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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分隔技术在建筑防火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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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因建筑火灾造成的损失教训惨痛，建筑防火问题备受社会关注。面对建筑火灾带来的风险与危害，

如何做好建筑防火工作便成为社会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在建筑防火中合理使用防火分隔技术，可以降低火灾发

生概率，减少因火灾造成的经济损失，只有不断推进防火分隔技术的更新，提高建筑防火水平，才能确保建筑和

居民的消防安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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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

人们对于消防安全的相关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特别是目前建筑规模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多，内部

结构越来越复杂，建筑物内人员密度也不断增大，一

旦发生火灾，很有可能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

失，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因此，建筑消防安

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们对于建筑防火的重视程度

也越来越高。防火分隔技术是近些年逐渐被人们所熟

知的一项消防安全技术，该技术的应用可以将火势控

制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最大限度地降低火灾的影响，

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1 防火分隔技术的作用

防火分隔技术一般采用防火楼板、防火墙体等，

根据防火施工标准和施工规范，合理安装防火设施。

防火分隔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提高建筑防火性能，

及时、有效地控制火势，降低火灾的破坏程度。此外，

在建筑消防中应用防火分隔设施，可以阻挡火焰的侵

袭，为人员提供逃生通道，并可以为消防人员提供救

援通道，保证救援工作顺利展开。此外，防火设施通

常采用不燃材料，可以避免建筑造成损坏，从而降低

火灾修复成本和难度 [1]。

2 防火分隔技术分析

防火分隔技术的原理为：把建筑物分成不同部分，

以此将着火点控制在某个范围内，实现控制火灾蔓延、

扩散的目标。若建筑发生火灾，可采用防火分隔技术

抑制火灾扩散、蔓延，能够给内部人员争取疏散、撤

离的时间，降低人员伤亡率。所以，在建筑防火中合

理运用防火分隔技术，有助于控制火灾危害、降低人

员伤亡、减小经济损失。

现如今，建筑消防内使用的防火分隔技术有竖向

防火分隔与水平防火分隔两种。竖向防火分隔即从竖

直方向对火灾蔓延加以控制，如建筑物内出现火情后，

可通过利用窗间墙、耐火楼板等设施对着火的楼层进

行竖向分隔，从而抑制火势在竖向蔓延，实践中，该

方法效果较好。水平防火分隔即根据建筑火灾走势，

在水平方向上控制火灾的蔓延，避免火灾大面积扩散。

通常情况下水平防火分隔技术主要应用在楼层内部，

借助防火门、防火卷帘实现水平方向上的防火分隔。

在建筑消防领域，无论是竖向防火分隔还是水平防火分

隔技术，都是以阻断火灾蔓延、扩散为目的。实践选择

中，要结合建筑特点、技术特征等合理选择分隔技术。

3 防火分隔技术在建筑防火中的运用对策

3.1 防火墙在建筑防火中的应用

防火墙的主要材料为钢筋混凝土以及防火材料，

具有良好的阻燃效果，在火灾发生后可以起到有效的

防火分隔作用。在建筑设计施工时应该注重保障防火

墙的稳定性，避免建筑物一侧结构发生破坏而导致防

火墙的坍塌。同时，防火墙要想起到良好的防火分隔

效果，必须重点关注其密闭性能，大量实践表明，密

闭性良好的防火墙不仅能够起到阻止火势蔓延的作用，

还能够阻断气体传播路径。美国《标准防火规范》中

将防火墙描述为能够限制火势蔓延的具有保护的开口，

并强调防火墙需要从基础一直砌筑到屋顶。需要注意

的是，防火墙和防火隔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建筑

物设计施工时容易将两者混淆，所以不能简单地将满

足耐火极限要求的防火隔墙作为防火墙。防火墙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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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建筑物划分为不同的防火分区，

在火灾发生后在防火墙以内对火灾进行控制。在传统

设计中，由轻质防火板填充不燃材料结合钢混结构梁

柱构成，这种防火墙虽然能够起到阻燃作用，但是在

相邻墙体坍塌的情况下很容易随之坍塌，因此在实际

建筑防火中不建议采用。防火墙有多种形式，包括内

部防火墙以及独立防火墙等，在建筑设计施工中应该

基于实际情况选择，并且在材料选用方面应该注重抗

热、耐火、抗震。在防火墙施工过程中需要注意如下

两方面：一是防火墙结构应该以钢筋混凝土为主，所

使用的水泥、钢筋以及外加剂等材料均应该满足国家

相关标准要求和设计要求。基于《防火封堵材料》中

对于防火墙的性能要求，其耐火极限应该超过 3h，且

具有良好的密闭性。防火墙墙体与穿过防火墙的管道

之间的空隙应该采用防火泥等柔性有机堵料进行填实；

二是防火墙制作工艺复杂，需要由专业人员负责，只

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保障防火墙的施工质量。

3.2 防火卷帘

近年来，高楼大厦林立，这些建筑内部结构复杂、

使用材料多样，做好建筑防火分隔必须充分考虑。在

采取防火分隔时更多的情况下还要考虑美观等因素，

防火卷帘的使用便映入眼帘，原因是：防火卷帘除了

具备防火分隔作用外，还可以美化建筑环境。

常见的防火卷帘组成部分包括控制箱、导轨、卷

门机、帘面等。在没有火情的时候，防火卷帘保持卷

起状态，占据的空间很小，安装难度相对也较低，所以，

对建筑工程环境不会造成较大影响。若建筑突发火灾，

防火卷帘门的温度传感器达到额值后，便会主动落下，

将火灾区与非火灾区有效分隔。在实践中发现，虽然

防火卷帘能够美化建筑整体环境，但时效性较低，当

建筑中安装的防火卷帘长时间未使用或维修时，一旦

遇到突发火情，常无法发挥预期作用；同时，要想有

效防控火灾，还必须搭配水幕配合使用。因此，防火

卷帘技术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所以，一般只有大型商

场电梯口、楼道等需要保持建筑美观性的位置使用防

火卷帘。还要注意的是，在防火卷帘运用期间要做好

技术管理工作，比如，施工前需有效掌握防火卷帘特

点及操作方式，应用时要按照要求定时检查防火卷帘

通畅性、是否破损等，若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这样

才能保证火灾突发后，防火卷帘有效发挥其火灾分隔

作用 [2]。

3.3 地下综合体防火分隔及防火玻璃的应用

地下综合体是指地下大规模空间综合体，如娱乐、

商业、交通等。若地下综合体发生火灾事故，其造成

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将会是最为严重的。而由于地

下综合体面积较大，部分建筑有地下二层，传统的防

火分隔技术无法发挥有效作用。因此，需要根据地下

综合体的具体情况以及防火需求，选择开阔式防火技

术进行处理，如步行街、下沉式广场。

下沉式广场较为常见的形式有圆形和矩形，需要

根据地下综合体的规模和布置情况选择适合的防火类

型。由于地下综合体对流动性、连续性、完整性都有

较高的要求，所以，可以通过限制商业建筑连续性面

积，对地下综合体空间进行分隔。即在步行街两侧设

置喷淋和防火玻璃，并安装自动消防炮和灭火系统。

灭火炮的布置需要注意覆盖范围，以保证灭火效果。

对于层高大于 9m的地下综合体，还需设置排烟系统、

报警系统。此外，可以在下沉式广场上方设置风雨棚，

以提高防火性能。在特殊情况下，适当提高风雨棚设

置高度，可以提高下沉式广场防火的有效性。

值得注意的是，地下综合体在装修过程中需要采

用不燃材料，对于绿色植物以及休息座椅尽量选择烟

气毒性小、火灾载荷低、产生烟气量少的装饰物。

3.4 排烟防火阀

在建筑防火期间，以往的防火分隔技术是采用隔

绝火源的方式实现防火，以此给消防员提供灭火时间、

空间。不过此类设计并不完美，以防火卷帘为例，虽

然可以隔绝火源，但是维护难度较大，火灾发生后有

一定概率出现脱落情况。所以，要想在保证建筑空间

环境美观性的基础上提高安全性，就必须做好防火分

隔技术研究，保证防火分隔技术满足国家制定的标准

要求，方可提高防火分隔技术实践使用效果。目前，

国内诸多建筑均安装了通风系统、排烟系统，当上述

系统正常运行期间建筑突然发生火灾，火情就会顺着

系统管道快速扩散、扩大火灾。所以，可采用防火排

烟阀解决该问题。研究显示，排烟防火阀耐火性较好，

可与空调系统、通风系统搭配使用，一般安装在空调

系统中的防火排烟阀，在工作期间始终保持开启状态，

当传感器检测周围温度达到额值后，便会自动关闭阀

门，隔绝气流流通。而通风系统中安装的排烟防火阀，

长期处于关闭状态，它与系统实际运行情况相适配，

并能够根据控制中心发送信号，执行操作，在检测到

火灾信号时就会自动开启排烟防火阀，切除火焰，消

除浓烟。需要强调一点，当建筑发生火灾后目前仅有

排烟防火阀可迅速排出烟雾，所以，做好排烟防火阀

的合理使用非常重要。

3.5 大型中庭防火分隔及防火玻璃的应用

大规模商业建筑具有通透性强、环境复杂、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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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特点，一般多为中庭结构，如公共休息区域通常

设置透明玻璃天窗。由于规模较大，建筑内部空间较大，

疏散通道比较复杂，采用防火墙、防火卷帘等分隔技

术与商业建筑环境会出现冲突，并且防火技术无法满

足建筑疏散人数多、防火分区多的要求。因此对于建

筑公共回廊、中庭等区域无法采用防火墙、防火卷帘

等分隔技术的情况下，可以采用 A类防火玻璃，将建

筑中庭回廊与公共回廊进行分隔，以控制中庭、起火

层之间的火灾和烟气相互蔓延。通过布置防火玻璃的

方式，可以有效阻挡火灾和烟雾，保证疏散工作有序

展开。对于建筑中庭防火分隔的设置，可以结合建筑

消防整体方案，在中庭侧面、顶部玻璃窗位置开设排

烟口，让中庭侧面、顶部玻璃可以起到排烟的作用，

同时控制火灾产生烟雾浓度、顶棚温度等，使其保持

在安全限度内。

对于大型建筑回廊区域，利用防火卷帘、防火墙

等分隔技术，将建筑空间分隔为面积较小的防火分区。

防火装置可以安装到分隔区域板底部或者梁底部，实

现建筑中庭自动灭火系统与其他防火分区灭火装置的

快速响应。在发生较大规模火灾时，中庭防火分隔与

防火卷帘的分隔和灭火效果相比，有较为理想的效果。

此外，对于大型建筑的防火分隔，需要依据国家的防

火规范，对建筑内部防火分区设置安全出口、疏散楼梯，

并适当增加逃生出口数量 [3]。

3.6 其他技术在建筑防火中的应用

除了上述防火分隔技术外，在建筑防火中还有一

些防火分隔技术较为常用。一种是防火挑檐与耐火隔

板。高层建筑在垂直方向上通常是基于楼层来设置防

火分区，因为楼层可以有效阻止火势向上蔓延。但是

在火势比较大的情况下，火势以及高温烟气往往会随

着建筑外墙开口喷出然后向上蔓延。为了防止火势在

垂直方向上的这种蔓延，防火挑檐与耐火隔板是非常

有效的措施。相关研究表明挑出 0.6m的防火挑檐可以

起到 1.2m的窗槛墙的防火分隔效果，突出外墙面 0.6m

的耐火隔板可以起到 1.0m宽的窗间墙的防火分隔效果。

因此在高层建筑设计施工中可以采用这种防火分隔措

施。另一种是防火分隔水幕，该技术主要是通过水幕

来起到防火分隔的效果。防火分隔水幕通常设置在防

火墙开口位置处，与防火墙联合使用，能发挥更好的

防火分隔效果。需要注意的是防火分隔水幕需要较大

的用水量，所以在大型剧场舞台以及生产厂房中应用

较多。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中对于防火

分隔水幕的强度具有明确的要求，需要达到不低于 3.0h

的耐火极限，因此需要储备大量的消防用水。

4 建筑防火中防火分隔技术的运用注意事项

4.1 防火玻璃安装注意事项

在安装防火玻璃时，要检查玻璃外表是否出现裂

纹、损坏，若发现破损等情况，要马上更换。同时，

防火玻璃搭配的框架需选择不可燃材料，防火玻璃安

装后，在框架间出现的缝隙要选择不燃物填充或压实。

4.2 掌握防火等级

将防火分隔技术引入建筑防火中进行运用时，应

提前掌握建筑防火等级，并基于此充分研究防火分隔

技术运用时受到的影响因素，才能保证建筑防火中防

火分隔技术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4.3 加强消防施工质量控制

在建筑消防施工中，想要发挥出防火分隔设施的

重要作用，就需要对消防施工进行质量控制，要求施

工人员具备良好的安全意识和高超的施工技术，并不

断提高所有施工人员的消防理念，保证施工中严格遵

守消防施工原则，根据消防标准和施工技术正确安装

和布置消防设施。另外，施工单位需要在施工过程中

进行严格的管理和监督，这就需要施工单位及相关部

门充分认识到建筑消防施工的重要性，加大施工过程

监管力度，保证施工材料、施工技术等符合建筑防火

标准，从而提高建筑消防施工质量。

4.4 加强防火分隔设施的保养和维护

在防火分隔设施投入使用后，管理单位需要加强

防火设施的保护和维修工作，以保证防火分隔设施的

使用性能。因此，在日常施工过程中，管理人员需要

对防火分隔设施进行定期的保养维护，及时发现问题

并进行更换或者维修，保证防火设施正常运行，强化

防火分隔设施使用寿命。

综上所述，在建设设计施工中采取有效的防火分

隔措施可以有效降低火灾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

失。目前，防火分隔技术有多种不同的类型、不同优

缺点和适用性，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应该科学合理地选

择，确保在火灾事故中起到更有效的防火分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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