷射。

系统停止射流后再次探测到火源时，应能再次启动射流灭火。

强化10气体及干粉灭火系统

【1】气体灭火系统设计参数：⑴七氟丙烷灭火剂浓度：①弱电机房8%；②多油设备9%；③其他10%。（2）灭火剂喷放时间：1）七

氟丙烷：①弱电机房≤8s；②其他,≤10so2）IG541:喷放至95%设计用量48s≤喷放时间≤60s。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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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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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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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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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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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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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so

强化11泡沫灭火系统

【1】系统分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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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低倍数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和连续供给时间：⑴非水溶性液体固定顶储罐：1）液上：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6.0L/

（min·㎡）,连续供给时间：①甲≥60min；②乙≥45min；③丙类≥30min。o2）液下：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6.0L/（min·㎡）、

连续供给时间≧60min；（2）非水溶性液体外浮顶、内浮顶（液上）：泡沫混合液供给强度≧12.5L/（min·㎡）,连续供给时间≧

60mino

强化12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系统分类：（1）区域报警系统：①仅报警;②必备组件（四件套）：探测器、手报、火灾报警控制器、声光警报器。（2）集

中报警系统：①报警+联动;②必备组件：四件套+模块+消防联动控制器+广播电话CRT。,（3）控制中心报警系统：①≥2个集中报警

系统或消控室；②多个消控室：确定主消控室,主消控室能够控制分消控室的设备,但分消控室之间不能相互控制。

【2】点型探测器选用：（1）点型感烟：①典型代表场所：计算机房、电梯机房、车库等；②不宜设置场所：相对湿度经常〉95%、

气流速度〉5m/s、高海拔地区不宜选点型光电感烟（宜选离子感烟）。（2）点型感温典型代表场所：相对湿度〉95%、吸烟室、厨

房、锅炉房、发电机房、烘干车间等。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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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B6 C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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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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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处。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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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总线短路隔离器：每只隔离器保护的消防设备总数≤32点（设备数量）。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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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联动回路≤Min（100,额定×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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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且报警+联动≤Min（200,额定×0.9）；联动型报警控制器的联动≤1600点且报警+联动≤3200点。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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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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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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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13防烟排烟系统

【1】排烟设置场所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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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自然排烟窗/口设置要求：（1）房间S≤200㎡时开启方向不限。⑵高度：①储烟仓内；②走道、净高≤3m的可设在净高1/2以

上。（3）每组长度≤3m+防火墙两侧≥2m+分散均匀设置。（4）防烟分区任一点与最近自然排烟窗的水平距离：①一般≤30m；②公

建净高≥6m+自然对流:≤37.5m；③工业建筑：≤30m且≤2.8倍净高。（5）手动开启装置距地1.3m〜1.5m,中庭净高〉9m、S≥2000

㎡的厅尚应设置集中手动开启装置和自动开启设施。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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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m/s、自然≤3m/s；②送风口风速≤7m/s。

【5】防烟楼梯间及前室防烟方式：（1）住宅＞100m和非住宅＞50m、三合一前室：全部机械防烟。（2）住宅≤lOOm和非住宅≤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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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室优先自然通风，楼梯间与前室一致；②前室全敞开阳台/凹廊或设≥2个不同朝向（独立≥2㎡、合用≥3㎡）：楼梯间可不设；

③前室送风口设在顶部或正对入口墙面：楼梯间自然通风；④独立前室+独门与走道或房间相通+楼梯间机械防烟:前室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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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用前室≥3㎡；③避难层/间：≥2%×S地面+每个朝向≥2㎡；④手动开启装置：距地面高度为1.3〜1.5m。（2）机械防烟：①分段

≤100m；②避难层/间：≥1%×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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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排烟系统控制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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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防烟系统控制方式：⑴联动：同一防火分区两只探测器或探测器+手报。⑵手动：远程或现场b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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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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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状态下集中控制型（单一疏散指示方案及借用相邻防火分区疏散不需改变指示灯状态）控制设计：同一报警区域两探测器

或探测器+手报→火灾报警控制器（联动型）→应急照明控制器→集中电源或应急照明配电箱→所有灯具顺序转入工作状态（A型：

先主电后蓄电池;B型：直接切换至蓄电池）。

【3】应急照明灯具的照度要求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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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照明灯、标志灯选型：⑴共性要求：①集中控制型系统选用集中控制型灯具,否则，选用非集中控制型灯具:；②系统采用集中

电源供电应选集中电源型灯具，否则，应选自带电源型灯具；③除未设消控室住宅建筑的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场所可选择自带电源B

型灯具外，设在距地面8m及以下的灯具均应选择A灯具。（2）标志灯个性要求：①地面上设置的标志灯应选集中电源A型灯具；②

4.5m以上选大型或特大型，3.5m〜4.5m选大型或中型，3.5m以下选中型或小型;③标志灯应选持续型灯具;④室外≥IP67,隧道、潮湿

场所≥IP65；B型灯具≥IP34O【注】A型灯具额定工作电压≤DC36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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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建筑≥1.0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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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15建筑灭火器

【1】工业建筑危险等级：⑴严重危险级：甲乙类、控制室、国家和省重点工程施工现场。（2）中危险级：丙类、地市及以下重点

工程施工现场。（3）轻危险级：丁戊类。

【2】民用建筑危险等级（1）严重危险级：①县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档案馆、阅览室等；②舞台及后台部位；③专用电子计算

机房;④电影、电视摄影棚;⑤S≧200㎡公共娱乐场所、老人幼儿医院（床位≧N50张）、旅馆饭店等（客房数≧50,不含客房）、学

生宿舍（床位≧100张）、S≧2000㎡图书馆、展览馆等；⑥超高层建筑和一类高层建筑的写字楼、公寓楼。（2）轻危险级:①普通

住宅；②日常小卖部；③旅馆饭店的客房;④单多层未设集中空调、电子计算机、复印机等设备的普通办公室。

【3】灭火器的灭火能力【灭火级别-最大保护面积-最大保护距离（手提/推车）】：：⑴严重危险级：①A类火灾：3A-50㎡/A-

15m/30m；②B、C类火灾：89B-0.5㎡/B-9m/18mo（2）中危险级：①A类火灾：2A-75㎡/A-20m/40m；②B、C类火灾：55B-l.0㎡/B-

12m/24mo（3）轻危险级：①A类火灾：1A-100㎡/A-25m/50m；②B、C类火灾：21B-1.5㎡/B-15m/30m。

【4】灭火器的类型选择：清水灭火器→A类火灾;干粉灭火器：磷酸铵盐（ABC）→A、B、C、E类火灾;碳酸氢钠（BC）→B、C、E类

火灾;泡沫灭火器→A、B类火灾:（B类极性溶剂要抗溶）；卤代烷灭火器→A、B、C、E类火灾;二氧化碳灭火器→B、C、E火灾;金属

火灾专用灭火器→D类场所。

【5】灭火器配置计算：⑴判断配置场所→火灾种类、危险等级。⑵计算：①计算单元最小需配灭火级别，Q=K・（S/U）,K=1.0

（无）、0.9（室内消火栓）、0.7（灭火系统）、0.5（室内消火栓+灭火系统）、0.3（堆场储罐区）。U=单位灭火级别最大保护面

积。上帝、是歌王（增加30%）；②每个设置点最小需配灭火级别和灭火器数量：Qe=Q/N、X=Qe/M（N=设置点数量，M=单具灭火级

别）。（3）校核：①最小灭火级别（严重→3A或89B、中危→2A或55B、轻危→1A或21B）；②灭火器数量（一个计算单元≧2具、每

个设置点≦5具）。

强化16消防安全评估

【1】风险管理过程包括明确环境信息、风险评估、风险应对、监督和检查。风险评估包括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沟通和

记录应贯穿于风险管理全过程。

【2】第一类危险源和第二类危险源：火灾中的第一类危险源包括可燃物、火灾烟气及燃烧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成分;是事故发生

的前提，决定了事故后果的严重程度。第二类危险源是人们为了防止火灾发生、减小火灾损失所采取的消防措施中的隐患，比如火

灾自动报警、自动灭火系统、应急广播及疏散系统等消防措施。是第一类危险源导致事故的必要条件。决定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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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总校：西安市未央区后卫寨启航时代广场 B 座2203 室

汉中分校：汉台区天玺中心1112 室

商洛分校：商州区金源二路中段东六楼

延安分校：宝塔区中心街治平大厦 1002 室

宝鸡分校：金台区东岭集团国金中心 1818-1819 室

安康分校：安康市高新区钻石中路钻石壹号 2309 室

渭南分校：临渭区新洲时代广场C 座503 室

榆林分校：榆阳区航宇路市建委对面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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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筑防火。被动防火：防火间距、耐火等级、防火分区、消防扑救条件、防火分隔设施。主动防火：灭火器材、消防给水、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防烟排烟系统、自动灭火系统、疏散设施。

【4】t²模型描述火灾过程中火源热释放速率随时间的变化关系。根据火灾发展系数，火灾发展阶段可分为极快、快速、中速和慢速

四种类型。

【5】建筑火灾的计算机模型有随机性模型和确定性模型两类。确定性模型包括经验模型（描述一些特征参数，无法估计火灾发展过

程）、区域模型（宏观，忽略了区域内部）、场模型和场区混合模型。

【6】人员安全疏散分析的性能判定：1）人员安全疏散分析的目的是通过计算可用疏散时间(tASET)和必需疏散时间(tRSET)，从而

判定人员在建筑物内的疏散过程是否安全。人员安全疏散分析的性能判定标准为:可用疏散时间必须大于必需疏散时间。

2）探测时间、报警时间、预动作时间的和称为疏散开始时间。预动作时间与运动时间的和称为疏散时间。疏散预动作时间包括识别

时间和反应时间。人员疏散运动时间是指建筑内的人员从疏散行动开始至疏散结束所需要的时间，包含行走时间和通过时间。人员

疏散行动时间的计算可按照数学模拟计算进行。数学模拟计算方法主要有水力疏散计算模型和人员行为疏散计算模型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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