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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游泳馆设计中防火及疏散
需要注意的若干问题探讨

徐　波

（宁夏现代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宁夏 银川 750001）

摘　要　室内游泳馆作为大众喜爱的体育娱乐场所，在活动期间人员较为密集，一旦发生火灾，需要有较好的防火和疏散

措施，才能有效保证人们的安全。本文分析了室内游泳馆防火及疏散过程中存在的危险性，探讨了 室内游泳馆防火及疏散

设计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若干问题，以优化室内游泳馆消防安全设计，有效预防消防安全隐患，提高室内游泳馆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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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 快速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提高，在娱

乐方面也有了更高的追求，游泳作为一种老少皆宜的健身

方式，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喜爱，不同档次、不同形式、不

同规模的室内游泳馆相继开放，迎来了高密度的游泳热潮，

却也给室内游泳馆防火及疏散设计带来了更大的挑战，需

要依据室内游泳馆消防设计规范，结合室内游泳馆实际情

况，设计出与实际相符合的消防系统，来防患于未然。

1 室内游泳馆防火及疏散过程中存在的危险性

由于室内游泳馆中以水居多，活动也多与水为主，很

难将其与“火”联系在一起，所以在室内游泳馆设计过程

中，最不容易引起重视的就是消防设计。而实质上，室内

游泳馆在发生火灾时，其防火及疏散过程中的危险性极高，

极容易引起安全事故。

1.1 空间结构高大，易于蓄烟

相较于一般建筑来说，室内游泳馆泳池区域占地面积

较大，且空间结构较高，在发生火灾时，烟气蔓延速度较

快，大空间高结构的建筑形式也为烟气的蔓延提供了条件，

虽然室内游泳馆泳池附近不会形成大面积的火灾区域，大

空间也降低了火灾烟气的浓度，但是火灾烟气所散发的高

温仍会给处于泳池的人们带来不适。同时，火灾烟气中含

有的有害物质也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健康，造成窒息等危害。

1.2 玻璃钢材料起火，易于引起有毒物质扩散

一些室内游泳馆中附带游乐设施，而游乐设施主体多

为玻璃钢结构。虽然玻璃钢材料不易燃烧，但是在火灾发

生后，也有可能会发生玻璃钢起火的情况，从而引起玻璃

钢中有毒物质的扩散。加之室内游泳馆不同于室外游泳馆，

其封闭性良好，如果不及时对其进行清除，将会危害室内

游泳馆人员的生命安全。

1.3 人员密度大，易于引发踩踏事故

室内游泳馆人员密度较大，尤其是炎热的夏季，人流

量更大。如果室内游泳馆发生火灾，将会加大疏散难度。

再加上室内游泳馆地面湿滑、疏散通道单一等问题，在疏

散过程中，还容易造成跌倒、踩踏等事故的发生。[1] 除此之外，

室内游泳馆的综合性提高了人员活动范围的灵活性，人员

娱乐活动范围较为分散，甚至超出了人员疏散距离，更是

加大了室内游泳馆人员疏散的复杂性。

1.4 电气火灾蔓延速度快，易于发生较大危险事故

室内游泳馆环境潮湿，再加上为了保证水质所加入的

药物具有一定的腐蚀性，因此对于室内游泳馆电气设备来

说，容易受潮、受腐蚀，进而造成电气设备氧化、绝缘老

化加速等问题，引起漏电、短路，甚至引发电气火灾。[2] 一

旦发生电气火灾，其蔓延速度更快，救火难度相较一般火

灾要大，而室内游泳馆的独特特性，更是增加了其疏散难度，

容易引起较大危险事故的发生。

2 室内游泳馆防火及疏散设计过程中需要注意的

若干问题

在进行室内游泳馆防火及疏散设计过程中，应综合把

握室内游泳馆实际的建筑构型和空间功能，对各个区域发

生火灾的几率和火情特点进行详细的了解，同时对室内游

泳馆火灾场景进行模拟计算，根据计算结果将室内游泳馆

划分为不同的防火分区，设计出适合不同场所的火灾预防

和疏散措施，来优化室内游泳馆消防安全效果。

2.1 室内消火栓系统设计

对于现代室内游泳馆来说，其综合功能完备，不再仅

仅是以游泳为目的，而是集游泳、餐饮、游戏、表演等功

能于一体，设有丰富多彩的项目，其功能的多样化吸引了

游客的兴趣，创造了更多的经济效益，而其功能的复杂性

也增加了火灾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室内消防设施的设置

十分必要。室内消火栓系统具有较强的可操控性，在建筑

设计中应用广泛。[3] 室内游泳馆在防火及疏散设计过程中，

应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规定，来对消火栓系统进行设计，

来积极应对室内游泳馆火灾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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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

根据建筑消防设计规范，超过 3000 个座位的体育馆，

超过 5000 人的体育场的室内人员休息室与器材间等单、多

层场所需要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此规范同样适用于室内游

泳馆消防设计。如表 1 所示，为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特点。[4]

通过其特点可见，室内游泳馆其它辅助功能用房区安装自

动喷水灭火系统和火灾报警装置，对于应对人员密集状态

下的初期火灾扑救工作效果较为显著。基于节能环保原则，

在室内游泳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过程中，可以结合现

代室内游泳馆实际情况，充分利用现有水源作为消防水源，

使室内游泳馆水量既满足顾客需求，也满足消防用水需求。

2.3 优化排烟通风系统设计

室内游泳馆设计过程中，应重视火灾烟气蔓延情况，根

据室内游泳馆各区域的功能特点以及防烟分隔条件等因素，

来合理划分排烟区域，有效排除火灾烟气，防止烟气蔓延。
[5] 首先，针对火灾烟气特点以及室内游泳馆储烟情况，应在

高处设置电动排烟窗，及时排除上升到钢架结构处的烟气，

一方面避免引起钢结构燃烧，另一方面避免烟雾蔓延到人

们的活动区域。[6] 其次，由于室内游泳馆湿度和温度较高，

在通风方面，要设置不同角度的送风口和出风口，并充分

利用首层出入口进行自然补风，一方面满足室内游泳馆温

湿度均匀条件，另一方面保障火灾发生后的排烟效果。

2.4 设置疏散指示标志系统

室内游泳馆应在各个区域设置疏散指示标志，采用集中

控制型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系统，运用安全电压，在安

全出口以及其路线、疏散通道以及靠近疏散通道的墙面、路

面、转角等处进行清晰标注，以起到疏散指示作用。[7] 除此

之外，室内游泳馆在设计过程中，还应综合考虑人们的上

岸问题，尤其是在靠近室外安全出口的位置，应设置足够

多的供人们上岸的设施，并做好防滑措施，避免出现二次

危害。

2.5 重视建筑材料和装饰材料的选择

基于现代室内游泳馆的综合性功能，娱乐设施较多，

所应用的装饰材料也较多，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应重视建

筑材料和装饰材料的使用，尤其是可燃性材料，要对其进

行严格地控制，尽量选择不易燃烧的材料来进行施工，降

低发生火灾的几率。[8] 除此之外，作为火灾危险性最高的餐

饮区域，其门窗的设计应采用防火、防水材料，并在与其

它区域进行隔离时采用耐火性能较好的隔墙，同时设置独

立的排烟系统和通风换气系统，以避免餐饮区域火灾的蔓

延。

2.6 分层设置烟感报警器

室内游泳馆设计中，消防警报系统必不可少，能在发

生火灾时自动发出警报以示警。而由于室内游泳馆空间结

构较大，火灾烟气在上升过程中需要一定的时间，使得火

灾烟气在上升过程中温度和浓度有一定程度的降低，[9] 所以，

在设置烟感报警器时，应充分考虑火灾烟气的层化现象，

采用分层组网探测方式，交错监测火灾烟雾的浓度来进行

室内游泳馆火灾的防范。

3 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室内游泳馆发生火灾的几率较低，但是

一旦发生，其危险性更高，在疏散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弊端。

因此，在室内游泳馆设计过程中，必须重视防火及疏散设

计，结合室内游泳馆实际经营模式，从消防措施、疏散路线、

疏散方式、排烟通风、烟感报警等多方位出发，来优化室

内游泳馆的消防设计，提高室内游泳馆的消防性能，缩短

疏散时间，提高疏散效率，保障室内游泳馆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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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特点

系统组成 控制方式 保护空间 灭火效率 可靠性 使用场所

喷头、管道、气压
稳压装置、报警装
置等

自动启动喷水灭火；
人工控制停泵，停
止喷水

以火灾危险等级确
定，喷头间距最大
不超过 3.6 米，安

装高度不超过 12 米

有效的自救灭火设
施，能迅速扑救初
期火灾

安全可靠，成功率
高

适用于人员密集、
不易疏散、外部增
援灭火与救生较为
困难的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