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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章、节、条号 意见 提意见单位、专家姓名 处理意见 

1 2.1.1 

“裙房”在这用还是不适合，建议改为“裙楼”或“大底

盘”同时增加“裙楼”或“大底盘”的术语定义区别于裙

房。同时与 7.1.1条协调是否指同一类多塔建筑。 

陕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采纳，已修改 

建议：将...“不宜”，修改为“不应”，且 1~3设置为强制

条件 
榆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 2.2.1 

应按原规范，不大于 10米 
安康市三盛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原规范不大于 10 米指的是扑救面距外墙的

距离 

消防车道距建筑外墙不应大于 30米，鉴于建筑行业内实际

情况，建议改为 50米。 

西安鸿发施工图设计审查

有限责任公司 
采纳，已修改 

建筑有凸出的门斗、门厅是否从凸出部位外墙算起？ 
榆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从主外墙算起 

3    2.2.3 
建议明确消防车登高场地范围内消防车道沿高度。（不大于

15公分）明确植草砖铺装面积不大于扑救场地面积的 1/2； 

西安鸿发施工图设计审查

有限责任公司 
采纳，已修改 

 2.2.4 

建议明确无连续布置扑救场地条件时，可在建筑两侧布置

扑救场地，且每处扑救场达到 10*20 米要求，且该侧应有

进入楼梯间的出入口； 

西安鸿发施工图设计审查

有限责任公司 

未采纳，因在救援面的一侧只有二户，在建

筑两侧山墙布置均不会增加或减少施救住

户的数量，布置意义不大。 

 2.3.1 
应明确消防电梯应布置在扑救面一侧，距离登高场地不大

于 10米； 

西安鸿发施工图设计审查

有限责任公司 
未采纳，《建规》未强制要求。 

7 

 

2.3.2 

 

将“住宅建筑当普通电梯单独设在楼梯间防烟前室内时，

前室应设置防烟设施并满足上述对普通电梯的配置要求。”

改为“住宅建筑当普通电梯单独设在楼梯间防烟前室内时，

前室应设置防烟设施并满足上述对普通电梯的配置要求和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第 3.2.2 条

中有关独立前室、消防电梯前室的开窗要求。” 

陕西丰宇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采纳，已修改   

应明确普通电梯设置在楼梯间前室时，其前室面积应符合

合用前室面积要求。 

西安鸿发施工图设计审查

有限责任公司 



8 3.0.5 
在第 2 句句未增加“且防火分隔措施必须采用耐火极限不

低于 3 小时的防火卷帘分隔”更明晰。 

陕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采纳，已修改   

9 3.0.7 

应改为“汽车库每个防火分区分散布置的设备用房总面积

不应超过 1000 平方米”。同时上述内容与该条中“面积比

例不应超过 1/3” 矛盾，建议改为不应超过 1/4。建议对住

宅建筑主体下部不划车位区域占车库防火分区面积比例应

给以限制。 

西安鸿发施工图设计审查

有限责任公司   未采纳，本条是参照《西安市汽车库、停

车场设计防火规范》的规定，因该规范前期

一直按此执行的 

10  

若设备用房满足可划分在汽车库的防火分区所有条件，如

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这些要求疏散门直通室外或安全

出口的机房，疏散是否可以先通过车库，后进入安全出口？ 

榆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1 4.0.1 住宅的储藏间门是否应设防火门？ 榆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规 6.2.3 条 4 款已规定为防火门 

12 4.0.2 

建议明确本条的适用范围，如医院、养老、教学等其他类

型建筑中的或与上述建筑合建的功能类似“观众厅”的房

间是否适用本条款。 

安康市三盛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按 GB50016-2014(2018版)第 5.4.7条执行

即可，类似功能房间可参照，但医院、养老、

教学还有其他要求。 

13 4.0.3 
如果每单元只设一个安全出口时，住宅单元出屋面楼梯可

以不连通？ 
榆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采纳，已修改 

14 
5.0.1 

 

将“……住宅部分的疏散楼梯间内防烟与排烟系统的设置

应根据该建筑的总高度确定并复核《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 年版）第 8.5.1 条及《防烟排烟系统

技术标准》GB51251-2017 相关条款执行；”改为“……住

宅部分的疏散楼梯间内防烟与排烟系统的设置应根据该建

筑的总高度确定并按照本规范中有关住宅建筑的规定执

行；” 

陕西丰宇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采纳，已修改 

 

15 5.0.4 两个梯段之间应设置防火隔墙 
安康市三盛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未采纳，仅决疏散宽度，不是二个安全出口

的问题。 

16 5.0.5~5.0.7 

5.0.5、5.0.6、5.0.7 条前增加一条 （2018 年版）第 2.1.4 条

的补充“且首层及二层层高不大于 3.600 米，总高度不大于

7.200 米”。 

陕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采纳，已修改 



17 5.0.8 
“民宿”疑似宾馆类，建议明确其疏散距离如何计算？是

否参照 5.0.9 计算还是按住宅的规定计算。 

安康市三盛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采纳，已修改 

18 5.0.11 建议对扩大封闭楼梯间前室面积应有限制。 
西安鸿发施工图设计审查

有限责任公司 

未采纳，规范未对该面积进行限制，如何限

制，不好界定。 

19 5.0.12 

“维护结构”“维”错别字，应为“围” 
安康市三盛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采纳，已修改 “当疏散至首层.......”应改为“安全疏散中的室外空间

是........”。目的是当前对首层的限定排除了大量下沉广场中

类似有顶挑檐案例。修改后扩大了室外空间概念的外延。 

西安鸿发施工图设计审查

有限责任公司 

20 5.0.14 

“关于电影院等的疏散宽度只适用于单独建造的相应场

所”建议明确该疏散宽度的适用位置，比如：观众厅内疏

散宽度。 

陕西省燃气设计院有限公

司 

采纳，GB50016-2014（2018年版）只针对

第5.5.20条表5.5.20-1中楼梯的疏散宽度

计算 

21 5.0.17 

应改为“.....该建筑下部低楼层区域的疏散楼梯间形式可以

按照.... ”；加“形式”二字。 

西安鸿发施工图设计审查

有限责任公司 

采纳，已修改     

将 5.0.17 条改为“高层建筑中，上部高楼层区域所用疏散

楼梯间与下部低楼层区域所用疏散楼梯间全部且完全独立

设置、互不连通时，该建筑下部低楼层区域的疏散楼梯间

及其消防设施可以按照其实际服务的楼层数和高度及其功

能用途来确定；上部高楼层区域所用疏散楼梯间仍需按其

所服务的总建筑高度来确定。” 

陕西丰宇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22 5.0.19 
建议在句末补充，“但该汽车库防火分区需有两个安全出

口”。 

陕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采纳，已修改   

23 6.0.2 
技术指南须进一步完善同一空间那些情况：如一个复式结

构的户内或户内层高做成两层等。 

杨凌示范区聚星施工图审

查咨询有限公司 
采纳，增加（跃层中通高部分） 

24 6.0.3 

应明确建筑距地下车库通风排烟口的距离或要求。 
西安鸿发施工图设计审查

有限责任公司 
只涉及地下车库采光口，未涉及其他。 

是否包括地下室出屋面的风井、单设的地下室出地面楼梯

间？ 
榆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5 6.0.5 
应改为“高层住宅建筑不宜采用外墙凹槽或天井形式布置，

当凹槽或天井设置为 U....”。 

西安鸿发施工图设计审查

有限责任公司 
未采纳，不能限制外墙凹口的建筑形式 

26 6.0.5 
通向连廊的疏散门是否为防火门？开启方向是否有要求？

都开向室外？ 
榆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部分采纳，不需要防火门，但开启方向应双

向。 

27  补充规范、标准版本号 
陕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已统一规范、标准版本号，在指南最后已附

有规范、标准版本 

28  

建议应明确地下车库设置防火卷帘是否执行《建规》6.5.3

条相关要求。 

建议对《建规》6.2.5 中有关窗槛墙高度不够情况下设置防

火玻璃墙与外窗防火性能要求予以明确。 

西安鸿发施工图设计审查

有限责任公司 

未采纳，《车规》GB50067-2014第 5.1.1条

注释已明确。 

未采纳，《建规》6.2.5 中已明确外窗防火性

能。 

29  

1  本指南是否可以增加厂房、库房的防火问题，如操作平

台、检修平台、夹层的面积、疏散距离；中间仓库、办公

室、休息室的面积；                             

2  住宅的商业网点两层总高度是否有限制？若其总高达

到住宅三层或规划应计算为三层容积率的高度，是否还可

以按商业网点设计消防？                           3  

住宅两户封闭阳台的窗间墙是否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第 6.2.5 条的 1 米宽度执行？                                 

4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39-2016 第 4.1.11

条第 7 款规定楼梯间在首层应直通室外，其是否可将直通

室外的门设置在不大于 15 米的走道或门厅外墙处？ 

榆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规范中未对厂房内设备操作平台、检修平台

进行规定。 

商业网点两层总高度有限制,本指南已明确

高度 8.4m。 

应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第 6.2.5条执行 

《建规》5.5.17注 2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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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章、节、条号 意见 提意见单位、专家姓名 处理意见 

1 7.1.1 
应与 2.1.1条第 4 款协调 

二条是否讲的一个类型建筑。 

陕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该条已删除 

2 7.1.3 

建议按规范：在实践中，一个单元高度小于或等于 54m 的独栋住宅建

筑，按规范要求所设置的环状管网往往再设置一根不带消火栓的立管成

环，有实际意义。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第 7.4.6 条 

杨凌示范区聚星施工图审查

咨询有限公司  
不采纳 

（意义不大） 

3 7.1.4 
高度小于 100m，是否应该为高度不大于 100m。 

请复核 

陕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不采纳 

（和 GB50014-2014表

5.1.1一致） 

4 7.1.5 

建议增设：消防水泵采用共用吸水管分别从

两格（座）水池最低有效水位以下吸水且共

用吸水管取水有可靠保障时，阀门设置保证

任一格（座）水池的检修时，可不再设连通

管。 

从两格（座）水池最低有

效水位以下吸水的共用吸

水管本身就起联通作用，

因此可不再单独设联通

管。 

陕西省燃气设计院有限公司  

不采纳 

（标准图已明确明确，轴流

泵按规范要求设置） 

建议增设：（补充

GB50974-2014 第 

4.3.6 条,第 5.1.9

条）按规范要求应

设两座独立使用的

消防水池，当采用

轴流深井泵安装于

消防水池上时，主

泵和备用泵可分别

设置在两座水池

上，主泵与备泵数

量相同，水池底部

采用联通管联通，

连通管上设常开

阀。 

近年来轴流深井泵技术越来越先进，产品规格也

较齐全，投用在消防系统中，尤其是工业项目，

可大大减少土建费用，应大力推广，GB50974-2014

第 5.1.9 条也做了相关规定。但对于需要设置两

座消防水池的情况下，设置轴流深井泵这种工况

没有明确的规定，容易产生意见分歧，也给工程

建设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以下面两种工况为例，

建议做出明确规定。 

1、依据 GB50974-2014 第 5.1.9 消防泵采用轴流

深井泵，当设两座水池时，如果采用两台电动轴

流深井泵（一用一备）分别设置在两座水池上，

水池底部采用连通管，连通管上设常开阀。 

 2、依据 GB50974-2014第 5.1.9消防泵采用轴流

深井泵，当设两座水池时，如果采用两台轴流深

井泵（一电一柴，电泵为主泵，柴油泵为备用泵）

分别设置在两座水池上，水池底部采用连通管，

连通管上设常开阀。 

5 7.1.6 

建议增设： 当室外消

火栓采用高压或临时

高压加压系统时，储存

室外消火用水的消防

当室外消火栓采用高压或临时高压加压系统

时，室外消火栓连接水龙带和水枪可直接使

用。而且高压和临时高压消火栓也可以向消防

车补水。 

陕西省燃气设计院有

限公司  

不采纳 

（当消防水池的吸水高度小于 6.0m

首先还是要求设置消防取水口） 



水池可不再设取水口。 因此，提出以上建议。与“吸水高度大于 6.0m

时，可不设置消防取水口（井），但应设置室

外消火栓加压系统。”有着相似的问题。 

6 7.1.11 

建议解释： 

如何认定系统采用了

“采用安全可靠的消

防给水形式” 

“系统设置稳压装置，室内消火栓系统稳压罐

调节水容积不应小于 300 L;自喷系统稳压罐

调节水容积不应小 150 L;室内消火栓系统和

自喷系统共用消防泵组系统中，稳压罐调节水

容积不小于 450L”这样算不算安全可靠的给水

形式？ 

陕西省燃气设计院有

限公司 

不采纳 

（本条的目的是要求尽可能的要设

置屋顶高位消防水箱，当受条件限

制实在无法设置屋顶水箱时，但也

须满足规范 GB50974-2014第 6.1.9

条第 1款强条的要求） 

7 7.1.16 

请核实“供上部住户使用的储藏

库”与“被分隔成供各住户独立使

用的储藏间”二者有何区别。 

不明确，进一步核实。 
陕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采纳 

（已修改） 
建议地下室用作储藏库房时均设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储藏库房储存物品繁多，火灾隐患

较大，一旦发生火灾不能及时被发

现，对上部建筑内人员生命和财产

威胁大。 

安康市三盛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建议：，...且该工程其他部位...；

改为储藏库设置的灭火系统形式，

与该工程其他部位一致。 

  榆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8 7.1.18 去掉一个“本”字  榆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采纳（已修改） 

9 7.1.19 

原文“一类高层公共建筑的生活水泵房、消防泵房等设备用房均须设置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理由与建议：泵房的主要火灾危险性集中在水泵

控制柜内。而设置在泵房内的控制柜，规范要求采用 IP55 的防护等级。

那么即使控制柜发生火灾，喷淋系统也无法发挥作用。所以，建议取消

泵房的自动喷淋系统设置要求，采用灭火器等其他灭火设施。 

 

 

不采纳 

（严格按照 GB50974-2014

第 8.3.3条强条执行） 

10 7.1.20 

应改为“...储油间的消防设施设

置......"。 
 

西安鸿发施工图设计审查有

限责任公司 
采纳（已修改） 

建 议 补 充 

GB50974-2014 

第 5.1.8 条第

5 款：柴油机消

GB6245-2005《消防泵》中柴油机消防泵、蓄电池、供油箱是

作为一个整体泵组对待，犹如汽车、拖拉机内燃机自带油箱，

不宜分开设置。而且国家消防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对柴油机

消防泵组型式试验认证时都作为整体泵组认证，提供检验报

陕西省燃气设计院

有限公司  

不采纳 

（本条是对 GB50016-2014

第 5.4.13条第 6款的补充，

不设计储油间设置位置问



防水泵的供油箱

应就近设置在柴

油机消防水泵旁

边，或与柴油机

消防水泵共底座

设置。  

告。 

以往在一些项目审查中，要求将柴油机消防水泵供油箱分开独

立设置在储油间内（可能是参考柴油发电机和燃油锅炉的一些

要求），这样一来，实际上增加供油箱和柴油机之间的距离，

柴油机不能正常回油到油箱，一些厂家又在柴油泵跟前增加副

油箱才能保证柴油机正常回油运行。管路增多后反而增加了不

安全因素。 

参考的柴油发电机和燃油锅炉运行后要经常补充燃料，比较频

繁，需要经常转运储存一定的燃料，规范要求当设置储油间时

其总储存量不应大于 1m3的储油量。这与柴油机消防泵自身供

油箱还是有所区别的。 

因此，建议规范明确柴油机消防泵供油箱的位置。 

题） 

建议修改： 

GB50974-2014 

第 5.4.2 条“自

动喷水灭火系

统、水喷雾灭火

系统、泡沫灭火

系统和固定消防

炮灭火系统等水

灭火系统，均应

设置消防水泵接

合器”改为“建

筑室内自动喷水

灭火系统、水喷

雾灭火系统、泡

沫灭火系统和固

定消防炮灭火系

统等水灭火系

统，均应设置消

防水泵接合器” 

GB50974-2014 第 5.4.2 条文解释是指室内消防给水系统设置

消防水泵接合器，并不不包含室外的消防给水系统。 

GB50219-2014《水喷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第 5.4.1条“室内

设置的系统宜设置水泵接合器”，其条文解释“水泵接合器是

用于外部增援供水的设施，当系统供水泵不能正常供水时，可

由消防车连接水泵接合器向系统管道供水。从实际应用考虑，

设置在偏远地区，消防部门不易支援的系统和超出消防部门水

泵供给能力的大容量系统可不考虑安装水泵接合器。” 

一些工厂或站场的可燃液体（气体）罐区、工艺装置区等露天

设施经常需设置储罐水喷雾系统，泡沫灭火系统，固定消防水

炮系统、室外消火栓系统，这几种设施基本都采用一个高压或

临时高压系统，一般都超过了消防部门水泵供给能力，且消防

车进入站区可直接对保护对象进行冷却、灭火，无需再通过水

泵接合器。 

且按规范“水泵接合器应设置在室外便于消防车使用的地点，

且距室外消火栓或消防水池的距离不宜小于 15m，并不宜大于

40m”执行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来设置水泵接合器和消防

车停放场地。 

因此，建议室外露天的水喷雾冷却系统、泡沫灭火系统和固定

消防炮灭火系统等水灭火系统可不再设水泵接合器。 

陕西省燃气设计院

有限公司  

不采纳 

（室外消火栓系统本身就

不存在设置水泵接合器的

问题） 



 

 

 

网上征求意见回复 

（暖通专业） 

 

 

 

 

 

 

                                                          二零二一年一月 

 

 



序号 章、节、条号 意见 提意见单位、专家姓名 处理意见 

1 7.2.3 

明确该条文适用的前提条件，即地下楼梯和地上楼梯的不管共用与否该补

充条文均适用 

"1、根据《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第 3.1.6条规定“当地

下、半地下建筑（室）的封闭楼梯间不与地上共用且地下仅为一层时，可

不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按照常规理解，即除开这种情况以外的楼梯均

需设置机械加压送风。本次补充意见明确地下两层或三层可以自然通风，

那么是否意味着“不管此地下楼梯与地上共用还是不公用均可设置自然通

风”，这点设计人员平时会比较容易混淆，故请明确此补充条文的前提条件。 

陕西丰宇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不采纳 

3.2.1已对适用范围作

出规定 

2、请明确“管道层”是否当做一个自然层来计算 
不采纳 

以建筑定性为依据 

2 7.2.4 

1、首层扩大前室直通室外，建议首层可不设加压送风口。  

   首层扩大前室直通室外，设置加压送风口难以保证前室的压差值，不能

真正达到防烟的目的。另外首层的逃生距离较短，故建议首层可不设加压

送风口。   安康市三盛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不采纳 

建筑形式多样，暖通设

计不应放宽扩大前室的

要求 

2、建议首层扩大前室直通室外的外门高度要求不低于 2.2m，可认为满足

自然排烟要求，不需设置自然排烟外窗或洞口。 

   首层前室设置自然排烟外窗或洞口往往难以实现，适当要求外门的高

度，是否可认为开启的外门上部为自然排烟口。 

将“当前室按规范要求需要采取机械加压送风方式时，首层扩大前室的送

风……”改为“当前室（合用前室、共用前室等）按规范要求需要采取机

械加压送风方式时，首层扩大前室的送风……” 

修改以后表达更明确，不会产生歧义 

陕西丰宇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将“当地上满足自然通风条件，首层以上楼层的前室按规范要求采取自然

通风方式时，首层扩大前室应设置排烟设施，并优先采用自然排烟方式，

自然排烟窗或开口的有效面积应满足《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2017第 4.6.3条规定，且可开启外窗或开口的面积不应小于《建筑

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2017第 3.2.2条规定。”改为“当地上

满足自然通风条件，首层以上楼层的前室按规范要求采取自然通风方式时，

首层扩大前室应设置排烟设施，并优先采用自然排烟方式，自然排烟窗或

开口的有效面积应满足《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2017 第

4.6.3条规定（开窗高度不做要求），且可开启外窗或开口的面积不应小于

不采纳 

前室开窗或开口需满足

要求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2017 第 3.2.2 条规定，首层非

扩大前室时，可考虑不设置防烟设施。” 

1、《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2017 第 4.6.3 条规定规定开

窗面积按照规范是适用于排烟系统的，而排烟系统对于开窗高度有明确的

要求，将其用于防烟系统时，其高度是否有要求应明确，不然容易混淆 

2、“首层为非扩大前室时”，即没有开向前室（合用前室）的室内门洞，前

室基本不存在火灾危险性，是否就可以同 7.2.4第 1条机械加压送风系统

是时一样，不用设置防烟设施 

3 7.2.8 

建议对土建风道采用内壁密实，光滑不透风做更详细要求，并明确检测标

准。 

砖砌体内外抹灰井道，特别是排烟井道，难以满足要求。 

 安康市三盛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  

不采纳 

规范宣贯时已强调 

建议对外取风井道和对外排烟井道进一步说明图示解释。 

GB51251-2017第 3.3.7条和第 4.4.7条 

杨凌示范区聚星施工图审

查咨询有限公司   

不采纳 

规范宣贯时已强调 

4 7.2.9.4 

建议去掉该条 

1、防烟分区是在防火分区的基础上表达的，且每个防烟分区是由隔墙、门、

挡烟垂壁等围合的封闭区域，平面上即可表达清楚，审查、施工人员也可

看懂，不用另外补充防烟分区示意图 

2、防烟分区不同与防火分区，防火分区是用建筑隔墙、防火卷帘、防火门

等分隔的可能包括多个房间的空间，故建筑需要给出防火分区示意图，以

免相关专业和人员混淆，而防烟分区不会存在多个房间围合的空间，仅为

同一空间的围合区域，平面表达不存在歧义，故不需要单独给出防烟分区

示意图 

3、建筑专业以建筑隔墙、防火卷帘、防火门等分隔给出的防火分区示意图

是有建筑轴号的，防火分区示意图可以依据轴号和建筑平面图结合来看，

而每个平面的防烟分区比较多且零碎，不是每个防烟分区之间都有与之相

应的建筑轴号对应，表达起来比较困难且容易与平面产生矛盾，故不建议

暖通专业单独给防烟分区示意图 

4、全国目前没有发现有要求补充防烟分区示意图的 

陕西丰宇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采纳 

（已调整） 

5 7.2.9 

建议补充《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2017 的各专业相关分

工，特别是暖通专业和建筑专业之间的分工 

1、自《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2017颁布以来，暖通专业

与建筑专业联系更加紧密，很多内容需要建筑专业表达，比如固定窗、电

动排烟窗等，但建筑专业常常会忽略掉这些东西，使得规范在执行时大打

折扣，暖通专业作为配合专业，也无能为力 

2、部分省市中的补充意见也有此分工，比如“《山东省建筑工程消防设计

采纳 

（已调整） 



部分非强制性条文适用指引》第二篇第一章第 1.0.1 条。” “浙消〔2020〕

166号）关于发布浙江省消防难点问题操作技术指南 2020版的通知”第三

张第五节 

6 7.2.10 

将“当加压送风机的进风口与机械排烟风机的出风口处于建筑物非相邻的

不同朝向（如南与北、东与西）时，两者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10m，

或垂直距离不小于 3m。”改为将“当加压送风机的进风口与机械排烟风机

的出风口处于建筑物非相邻外墙的不同朝向（如南与北、东与西）时，两

者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10m，或垂直距离不小于 3m。” 

 

如果不加“外墙”，会产生歧义，比如同一个屋面有一台排烟风机和一台补

风风机，按照补充条文即一个口向西，一个口向东，两个口之间间隔 10m

即可。但是这两个口是在中间无分隔的同一个平面上，按照《建筑防烟排

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2017 第 3.3.5 第 3 条，应该是不行的，所以

建议增加。 

陕西丰宇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采纳 

（已调整） 

7 7.2.12.3  “防烟防火阀”是否可以改为防火阀？ 
 榆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已取消该条 

8 7.2.13 

将 7.2.13条改为“当采用专用排烟屋顶风机时（轴流风机、混流风机、离

心风机等除外），其抗风抗雨和耐腐蚀良好、露天设置能正常使用时，可不

设置机房。” 

 

避免将屋顶风机理解为“放在屋面的风机” 

陕西丰宇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不采纳 

宣贯解释 

9 7.2.13 

规范已明确排烟风机应设置专用机房，为了不因受风、雨、异物等侵蚀损

坏，在火灾时能可靠工作。专门设置机房。技术指南提到抗风抗雨和耐腐

蚀良好、露天设置能正常使用，如何能长期保证抗风抗雨和耐腐蚀良好、

露天设置能正常使用，没有一个具体办法。建议技术指南本条取消。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第 4.4.5 条排烟风机应设置

在专用机房内。 

杨凌示范区聚星施工图审

查咨询有限公司   

不采纳 

专用排烟风机具备室外

设置条件 

10 7.2.16 
明确宽度大于 2.5米小于 3米的走道，局部变宽，宽度不超过 6m，长度不

大于走道的 1/4，走道的长度是否不大于 45米？ 

新时代（西安）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不采纳 

综合各地标准，仍采用

浙江省的地标 

11 7.2.19.2 
将 Lmin=0.9Ve1/2（m）改为 Lmin=0.9Ve1/2（m） 

根据 NFPA92-2018中规定，表达错误 

 陕西丰宇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已采纳 

排版有误，已更正 



 

 

 

网上征求意见回复 

（电气专业） 

 

 

 

 

 

 

                                                      二零二一年一月 

 



序号 章、节、条号 意见 
提意见单位、专家

姓名 
处理意见 

1 

7.3.1 -2 

第 2款 此条建议删除。 

理由：此房间的照明应为消防应急照明，按《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

系统》技术标准 GB 51309-2018，应专设应急照明箱或集中电源。而插

座有可能为非消防用电或接入临时电器设备，消防作业不能因插座回路

问题影响消防配电设备正常供电。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

的 10.1.6“...当建筑内的生产、生活用电被切断时，应仍能保证消防

用电。”《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第 7.2.1第 2款“照

明、电力、消防及其他防灾用电负荷，宜分别自成配电系统。 

陕西省燃气设计院有限公

司 

不采纳 

（房间内插座均为条文中所

列场所服务，如检修等，可

视为与消防相关设备电源，

且条文中要求插座为独立回

路，具有独立的保护功能） 

2 
建议取消插座  

理由：消防设备不应采用插座回路供电，采用插座回路供电应为非消防

设备，不应接入消防电源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3 7.3.2-1 
防火卷帘供电应由防火卷帘控制箱所在防火分区消防电源供电。附图 

11 所示消防供电线路有跨越防火分区嫌疑。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采纳 

（对附图进行修改） 

4 7.3.2-2 

建议改为：消防消防配电线路和其他配电线路可以共用电缆桥架，消防

配电线路应与其他配电线路分隔敷设。 

理由：如敷设在吊顶内时，矿物绝缘电缆可采用梯架或明设，普通电缆

应采用封闭式金属线槽，如共用线槽存在消防线路降容的影响，矿物绝

缘电缆线芯允许工作温度高，共槽敷设对普通电缆有降容影响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采纳 

 

5 7.3.3-1 建议取消此条。理由：GB50016-2014(2018年版) 10.3.6条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不采纳 

（本条就是针对 GB50016 与

GB50319不一致处制定） 

6 7.3.4-6 

技术指南对规范进行了完善，但技术指南中住宅一概而论，建议进一步

完善住宅多层、二类高层住宅可不设消防广播，应设语音提示警报器。、

一类高层公共部位设消防广播、超高层应公共部位和户内均应设消防广

播。 

理由：GB500116-2013第 4.8.7条：集中报警系统和控制中心报警系统

应设置消防应急广播。 

杨凌示范区聚星施工图审

查咨询有限公司  

     不采纳 

（GB50016-2014(2018 年版) 

8.4.2 条已明确可以设置消

防应急广播或带有语音提示

功能的火灾声警报装置。） 

7 7.3.4-6 
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住宅建筑，应设置消防应急广播或带有语音提

示功能的火灾声警报装置。 

理由：GB50016-2014(2018年版) 8.4.2条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不 采 纳 （ 本 条 与

GB50016-2014(2018 年版）

8.4.2条并不冲突，仅说明不

设置广播情况做要求） 



 

7 补充 

明确关于消防风机与风阀之间的控制要求，是否需要连锁控制。 

《建筑防排烟标准》5.2.2.4条：“系统中任一排烟阀或排烟口开启时，

排烟风机、补风机自动启动”中自动启动是指通过消防报警系统实现，

不需要单独拉线实现。 

理由：解决风阀与风机控制箱之间是否需要硬线连锁的争议问题。 

硬线连锁线路复杂，故障率高，同类问题山东省已按建议中实施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采纳 

8 补充  明确潜水泵是否为消防设备？什么情况下属于消防设备。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不采纳 

（是否属于消防设备由给排

水专业资料确定） 

9 补充 
明确无需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建筑，电动排烟窗、补风窗等当采用

手动控制时，无需联动，无需为此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不采纳 

（电气专业是否设置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由暖通专业对

电动窗的联动要求决定） 

10 补充 明确消防泵是否必须设置机械应急启泵装置及具体要求。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不采纳 

（消防泵应急启动装置由该

排水资料确定） 

11 补充 

当消防设备的两路 0.22/0.38kV 电源分别引自 10kV 电源分别引自同一

110/10kV变电站两段母线的 10/0.4kV变压器低压侧或引自同一开闭所

（两路 10kV 进线分别引自不同的 110/10kV 变电站）的两段母线的

10/0.4kV变压器低压侧满足一级负荷电源要求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不采纳 

（本指南没有涉及一级负荷

供电问题） 

12 补充 
排烟风机电源可由本防火分区消防电源箱放射式供电 

理由：《民规》13.7.11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不采纳 

(按 GB51348执行即可) 
 

13 补充 楼梯间设置消防广播细则。如是否必须每层设置？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不采纳 

(楼梯间广播设置由具体设

计确定） 

14 
建议完善第

7.3.2-1条 

关于防火卷帘供电，由于防火卷帘用电量小，数量多且分散，可由同一

防火分区消防电源箱树干式供电，数量不超过 5个，总容量不大于 10KW,

不跨越防火分区即满足要求。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不采纳 

（本条针对多个防火分区防

火卷帘的配电原则制定，同

一防火分区的防火卷帘配电

方式可由设计自行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