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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防火技术在民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戴 超

（大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 在政府的宣传引导下，我国居民的防火意识逐年增强，建筑工程防火技术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但是仍

然不时报出民用建筑火灾事故，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产生较大威胁。因此，本文在分析民用建筑火灾特征

的基础上，就防火设计的应用价值进行总结说明，并且分析了当前防火设计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针对性的改进

建议。希望可以为提升民用建筑的防火水平提供有效参考，最终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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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用建筑火灾特征

1.1 火灾疏散难度大

现代民用建筑往往有着较高的高度，并且逐渐

朝着高层、超高层方向发展。现代建筑高度大多都在

24m以上，有着较多的楼层和较高的人口密度。虽然

在建筑内部设置不止一个安全疏散通道，但是一旦发

生火灾，安全疏散通道往往笼罩着大量烟雾，加上人

们的恐慌心理，导致火灾现场十分混乱。通过对以往

的火灾案例进行分析可知，在发生火灾后建筑内部会

响起警报，居民会快速进入到消防通道，此时消防通

道内部有着较多的人口数量，并且相互拥挤，导致疏

散速度大大降低。如果有幼儿和老人等自身移动速度

慢的人员，会进一步加大通道的拥堵程度。如果设计

的宽度不足，很可能发生踩踏、疏散不及时等情况。

人处于浓烟环境中会有着较为紧张的情绪，希望

快速逃离火灾现场，这就导致安全通道通常会拥挤严

重，甚至发生摔伤、踩踏问题。虽然当前我国居民的

消防意识正在逐渐提升，对火灾发生时的逃生方法有

着更加清晰的了解，但是在特殊背景环境下，受到火

场复杂因素的影响，有的居民会将逃生的正确方法忘

却，导致自身陷入危险境地。此外，现代民用建筑为

了能够保证居民生活的舒适度，往往设置了多种功能

的设备设施，管道井、电缆井和排气道等是必不可少

的设施，如果设计方案不合理，那么一旦发生火灾会

导致火势快速蔓延，对高层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产生

严重威胁。

1.2 火势蔓延速度快

当前我国对高层建筑有着明确的防火标准，要求

高层建筑必须做好防火隔离层的合理设置，避免在发

生火灾后火势快速蔓延到其他楼层 [1]。在部分老旧民用

建筑中，由于建设时间较早，当时的防火规范并不完善，

没有对保温系统的防火隔离带进行合理的设置，导致

发生火灾后迅速蔓延。在高层建筑外墙中有时需要使

用燃烧性能 B1级的保温材料，该级别的保温材料虽然

保温效果良好，但是遇到火灾会由于扑救不及时或者

大风天气快速蔓延。

1.3 扑救难度高

建筑物火灾扑救难度会随着建筑物自身高度的增

加而升高。在高层、超高层民用建筑中，消防云梯数

量和高度无法企及较高楼层，仅仅依靠外部救援根部

无法达到救援的目的。此外，现代民用建筑楼层较高，

常规水枪、水炮等灭火设施无法快速地完成高层火势

控制，扑救能力不足。有的高层建筑周围设置裙房，

这些裙房会对外部救援活动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导

致救援难度增加。

此外，民用建筑周围往往停放着大量的私家车，

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灭火救援工作难度。

2 建筑防火设计在民用建筑中的应用价值

2.1 防火设计在民用建筑中的应用能有效降

低损失

现代民用建筑有着较多的楼层，高层建筑有着丰

富的模式，电梯作为这种建筑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种

设备和内部消防有着很大的关系，需要合理地分析其

布置方式和位置，避免在高层建筑发生火灾时蔓延到

电梯间，通过电梯向其他楼层扩展，导致火势增强，

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电梯间防火门可以有效达到控制火势蔓延的效果，

能够尽可能地减少火灾影响的范围，有助于减少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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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损失。同时，合理选用防火材料在火势蔓延控

制方面也有着良好的效果。比如在高层民用建筑各个

楼层设置防火门等设备设施，选用高等级的防火材料，

都能够有效控制火势蔓延，为人员安全撤离争取更多

的时间。其中防火门在发生火灾时有良好的耐火性和

完整性，在人员撤离后关闭可以保证将火势控制在该

楼层 [2]。此外，消防喷淋装置也是当前高层民用建筑中

必不可少的一种消防系统，该系统能够及时发现火情

并且启动消防装置，将火灾的影响尽可能地降低。可见，

民用建筑防火设计在保障建筑安全方面发挥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通过合理设计建筑防火系统降低火灾问题，

控制火灾蔓延，提高建筑的安全性。

2.2 建筑防火设计在民用建筑中的应用能减

少人员伤亡现象

当前我国有着功能越来越丰富的各种住宅建筑，

高层建筑物的入住率比以往更高，建筑内部人口密度

较大，此时，需充分考虑火灾问题，要优先考虑如何

疏散内部人员。在火灾发生时，建筑内部会产生大量

的浓烟，阻碍居民视线，导致居民受伤。在设计民用

建筑防火系统中，需要做好每个楼层排烟系统的合理

设计，将火灾发生时建筑内部烟尘浓度尽量减少，保

证居民能够明确逃生路线，及时逃离火灾现场 [3]，减少

浓烟对居民的伤害程度，将消防通道防火能力和防排

烟能力尽量提高，保证人员逃生过程中的人身安全。

消防栓、灭火器等都是建筑内部常用的消防设施，在

防止火势蔓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这些设施

可以为消防人员救援争取时间，保证消防人员对建筑

物中消防设施存放的位置有明确的了解，保证更加便

捷快速地控制火情，实现人员伤亡率的控制。

3 建筑防火设计在民用建筑中出现的不足

3.1 没有选择防火性能较强的建筑材料

有的设计人员在进行建筑消防设计时，没有合理

选择施工材料，过度关注材料价格，对材料的防火性

能考虑不周。有的施工单位会选择完全不具备防火能

力的施工材料，采购过程中对材料的防火性、耐火性

等方面的内容有所忽略，没有充分遵循设计方案中的

要求导致在施工中选用了不合格的材料，最终为建筑

物的安全埋下了隐患。这和我国建筑行业竞争激烈、

建材市场混乱有着很大的关系，很多企业盲目追求经

济效益，没有对其他方面的因素进行考虑，对设计方案

也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没有高效落实防火设计工作。

3.2 建筑物内部存在容易引发危害的物质

火灾过程中释放的有毒有害气体和烟雾是民用建

筑发生火灾时引起人员伤亡的主要因素。通过分析以

往民用建筑火灾案例可知，有毒有害气体也会严重影

响人们的呼吸系统，如果较长时间吸入这些气体会引

发死亡 [4]。同时，建筑物或者内部材料在燃烧过程中的

毒气和烟雾也会阻碍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导致消防

人员和消防设施难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可见，

民用建筑设计中，要合理选择施工材料，就其抗火灾

能力、燃烧后释放的气体等多方面进行考虑，在民用

建筑中尽量选用一些具有较高防火性能的材料。

4 建筑防火设计在民用建筑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4.1 选择适当的防火材料

为了保证民用建筑设计方案能够达到国家规范设

计标准要求，设计师要对建筑材料的防火性能给予足

够的重视，充分发挥建筑材料的防火性能，从而提高

民用建筑的防火水平。在选择建筑材料时，可以从材

料质量、性能、价格、使用方式、环保性等多方面加

强考虑分析，确定其是否可以满足工程设计要求 [5]。此

外，设计师还要提高对材料的耐高温能力的重视度，

保证所选的材料在燃烧后不会释放有毒有害气体和大

量的烟雾。通过合理选用建筑施工材料，可以将建筑

的防火性能大大提升 [6]。

4.2 建造合理的消防通道

民用建筑体系发生火灾时需要利用消防通道快速

疏散内部人员，在民用建筑消防系统设计中，需要加

强重视消防通道设计的合理性，保证居民一旦遇到突

发状况能够双向逃生，尽快地逃离现场，缩短逃离的

时间。

同时，为了保证火灾发生时内部烟雾可以尽快地

排放到外部，需要在每层消防通道的上方设置窗户或

设置机械排烟设施，保证烟雾能够快速地排放到室外，

提高内部空气氧气含量，提高建筑通风效果，避免烟

尘浓度过大影响居民逃生 [7]。在设计消防通道过程中，

还要注意做好楼梯的合理设置，采取有效的防滑措施，

避免在逃生过程中楼梯太滑导致人员发生摔倒、踩踏

等事件。

此外，清晰的警示标示是指导慌乱的居民快速逃

生的有力保障，居民可以沿着警示标示快速疏散。在

民用建筑安全出口设计中，要保证可以多人同时行走，

保证居民疏散过程中能够安全快速地通行。要注意消

防疏散通道不能直接连接其他地下建筑，要避免在疏

散过程中人员误入其他建筑。民用建筑中每栋居民建

筑的安全出口数量和疏散距离应按照《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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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加强对建筑结构防火的重视

4.3.1 科学设置防火墙

民用建筑防火墙设置是否科学直接影响整个民用

建筑的防火性能。防火墙应直接设置在建筑的基础或

框架、梁等承重构件上，框架、梁等承重结构的耐火

极限不应低于防火墙的耐火极限。建筑外墙为不燃墙

体时，防火墙可不凸出墙的外表面，紧靠防火墙两侧

的门、窗、洞口之间最近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2米，

采取乙级防火窗等防止火灾水平蔓延的措施时，该距

离不限。

4.3.2 科学设置管道井

民用建筑每层一般需要设置多个管道井，在管道

井设计的过程中还需要在楼板的位置上使用满足规范

要求的不然性材料作为防火分隔。管道井井壁的检修

门应设置为防火门，必要时可适当提高检修防火门的

等级。

4.3.3 科学设置防烟楼梯间、封闭楼梯间、消防电

梯间的钢筋保护层

民用建筑防火设计中要在同一个楼层开设公共走

廊疏散门，保证防烟楼梯间前室、封闭楼梯和疏散走

道合理地连接 [8]，要注意不得开设除疏散门外的其他门

窗洞口。优先在建筑靠外墙位置设置消防电梯前室，

并且在首层可以直通室外。在具体开展民用建筑设计

施工中，还要考虑火灾发生时钢筋变形和温度之间的

关系，以免发生火灾时钢筋变形，导致钢筋混凝土粘

结力不足而发生变形或者坍塌的问题。

4.3.4 科学设计建筑消防给排水系统

建筑火灾后需要及时排出消防救援产生的水，如

果无法及时排出会威胁建筑物和民众的安全。为此，

在设计消防给排水系统时要注意科学地评估消防给水

极限，保证给排水系统能够和建筑物配套。在设计建

筑消防给排水系统中，要做好供水方式的合理选择，

将排水系统的建设效果提高，同时达到节约成本、保

证消防技术稳定性的效果 [9]。

在建设消防给排水系统过程中，要对建筑物高度、

功能等要求进行分析，做好给水设施的合理配置，保

证消防排水管道的合理设置，保证排水通畅。此外，

在设计消防排水系统中，还要将高层建筑雨水排水管

道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从而节省工程成本。

4.4 优化民用房屋建筑的平面设计

设计师要按照规范标注设计民用建筑平面，比如

在幼儿园设计中，要在一层、二层、中间层做好单独

出入口的设计，保证整个建筑即使发生了火灾也可以

将教师和孩子们快速疏散，以免现场过于混乱。在建

筑物周边可以设置环形车道，保证消防车能够顺畅地

通过，消防车道的宽度、净高和可承受荷载应满足规

范要求 [10]。

4.5 强化房屋电气防火技术的科学使用

电气防火是民用建筑防火重要的工作内容，要根

据电气防火标准做好电气设施、电路线缆等设施的选

用。电气设施的防漏电、安全性要和工程标准要求相

符合，设计中要深入思考线缆内部材料和横断面，在

保证建筑需要的同时充分做好防火处理。此外，相关

人员要严格审查电气设施线路，并且定期检查维护，

确保其防火性。

5 结语

总之，现代民用建筑设计中需要高度重视防火设

计工作。建筑物防火设计效果直接关系着居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只有从建筑防火材料、消防通道、结构设

计等多方面入手，才能全面提升建筑物的防火性能，

从而保证居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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