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10000t 以上的其他粮库
10000m³的木材堆场
2000 ㎡以上的图书馆、展览馆
1000 ㎡以上的可燃物品的商场
1000 万以上大型物资仓库
500t 以上的棉裤
500 ㎡以上的车站候车厅，码头候船厅
200 ㎡以上的歌舞娱乐
100 人以上的服装、鞋帽、玩具加工厂
100 张床位以上的学生宿舍
50 张床位以上的老、幼、医、旅
二、重点部位的确定
1.发生火灾后对消防安全有重大影响的部位，变配电室，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等。
2.性质重要、发生事故影响全局的部位，如发电站、变配电站（室），通信设备机房、 生产
总控制室，电子计算机房，锅炉房，档案室，资料、贵重物品和重要历史文献收藏室等。
三、重大火灾隐患直接判定（★★★）
1.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未设置在城市边缘或者相对对立的地带。
2.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储存场所与居住建筑设在同一建筑内，或者防火间距达不到标准要
求的 75%。
3.加油站、加气站、加油加气合建站在城市建成区达到或者超过了一级站的标准。
4.甲乙类生产、储存场所设置在了地下、半地下。
5.公共娱乐、商店、地下人密场所的出口数量达不到国家规定的 80%。
6.旅馆、公共娱乐、商店、地下人密场所未按规定设置火报、自喷系统。
7.易燃易爆场所未按规定设置固定灭火、冷却，可燃气体浓度报警，火灾报警设施。
8.在人密场所违反规定使用、存储或销售易燃易爆危险品。
9.老、幼场所所在楼层与国家规范规定不符。
10.人密居住场所采用彩钢夹芯板搭建，且材料耐火低于规定的 A 级。
消防给水：
水泵与控制柜不在同一空间，保护等级 IP30,在同一空间，保护等级 IP55。
机械应急启泵时，水泵在报警 5min 内正常工作。
双路电源切换时间不应大于 2s，一路内燃机与一路电源切换时间不应大于 15s。
消火栓抽检数量 1%，且不应少于 5 个，加压至 1.6MPa，保压 2min，无渗漏、无损伤未
合格。
管网安装，防晃支架的安装，40 为界 15m，50 为界，中点、拐弯、三四通，立管始终要
防晃。
强度试验压力，当压力≤1.0MPa 时，强度压力为系统压力的 1.5 倍，且不应小于 1.4MPa。
当压力大于 1.0MPa 时，强度试验压力为系统压力+0.4MPa。

达到压力后，保压 30min，无渗漏、无变形，且压力降不大于 0.05MPa。
水压严密性试验，压力为系统工作压力，稳压 24h，无泄漏。
气密性试验，压力为 0.28MPa，稳压 24h，压力降不大于 0.01MPa。
消火栓验收，抽检 10%，且不应小于 10 个，合格率为 100%。
系统合格标准：A=0,B≤2，B+C≤6 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自喷系统：
喷头现场检查，严密性试验，抽检 1%，不应少于 5 只，试验压力 3.0MPa，稳压 3min。
报警阀渗漏试验，压力为系统工作压力的 2 倍，保压 5min，阀瓣无渗漏。
干式报警阀安装完成后，加 50~100mm 的水封，充气管道直径不应小于 15mm。
自动、手动操作的雨淋阀报警应在 15s 内启动，管径大于 200mm 的雨淋阀，启动时间不
应大于 60s。
喷头验收，抽查数量 10%，总数不少于 40 只，合格率 100%。
喷头备品 1%，不少于 10 只。
验收合格标准：A=0，B≤2，B+C≤6 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气体灭火系统：
水平管段管卡间距不宜大于 0.6m，拐弯处增设一个管卡。
管道涂红漆，若涂色环不应小于 50mm，防火区外的切换装置距地面为 1.5m。
火报系统：
故障报警时间：100s；
报警控制器：1min 内发出报警信号；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1min 内发出报警信号；
管路采样的吸气式火灾探测器：120S 内发出报警信号;
区域显示器：3s 内接收和显示火灾报警控制器发出的报警信号；
气体灭火控制器：在 10s 内接收并显示模块反馈信号；
主、备电源手动、联动切换：5s 内转换；
火报系统连续运行 120h 后，填写调试记录；
红外光纤感烟：0.9dB 不报，1.0~10.0dB 报警，11.5dB 故障或报警；
火灾报警控制器满负载测试：10 只火灾探测器；
消防联动控制器满负载测试：50 个输入\输出模块；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满负载测试：4 只可燃气体探测器；
10%~20%比例抽验：火灾探测器（包含可燃气体探测器）
、通风空调和防排烟设备的阀门、
广播、电话；
20%比例抽验：电动防火门、防火卷帘；
20%~30%比例抽验：气体、泡沫、干粉系统；
30%~50%比例抽验：联动控制系统中除了联动控制器外的其他用电设备、区域显示器，水
流指示器，信号阀；
测试次数 1~2 次：消防电梯手动、联动，非消防电梯联动返回首层。
测试次数 1~3 次：消防水泵，气体、泡沫、干粉的紧急切断功能，联控的其他设备动作试

验，防排烟风机，通风空调，排烟防火阀，外线电话，消防电话分机，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
控制装置。
主、备电源切换：3 次。
建筑防火：
办公、休息与甲乙类厂房贴临，3.0h 防爆墙+独立安全出口，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办公室、休息室+丙类厂房（仓库）、丁仓：2.50h 防火隔墙+1.00h 楼板+独立安全出口+FM
乙。
厂房内甲、乙类中间仓不宜超过 1 昼夜储量
乙、丙类中间仓采用防火墙和耐火等级不低于 1.50h 的不燃楼板分隔
丁、戊类中间仓

2.00h 隔墙+1.00h 楼板分隔

丙类液体中间储罐，容量不应大于 5m³，3.00h 防火隔墙+1.50h 楼板+FM 甲
变配电站不应设置在甲、乙类厂房内或贴邻，且不应设置在爆炸气体，粉尘环境的危险区域
内。供甲、乙类厂房专用的 10KV 及以下的变、配电站、当采用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分
隔时，可一面贴邻，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乙类厂房的配电站确实在防火墙上开窗时，应采用甲级防火窗
办公室，休息室等严禁设置在甲、乙类仓库内，也不应贴邻
防火间距
公式：

L=A+B1+B2

A：高层：13m，甲类 12m、乙、丙、丁、戊：10m
B1、B2：一、二级耐火：0m，三级：2m，四级：4m
甲、乙类厂房与重要公共建筑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50m，与明火或火花散发地的防火间距不
应小于 30m；
安全疏散：
厂房内可设置一个安全出口：
甲类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 100 ㎡，且同一时间作业人数不超过 5 人
乙类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 150 ㎡，且同一时间作业人数不超过 10 人
丙类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 250 ㎡，且同一时间作业人数不超过 20 人
丁、戊类厂房，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 400 ㎡，且同一时间作业人数不超过 30 人
地下或半地下厂房（包括地下或半地下室），每层建筑面积不大于 50 ㎡，且同一时间作业
人数不超过 15 人
高层厂房和甲、乙、丙类多层厂房的疏散楼梯应采用封闭楼梯间或室外楼梯，建筑高度大于
32m 且任一层人数超过 10 人的厂房，应采用防烟楼梯间或室外楼梯，每座仓库的安全出口
不应少于 2 个，当防火分区的建筑面积不大于 100 ㎡时，可设置 1 个出口。通向疏散走道
或楼梯的门应为乙级防火门
地下或半地下仓库（包括地下或半地下室）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 个；当建筑面积不大
于 100 ㎡时，可设置 1 个出口。通向疏散走道或楼梯的门应为乙级防火门
高层仓库的疏散楼梯应采用封闭楼梯间
民用建筑：

平面布置：
营业厅、展览厅不应设置在地下三层及以下楼层。
老幼、托宜独立，不应设在地下、半地下，一二级不过 3，三级不过 2，四级为单，设置在
高层建筑内时，应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
医院和疗养院的住宅部分不应设在地下或半地下，三级二，四级单。
相邻护理单元，2.00h 防护隔墙+乙级防火门，走道上用常开防火门。
教学楼、食堂、菜市场、三级二，四为单。
歌曲娱乐场所
不应布置在地下二层及以下楼层；
确需布置在地下一层时，地下一层的地面与室外出入口地坪高差不应大于 10m；
布置在地下或地上四层及以上楼层时，一个厅、室的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200 ㎡，与其他部
位分隔，2.00h 隔墙+1.00h 楼板+FM 乙
住宅与非住宅：2.00h 隔墙+1.50h 楼板，高层时，防火墙+2.00h 楼板，分隔
住宅与非住宅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应分别独立设置。
住宅与商业服务网点：2.00h 隔墙+1.50h 楼板，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应分别独立设置
商业服务网点之间用 2.00h 隔墙分隔，＞200 ㎡单元时，应设 2 个安全出口或疏散门。
柴油发电机房布置：
宜布置在首层或地下一、二层
不应布置在人密场所的上一层、下一层或贴邻
与其他部位分隔 2.00h 隔墙+1.50h 楼板+FM 甲
1m³储油间，3.00h 隔墙与发电机间分隔+FM 甲
建筑内锅炉、柴油发电机、燃料供给管道：
在进入建筑物前和设备间内的管道上均应设置自动和手动切断阀
储油间的油箱应密闭且应设置通向室外的通气管，通气管应设带阻火器的呼吸阀，油箱的下
部应设置阻止油品流散的设施。
一二级耐火，最多 3 层，每层最大 200 ㎡，第 2、3 层人数之和不超过 50 人
三级耐火，最多 3 层，每层最大 200 ㎡，第 2、3 层人数之和不超过 25 人
四级耐火，最多 2 层，每层最大 200 ㎡，第 2 层人数不超过 15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