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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
疏散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探索

石慧刚

（泊头市消防救援大队，河北 泊头 062150）

摘 要 近些年来，为了使人民群众对物质发展的需求得到满足，各类大型以及超大型商场建筑得到了进一步的

构建，而相应的场所在实际的构建过程当中，会具备一定程度的大型人员密集密性。在进行整体建筑的构建过程

当中，同样需要对其安全消防问题进行综合性的考量，由于大型商场在构建过程当中，其火灾危险性相对较大，因

此如若存在相应的火灾事故，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由此在大型人员密集场所的构建过程当中，需要进一步的

对其消防安全疏散的设计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并且需要对其各类问题进行有效的改进。基于此，本文对相应的

问题进行了综合性的探究，以期能够使我国大型人员密集场所在构建过程当中所存在的消防安全性能够得到大幅

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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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商场的消防安全疏散问题在当前消防设计过

程当中属于极为重要的现实环节，并且能够引起设计

者以及相应的从业人员充分的重视。大型商场在构建

过程当中其安全疏散功能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发挥，

对于整体消防的设计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作用，

需要从多种方面对疏散合理性进行综合性的考量。并

且在设计过程当中需要对其进行有效的优化，使疏散

能力得以提升，使得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的

保障。

1 对大型人员密集场所存在的消防安全疏散

不利因素进行分析

1.1 面积扩大化，人员密集度相对较高

大型人员密集场所在发展过程当中，其整体面积

会呈现出不断扩大化的特点，由于其建筑内部的单层

面积相对较大，因此在实际防火区域划分中会存在诸

多分歧，由此也使得总疏散宽度大幅度的提升，无法

对具体的需求予以满足。近年来，我国大型人员密集

场所在构建过程当中，其整体建筑规模进一步的提升，

由此也使得其内部的构建过程当中会设置相应的扶梯

以及垂直类电梯，当火灾发生时，逃生人员会大量聚集，

由此也使得整体疏散要求进一步的提升。随着整体大

型商场等诸多人员密集场所的进一步的发展，所具备

的综合化特征得以提升，由此使得其人流量不断的增

加，人员相对集中，并且在节日以及各类大型活动期

间，相应的人流量与设计的承载人数量相比相对较高，

由此也使得火灾发生时，相应的人员疏散难度大幅度

的提升，使得整体疏散时间进一步的延长，导致人员

在进行逃生过程当中容易存在连带与踩踏等诸多事故。

1.2 安全疏散设计合理性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

大型人员密集场所在发展过程当中往往会由于诸

多情况，而无法在设计过程当中对安全疏散设计进行

有效的设置。在设计过程当中往往会通过增加库房的

实际面积来使得整体疏散宽度大幅度的降低，并且在

实际发展过程当中会再次将库房改回商场的使用功能，

由此也使得疏散的实际宽度无法达到相应的规范要求。

部分设计者在实际的发展过程当中，会重视进一步满

足疏散的实际要求，并且采取增加楼梯数量的现实方

式，将房间楼梯间以及具体的消防电梯共用同一个前

室，而同时也会应用合用前室的防火卷帘来进行综合

性的设计，相应的设计具有一定程度的不恰当性，不

仅会对整体空间视觉美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也会阻

碍整体疏散设计，使得整体灭火救援工作无法得到有

效的开展。

1.3 执行规范性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

在大型人员密集场所的构建过程当中，如若需要

对其进行二次或者多次装修，则很难注重整体疏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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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宽度的现实问题。举例说明，在大型商场的构件过

程当中，要求整体疏散的宽通道的净宽度需要高于 3米，

而其他宽度则不能小于 2米。但部分商场在实际的装

修过程当中，会对相应的疏散通道宽度进行擅自修改，

甚至不经过专业的消防机构审核便对其进行完工验收，

由此也使得疏散通道的宽度无法对具体的需求予以有

效的满足。

1.4 对中庭部位的疏散问题进行分析

目前，我国人流密集建筑在构建过程当中主要集

中为餐饮、百货、娱乐等诸多建筑，在构建过程当中

会形成较为先进的综合商场的构建模式。而相应的模

式在构建过程当中，与传统建筑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差

别。其商场所经营的业态具有高度综合化的特征，在

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诸多大型商业建筑在构建过程

当中会应用店中店的模式，由此也使得人流密集所具

有的防火区要求具有更加多元化的特征。对于中庭而

言，其自身所具有的设计工作需要进行综合性的优化，

在实际的防火规划过程当中，整体建筑会划分防火区

域，并且应用耐火极限超过 3小时的防火卷帘，进一

步的将中庭回廊以及所连接的通道店面进行有效的防

火分隔。由于中庭回廊在整体建筑构建过程当中属于

共享性的空间，因此，大部分人群会在相应的中庭回

廊中汇集，由此也使得人员的驻留时间大幅度的提升，

如果该部分出现火灾，则所应用的防火帘会在火灾报

警的过程当中下降至地面，并且在途中并不会存在一

定程度的滞留，加之中庭回廊中所具有的人群相对较

多，由此也会使得中庭部位的人群无法及时疏散，将

存在被困其中的风险。

2 对消防疏散能力进行有效提升的方式进行

分析

2.1 对实际消防疏散的各项细节工作进行分析

目前，我国在实际的公共建筑构建过程当中，其

整体建筑及空间相对较大，同时相应的人员密集度较

高，同时在实际构建过程当中大型人员密集场所主要

为商用建筑，整体功能性具有高度的复杂化特征，因

此对于整体防火的实际要求而言相对较高，如若依照

传统的建筑防火设计对相应的疏散工作进行综合性的

开展，将使得具体疏散设计无法对建筑中所存在的各

类问题予以解决，无法对实际的设计需求予以满足。

为了对该种情况进行详细的分析，需要进一步对实际

人流密集建筑所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并且对该建筑

所能承受的火灾问题进行综合性的探究，以更加全面

的方式对商业建筑结构中所具有的功能条件以及防火

条件进行详细的探究。还要对消防安全疏散开展有效

的设计，使整体商业建筑中能够达成其所规定的各项

消防目标，并且对现代人的生命安全进行有效的保障 [1]。

在具体的设计过程当中，需要进一步的将人员安排至

较为安全的区域，并且使人员不受到火灾威胁。其次，

在实际的疏散工作开展过程当中，需要控制建筑发生

火灾的区域，防止火灾出现进一步的蔓延。最后，在

实际的疏散过程当中，需要进一步的降低疏散人员所

花费的时间，使建筑所具有的安全性能够得到综合性

的提升。以下便从上述原则中对当前人员密集型建筑

在进行消防疏散设计中所具有的现实方法进行详细的

分析与探究。

2.2 应用适合于高大空间的火灾探测器

由于大型人员密集建筑在构建过程当中较为常用

的点式感应、感温火灾探测器以及相应的自动喷淋系

统，往往无法得到有效的应用。因此，为了实际的疏

散效果提升，需要进一步的应用高大空间的火灾探测

以及具体的灭火设施。目前，适用于整体高大空间的

火灾探测系统在构建过程当中主要为相应的空气采样

烟雾探测报警系统，同样可以应用红外光束感应探测

综合报警系统 [2]。在空气采样烟雾探测报警系统的应用

过程当中，其自身所具有的灵敏度相对较高，并且其

安装方法更为灵活，由此在相应的大型人员密集场所

的构建当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应用红外光束感

烟探测系统时，需要进一步地注重相应的红外光束感

烟探测系统在实际构建过程当中的应用，靠近棚顶布

置能够进一步使火灾得到早期探测。但实际的构建过

程当中，当整体空间高度相对较高，并且上升烟与整

体中心温度与环境温度相等时，相应的上烟雨流便会

存在失去上浮力的现实特征，并且会停留在一定的高

度之上，而相应的位置也会存在相应的层化现象。由此，

屋顶附近所具有的探测装置就不会出现响应，因此对

于整体空间的高度相对较高，特别是超出 20米时，则

需要进一步地对层化现象予以有效的克服，在实际的

构建过程当中可以应用两种方案：其一为对分布式的

探测器进行有效的布置；其二为构建交叉式的探测器。

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实际构件过程当中，对于相应

的低空区域需要进一步的应用快速响应喷淋系统，而

对于相应的大空间区域，则需要应用主动喷水的灭火

系统。大空间主动偏喷水灭火系统，在实际的构建过

程当中，其组件构成分为大空间的智能灭火以及自动

扫描射水灭火等诸多装置。在实际的火灾发生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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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充分地对火灾部位予以主动探测，并且进行有效的

灭火，由此更加适用于人员密集的大型空间。

2.3 设置更加合理化的烟气控制系统以及完

善的避难通道

火灾发生过程中，烟气是对人员疏散产生威胁的

最大问题，而大型人员密集建筑在构建过程当中，其

主要形式决定其自身需要拥有一定程度的疏散空间，

并且在相应的建筑构建过程当中，需要拥有较为开阔

的空间和视野范围，使人员在火灾发生时间能够进行

更为迅速的反应，人员疏散的时间由此也将得到大幅

度的降低。需要进一步的设置更为合理化的烟气控制

系统，由此使得安全疏散距离在无法达到现行标准的

情况之下，同样能够确保人员疏散时间与危险来临时

间相比相对较小。此外，在大型人员密集建筑的构建

过程当中，其疏散时间较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整体平

面面积相对较少，无法在建筑的中部构建更为有效的

疏散楼梯以及相应的安全出口。因此，要进一步的设

置地上或者相应的地下避难通道，使得人员的疏散距

离大幅度的减小。在发生火灾时，相应的人员进入到

避难通道之内，可以认为相应的人员已经能够达到安

全区域，在避难通道的构建过程当中，通道设施需要

充分的与《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的实际要求

相符。

2.4 对安全出口的设置进行优化

大型人员密集场所在构建过程当中，其疏散楼梯

是火灾发生时人员疏散的重要通道，因此需要对其安

全性进行综合性的保障。由于整体商场在构建过程当

中，其自身的内部楼梯相对较多，而多层商场在构建

过程当中会选择较为明显的位置对相应的楼梯予以设

置，位置设置呈现出功能流线以及相应的疏散距离相

对较短的特征。大型人员密集场所在构建过程当中，

其楼梯所具有的数量需要以疏散宽度作为其构建的标

准，要进一步的依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以及高层民用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实际要求，在具体的构建过程当

中，使室内任意一点位置到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

低于 30米。由此进行计算可以发现，楼梯间所存在的

直线距离最大可达 60米。由于整体大型人流密集区域

所存在的人流量相对较大，因此每层楼梯在构建过程

当中所设计的楼梯宽度需要对每层人数的实际疏散需

求宽度予以综合性的满足 [3]。在进行具体的模拟计算过

程当中，如若每层人数存在一定程度的现实差别时，

在取值过程当中，低层所具有的疏散宽度需要依照整

体高程所存在的最多人数的疏散宽度进行有效的设计，

以此确保设计能够具有高度的有效性。

2.5 对防火区域划分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

大型人员密集场所在构建过程当中，对防火区域

进行有效的划分能够在火灾发生时对火势进行限定，

使火势蔓延得到有效的阻碍。防火分区划分能够进一

步地使灭火救援以及人员疏散获得有效的时间，防止

整体建筑物的火灾存在轰燃现象。在当前的规范构建

过程当中，对整体防火区的划分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

要求设计需要进一步地依照较为严格的规范要求予以

进行。大型人员密集场所存在的防火分区在构建过程

当中其复杂性相对较高，与一般建筑物相比会存在一

定的区别。作为人员密集的场所，由于其自身所存在

的功能性较为特殊，因此需要尽可能地划分较为开阔

的区域作为最大的空间，确保各个部分能够得到有效

的联通，实现建筑结构内部能够进行有效的自由分离。

大型人员密集场所内的格局会存在诸多变化，租赁者

以及开发者在具体的经营过程当中，往往会对其空间

格局进行改变，在设计中同样需要对该种问题予以考

量，并通过分析进行有效的划分。

3 结语

在大型人员密集场所的构建过程当中，消防安全

疏散问题需要得到充分的重视，由此需要对整体疏散

的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使得防火区域得到有效的划

分，对疏散安全出口进行有效的设置，对更为优质的

避难通道以及烟气控制系统进行有效的构建，由此从

更多角度保证安全疏散能够得到有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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