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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进一步加强民用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管理，指导消防设计文件编制工

作，提高消防设计质量，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

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1 号）《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

定》（2016 版）的有关要求，依据相关规范标准，结合工作实际，江苏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组织编制了《江苏省民用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文件编制指南（试行）》

（以下简称“指南”）。

本指南包括总则、基本规定、新建工程、既有建筑改造工程、特殊消防设计

工程、附录六个章节。

本指南由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南京金宸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负责具体技术内容解释。在指南执行过程中如发现需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及时向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设工程消防管理处反映，以供今后不断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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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指导设计单位编制消防设计文件，统一江苏省民用建设工程消防设

计专篇编写格式、内容和深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防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

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1 号）《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

收工作细则》（建科规[2020]5 号）《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

版）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做好建筑高度大于 250 米民用建

筑防火设计研究论证的通知》等相关要求，结合江苏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指南。

1.0.2 本指南适用于江苏省范围内民用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文件的编制，包括新建

工程、既有建筑改造工程、特殊消防设计工程及其上述工程的设计变更、室内装

饰装修专项设计。

1.0.3 消防设计文件除应满足本指南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江苏省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2 基本规定

2.0.1 本指南将民用建设工程按新建工程、既有建筑改造工程、特殊消防设计工

程分类，分别说明其消防设计文件的编制要求。

2.0.2 消防设计文件包括封面、扉页、消防设计文件目录、消防设计说明书、消

防设计图纸、以及与消防设计相关的计算书、资料文件等，文件内容应齐全、完

整。

2.0.3 从事民用建设工程消防设计的设计单位、设计人员应具备相应资质和专业

技术能力，所提交的消防设计文件应提供设计单位法定代表人、技术总负责人、

项目总负责人的姓名，设计人员的姓名及其专业技术能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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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建工程

3.1 一般规定

3.1.1 消防设计文件的封面应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单位名称、设计单位名称、设

计文件编制时间，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应加盖公章。

3.1.2 消防设计文件的扉页应包括设计单位法定代表人、技术总负责人、项目总

负责人姓名及其签字或授权盖章，设计人员姓名及其签字、签章（所从事专业技

术岗位国家有执业资格准入要求的，需提供相应的执业资格签章），加盖设计单

位工程设计出图专用章，提供设计单位资质证书的原件彩色扫描件。

3.1.3 消防设计说明书应包括总说明及建筑、结构、给水排水、电气、暖通等各

专业的设计说明，当存在设计变更和室内装饰装修专项设计时，尚应编写设计变

更和室内装饰装修专项设计的章节。

3.1.4 计算书、资料文件包括与消防设计相关的钢结构、组合结构、木结构等的

防火设计计算书、暖通防烟排烟计算书，以及各种前期资料、批复文件等。

3.1.5 消防设计文件的编制深度除应满足本规定外，尚应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 年版）及江苏省现行有关施工图设

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的要求。

3.2 总说明

3.2.1 消防设计说明中的总说明应明确工程的基本信息，包括设计依据、工程概

况、主要技术指标、主要消防设施等，以及执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情

况。

3.2.2 设计依据应包括工程设计所执行的主要法律法规以及其他相关文件，其中

所采用的标准应明确标准的名称、编号、年号和版本号，相关文件包括政府有关

主管部门的项目批复性文件，如工程立项批文、规划许可技术条件、规划审定意

见通知书、规划许可证编号等。

3.2.3 工程概况应包括工程名称、建设单位、建设地点、设计概述等。建设地点

应明确场地所在地的名称及在城市中的位置、场地四邻原有及规划道路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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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概述应明确场地内原有建构筑物保留、拆除的情况，竖向布置方式，人流和

车流的组织方式，出入口的设置情况，以及工程的设计规模、项目组成、分期建

设情况，本设计承担的设计范围与分工等。

3.2.4 主要技术指标应包括工程面积指标、建筑层数、建筑高度、规模等级、设

计使用年限、主要结构类型、建筑防火分类和耐火等级等。

3.2.5 主要消防设施应明确工程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池、消防水箱、消防水泵房、

室内消火栓系统、自动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防烟排烟系统等主要消防

设施的设置情况。

3.2.6 法规执行情况应明确执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文的情况，

执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中带有“严禁”“必须”“应”“不应”“不得”

要求的非强制性条文的情况，当存在特殊消防设计时，应明确采用特殊消防设计

的原因、依据及主要设计内容。

3.3 建筑专业

3.3.1 消防设计说明

应包括总平面消防设计、消防设施设置、平面布置和防火分区、安全疏散和

避难、疏散楼梯和消防电梯、建筑构造、建筑防烟排烟设计、室内装饰装修设计、

其他消防设计等。

1 总平面消防设计

应明确场地内外建构筑之间的防火间距，场地内的消防车道（含消防车回车

场地）和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的设置情况，场地内消防车道与周边城市道路的衔

接情况。明确消防车道的宽度、坡度、转弯半径、与建筑的间距，消防车登高操

作场地的长度、宽度、间隔布置时的间距、与建筑的间距，明确消防车道、消防

车登高操作场地的主要设计技术条件等。

2 消防设施设置

应明确项目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池、消防水箱、消防水泵房、消防车取水口

等的设置位置以及相关防火构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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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面布置和防火分区

应明确建筑各层平面使用功能，其中公共建筑应明确防火分区划分原则及划

分措施。

4 安全疏散和避难

应明确建筑安全出口的设置情况，其中公共建筑应明确各防火分区疏散宽度

和疏散距离的设计，避难层（间）、防灾避难场地、下沉广场、避难走道、防火

隔间等的设置情况，大于 54m 的住宅建筑应明确安全间的设置情况。

公共建筑各层、各防火分区的划分和疏散宽度计算可采用列表等方式表达，

表格中应包括防火分区的面积、功能、疏散宽度计算原则、疏散人数、需要疏散

宽度、设计疏散宽度以及达成设计疏散宽度的各安全出口的组成等关键信息。

5 疏散楼梯和消防电梯

应明确疏散楼梯的设置形式和数量、位置、宽度、前室面积；消防电梯的设

置情况、前室面积、前室短边尺寸、消防电梯运行的技术措施（包括防水淹、排

水措施等）。

6 灭火救援设施

公共建筑应明确供消防救援人员进入的窗口设置情况、直升机救援平台设置

情况。

7 建筑构造

应明确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防火墙设置及相关构造措施、防火

门窗和防火卷帘的设置情况、建筑保温和外墙装饰材料的燃烧性能，以及电梯井

等竖向管井的构造措施、管道井及幕墙等的防火封堵措施。

8 建筑防烟排烟设计

应明确疏散楼梯间、前室可开启外窗或开口、固定窗的设置情况；避难层（间）

可开启外窗的设置情况；其他相关空间固定窗、自然排烟窗（口）的设置情况。

9 室内装饰装修设计

应明确建筑内部各空间装修材料（含基层做法）及其燃烧性能等级，可采用

列表等方式表达。

10 其他消防设计

上述内容以外的其他消防设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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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消防设计图纸

应包括消防设计说明、总平面图、各层平面图、防火分区平面图、立面图、

剖面图及与消防设计相关的大样、节点构造等。

1 消防设计说明

图纸的设计说明中有关消防设计的内容宜独立成篇（章节），其中工程概况、

设计依据等内容可对“消防设计说明书”总说明中非本专业部分进行删减，专业

说明内容应保持一致。

2 总平面图

1）应包括有关主管部门对工程批准的规划许可技术条件（场地道路红线、

建构筑物控制线、用地红线等），场地所在地的名称及在城市中的位置、场地四

邻原有及规划道路的位置。

2）明确场地竖向布置方式（平坡式或台阶式），人流和车流的组织方式、

出入口、停车场（库）的布置及停车数量。

3）标注建构筑物的位置、名称、层数、功能以及建构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

4）明确消防车道的设置，并标注消防车道（或通道）的净宽（或净宽、净

高）、转弯半径、坡度以及与建筑外墙的距离。

5）明确高层建筑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的布置，并标注场地尺寸（长 X宽）、

坡度、间隔布置时的间距，以及与建筑外墙的距离。

6）明确道路主要的设计技术条件。

3 各层平面图

应明确平面布置，标注各功能空间、房间的名称，标注与消防设计相关的尺

寸（如通道尺寸、洞口尺寸、洞口边缘距离尺寸、楼梯宽度、防烟楼梯间前室、

消防电梯前室、合用前室面积、消防电梯前室短边尺寸等）。

4 各层防火分区平面图

公共建筑各层防火分区平面图宜单独成图，或以示意图（简图）的形式在各

层平面中表达，内容主要包括：

1）标注建筑面积，明确防火分区（防火单元）的分隔位置，标注防火分区

（防火单元）的名称（编号）、面积、功能（性质）。

2）标注消防电梯、疏散楼梯、安全出口位置，明确疏散宽度、疏散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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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确固定窗、消防救援窗、自然排烟窗等的位置。

公共建筑各防火分区的划分和疏散宽度计算宜随楼层采用列表等方式表达，

表格中应包括防火分区的面积、功能、疏散宽度计算原则、疏散人数、需要疏散

宽度、设计疏散宽度以及达成设计疏散宽度的各安全出口的组成等关键信息。

5 立面图

立面图应完整体现各立面的投影关系，明确外轮廓及主要建筑、结构构件的

设置，应标注建筑的总高度、层高、外门窗尺寸、相关构件尺寸、楼层标高、关

键控制标高等，对救援窗、固定窗、排烟窗等予以标识。

6 剖面图

剖面图应充分体现建筑构造及室内外空间关系，应明确建筑室内外标高、各

楼层标高以及屋面檐口、女儿墙顶等关键控制标高，标注层高尺寸、窗槛墙尺寸

及其他必要的高度尺寸。

7 消防设计相关的大样、节点

应包括楼梯大样、消防电梯大样、门窗表（门窗大样）、墙身大样、防火封

堵节点等。

1）楼梯大样应表达楼梯各层踏步及平台的设置情况，标注踏步宽度、高度

及平台尺寸，明确楼梯疏散门与平台的关系，标注前室面积，明确楼梯间及前室

外门窗与相邻房间门窗洞口的关系，表达固定窗、自然通风窗的设置及相关尺寸、

面积等。

2）消防电梯大样应标注消防电梯井道尺寸、速度、载重量，标注消防电梯

前室的尺寸、面积，明确前室外门窗与相邻房间门窗洞口的关系，明确电梯底部

排水设施（集水坑）、门口挡水设施（如有）的设置，表达固定窗、自然通风窗

的设置及相关尺寸、面积等。

3）门窗表（门窗大样）应表达固定窗、消防救援窗、自然排烟窗、防火窗

等相关的窗洞口尺寸、面积、材质。

4）墙身大样应表达楼层间窗槛墙的设置情况，明确建筑幕墙与楼板、隔墙

处的封堵措施以及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与基层墙体、装饰层之间的封堵措施，表

达外墙、屋面防火隔离带的设置等。

5）其他防火构造节点图，根据设计需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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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结构专业

3.4.1 消防设计说明

1 说明内容应涵盖工程所涉及的各结构类型(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组合结

构、木结构等)。

2 应明确各结构类型的建筑耐火等级，以及各结构构件的耐火极限。

3 应明确防火墙直接设置在建筑的基础或框架、梁等承重结构上，明确该承

重结构满足防火墙耐火极限要求时所采取的技术措施。

4 混凝土结构应明确构件厚度或截面最小尺寸、保护层厚度等。

5 钢结构、组合结构应明确所采取的防火保护措施。钢结构尚应明确节点的

防火保护与被连接构件中防火保护要求最高者相同。

6 木结构应明确所采取的防火保护措施，明确木结构构件截面尺寸、结构厚

度等。

3.4.2 消防设计图纸

1 消防设计说明

图纸的设计说明中有关消防设计的内容宜独立成篇（章节），其中工程概况、

设计依据等内容可对“消防设计说明书”总说明中非本专业部分进行删减，专业

说明内容应保持一致。

2 其他图纸

包括地下室顶板消防车道和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平面布置图，以及与消防设

计相关的构件构造图等。

3.4.3 防火设计计算书

钢结构、组合结构、木结构应进行防火设计与耐火验算，并提供防火设计计

算书。

3.5 给水排水专业

3.5.1 消防设计说明

应包括消防水源、供水设施、室内外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气体

灭火系统、建筑灭火器配置、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防护冷却系统、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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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灭火装置、消防排水等消防设计内容。

1 消防水源

应提供消防水源情况说明（城镇给水管网、市政自来水引入管、自备水源等），

明确消防水池的有效容积及所设位置；当采用天然水源时，应明确在任何情况下

均能满足消防给水系统所需的水量和水质的技术措施。

2 供水设施

1）消防水泵：注明消防水泵性能要求、设备参数、备用关系。

2）高位消防水箱：明确有效容积、液位显示及信号传输方式，包括位置，

防冻保温、进出水管阀门及人孔等防护措施。

3）消防稳压设备：明确消防稳压泵的性能参数和气压罐容积。

4）消防水泵接合器：说明各系统消防水泵接合器的供水范围、额定压力及

数量。

5）消防水泵房：说明消防泵房的位置、地面标高以及泵房的防淹和排水措

施。

3 室外消防给水系统

1）室外消防给水：说明室外消防给水系统形式、主要设计参数（室外消火

栓设计流量及火灾延续时间等）、消防车取水口（井）设置情况、供水管材等。

2）室外消火栓：说明室外消火栓设置原则、保护半径等。

4 室内消火栓系统

1）设置要求：包括设置范围、给水方式、主要设计参数（室内消火栓设计

流量及火灾延续时间等）和系统概述。

2）室内消火栓的配置：应有消火栓箱内的配置说明。当消火栓箱嵌墙（防

火分隔墙）敷设时应有满足防火要求的封堵措施。

3）材料选用：明确室内消火栓系统材料选用要求。

4）控制要求：应有室内消火栓系统启动控制说明。

5）其他要求：室内消火栓系统应有防冻、减振、抗震、试压、防腐等各项

技术措施的说明。

5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设置要求：包括设置范围、给水方式、主要设计参数（火灾危险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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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水强度、作用面积及火灾延续时间等）和系统概述。

2）设置标准：明确各区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基本参数，说明所选类型（作

用面积、喷头流量系数、响应时间性能等）的要求以及大空间喷头安装高度、仓

储式超市、附属仓库建筑设计参数和货架形式及储物种类。

3）材料选用：应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材料选用要求。

4）控制要求：应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启动控制说明。

5）其他要求：应有防冻、减振、抗震、试压、防腐等各项技术措施的说明。

6 气体灭火系统

1）设置要求：明确设置区域、气体种类及形式、钢瓶间的位置说明。

2）主要设计参数：明确灭火剂类型、浓度、喷射时间等要求。

3）安全措施说明：应有说明泄压口和维护结构安全的设置要求。

7 建筑灭火器设置

明确设置要求及参数，说明各设置区域的危险等级、火灾类别对应灭火器的

型号、单具灭火器灭火级别和最大保护距离。

8 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

1）设置要求：明确设置区域、设置的形式、系统参数说明。

2）设备参数：包括消防射流灭火装置参数、供水泵设计参数、稳压设备参

数。

3）控制要求：说明控制方式和控制要求。

9 防护冷却系统

1）设置要求：明确防护冷却系统设置区域、形式和系统参数说明。

2）设备参数：包括冷却消防水泵设计参数、稳压设备参数、喷头选型。

3）控制要求：明确系统的控制说明。

10 厨房自动灭火装置

明确设置区域、装置参数及联动控制要求。

11 消防排水

包括消防电梯坑排水、地下室消防系统排水、消防泵房排水、仓库消防排水

等相关说明及设备参数。

3.5.2 消防设计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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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目录、消防设计说明和图例、室外消防给水总平面图、消防给水系统图、

消防给水平面图、消防水泵房平面大样图、消防水池和消防水箱大样图、气体灭

火系统图及平面布置图（可由专业厂家二次深化设计）、其他灭火系统的系统图

及平面布置图、消防排水平面图、系统图等。

1 消防设计说明

图纸的设计说明中有关消防设计的内容宜独立成篇（章节），其中工程概况、

设计依据等内容可对“消防设计说明书”总说明中非本专业部分进行删减，专业

说明内容应保持一致。

2 室外消防给水总平面图

应标明市政给水引入管管径及位置，表达阀门井、水表井、室外消火栓、消

防水泵接合器、室外消火栓管道（敷设在地下室用虚线表示）、消防水池取水口

（井）、消防水池及消防泵房、消防水箱（屋顶消防水箱及转输消防水箱）、消

防车登高操作场地、消防车道等。总图的说明部分应明确消防设计参数、室外消

防设施材料设备选型、防冻保温、防腐、安全防护、标识等。

3 消防给排水系统图

应完整表达各消防系统，图上应反映各消防设备、设施，并标注其设计参数。

4 消防给排水平面图

应注明引入管、阀门、消防灭火设施、消防排水设施的布置。

5 消防水池、消防水泵房大样图

应表达水池分格（分座）的有效容积、消防水池各水位、配水管的标高等参

数。应注明泵房设置位置、地面标高、列出设备及主要材料表，包括起吊设施、

计量设施、防水锤措施、安全泄压设施、排水设备。注明消防水泵的压力开关参

数、泄压阀参数。

6 消防水箱大样图

应表达消防水箱的有效容积、各水位、配水管的标高等参数。当屋顶消防水

箱露天设置时，应明确安全防护、防冻措施。

7 气体灭火平面图及系统图

平面图：包括气瓶间、气体灭火装置、喷头和管道的平面布置、间距、管径，

泄压口尺寸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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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图：包括喷头、管道、灭火装置等系统组件以及安装标高。

8 其他灭火系统的系统图及平面布置图

应表达灭火设备设施设置场所名称、平面布置、设计参数、控制要求。需要

进行专项设计（含二次深化设计）时，应在平面图上注明。

9 消防排水平面图、系统图

包括消防电梯集水坑、消防泵房排水、地下室及仓库（储藏室）消防排水等。

3.6 电气专业

3.6.1 消防设计说明

应包括消防设备供配电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消防电气监测与监控系统、系统接地、线缆选择及敷设要求等。

1 供配电系统

1）负荷等级：应明确消防设备用电负荷等级。

2）供电电源：应明确供电电源的电压等级、回路数量以及各条供电回路之

间的关系及来源；应说明应急电源容量及持续供电时间要求，当采用柴油发电机

作为应急电源时，应明确柴油发电机的启停方式、启动完成正常供电时间及与市

电的关系。

3）配电系统：说明高、低压配电系统主接线型式及运行方式、各路正常工

作电源之间或正常工作电源与应急电源之间的关系、母线联络开关运行和切换方

式、变压器之间低压侧联络方式；明确消防负荷的配电方式、电气线路保护及用

电设备保护的要求。

2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1）说明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的类型及应急照明灯具的选型要求。

2）明确系统设计、系统控制要求及切换时间、电源形式及灯具应急启动后

蓄电池电源供电时的持续工作供电时间。

3）说明设置应急疏散照明的部位或场所，疏散路径地面水平最低照度要求。

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说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形式及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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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确消防控制室设置数量及位置；当设有多个消防控制室时，说明主消

防控制室与分消防控制室的管理范围及其之间关系；列出消防控制室内设置的消

防设备（包含各消防子系统的主机设备）。

3）说明主要场所的火灾探测器、报警控制器、手动报警按钮、区域显示器、

短路隔离器、控制台（柜）等设备的设置原则。

4）明确火灾自动报警与消防联动控制要求、控制逻辑关系及控制显示要求。

主要包括：消火栓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气

体灭火系统及泡沫灭火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防烟排烟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防

火门及防火卷帘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电梯的联动控制设计、消防应急照明和疏

散指示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其他相关联动控制设计。

5）消防专用电话：应包括消防通讯系统的形式，电话分机、电话插孔、向

上级直接报警的 119 外线电话的设置要求。

6）说明火灾报警系统消防主、备用电源供给方式、系统接地要求。

7）当设有智能化系统时，应说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与其它子系统的接口方

式及联动关系。

4 消防应急广播与火灾警报装置

主要包括：消防应急广播系统声学等级及指标要求、广播分区和扬声器的设

置原则、消防广播的联动控制要求、消防警报装置的设置原则及与广播系统的联

动关系。

5 可燃气体报警系统

包括系统组成、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关系及联动控制要求、可燃气体探测

器的设置原则、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设置位置等。

6 消防电气监测与监控系统

1）电气火灾监控系统：说明保护设置的方式、要求和系统组成；确定监控

点设置，设备参数配置要求；明确传输、控制线缆选择及敷设要求。

2）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明确系统组成、监控点设置、传输线缆选择及

敷设要求。

3）防火门监控系统：明确系统组成、监控点设置及设备安装要求；说明常

开防火门、常闭防火门的监控要求以及传输、控制线缆选择及敷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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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余压监控系统：确定系统组成及设备安装要求，明确控制器、探测器的

设置要求、系统的联动控制要求。

7 线缆选择及敷设要求

1）电力电缆的选型与敷设：应包括室内消防电力电缆满足火灾时连续供电

需要的选型与敷设线路、室内非消防电力电缆的选型与敷设等。

2）导线的选型与敷设：应包括室内消防导线满足火灾时连续供电或传输信

号的需要的选型与敷设线路、室内非消防导线的选型与敷设。

3）电气防火封堵：明确电气线路不同情况下采取的防火封堵措施。

3.6.2 消防设计图纸

应包括目录、消防设计说明和图例符号、电气总平面图、消防设备有关的配

电系统图、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图及平面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图及平

面图、消防应急广播系统图及平面图、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图、消防电源监控系统

图、防火门监控系统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总平面图等。

1 消防设计说明

图纸的设计说明中有关消防设计的内容宜独立成篇（章节），其中工程概况、

设计依据等内容可对“消防设计说明书”总说明中非本专业部分进行删减，专业

说明内容应保持一致。

2 电气总平面图

应标注变、配电所、发电机房的位置及容量；室外线路的线路走向；明确消

防控制室位置及与消防水泵房的步行距离。总平面图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按需提

供。

3 消防设备有关的配电系统图

主要包括防排烟、消防泵等消防设备的配电系统图

4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图及平面图

系统图应表达系统类型、电源形式及后备电源的持续供电时间、控制方式等。

平面图应包括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的设备及器件布点、连线，线路

型号、规格及敷设要求。

5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图及平面图

应包含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图、报警及联动控制要求、消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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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室位置示意图、消防控制室设备布置详图。

平面图应包括设备及器件布点、连线，线路型号、规格及敷设要求。

6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图及平面图

仅提供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图，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绘制并标注在配电箱系统

图上，配电箱系统图无需提供。

平面图上应标注或说明监控线路型号、规格及敷设要求，如不独立成图，可

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平面合并表达。

7 消防电源监控系统图及平面图

平面图上应标注或说明监控线路型号、规格及敷设要求，如不独立成图，可

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平面合并表达。

8 防火门监控系统图及平面图

平面图应包括设备及器件布点、连线，线路型号、规格及敷设要求，如不独

立成图，可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平面合并表达。

9 消防应急广播系统图及平面图

平面图应包括设备及器件布点、连线，线路型号、规格及敷设要求，如不独

立成图，可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平面合并表达。

10 火灾自动报警总平面图

应标注建筑物、构筑物名称或编号、层数，注明各处标高、道路、地形等高

线；消防控制室位置；线路应标注线路走向、线路型号、线路规格、敷设方式、

人（手）孔型号、位置。总平面图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按需（如建筑群）提供。

11 其他与消防电气有关的系统图、平面图。

3.7 暖通专业

3.7.1 消防设计说明

应包括防烟系统设计、排烟系统设计、防排烟系统控制等。

1 防烟系统设计

应明确各防烟区域的防烟方式，包括自然通风系统的可开启外窗或开口位

置、面积等，机械加压送风系统服务区域、系统负担高度、风机位置、计算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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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风量、固定窗设置等。防烟系统自然通风设施或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风量按

照规范有关条文计算确定，需提供计算书，各区域防烟设计可采用列表形式表达。

2 排烟系统设计

应明确各防烟分区的排烟方式，包括各防烟分区净高、面积、长边、清晰高

度、储烟仓厚度等。

自然排烟系统：说明自然排烟窗的开窗形式、开启的有效面积等。

机械排烟系统：风量按照规范有关条文计算确定，说明机械排烟系统风机位

置、计算风量、设计风量、固定窗设置、排烟口最大允许排烟量，机械补风系统

的计算风量、设计风量、风机位置，以及自然补风系统的计算风量、补风口风速

等。应提供计算书，各区域排烟设计可采用列表形式表达。

3 防排烟系统控制

包括加压送风控制程序设计、机械排烟系统控制程序设计等。

4 其他消防设计

包括锅炉房泄爆措施，气体灭火房间的通风措施，事故排风措施，通风和空

调防火措施等。

3.7.2 消防设计图纸

应包括消防设计说明、图例和设备表、加压送风系统图、排烟系统图、各层

风管平面图和大样图。

1 消防设计说明

图纸的设计说明中有关消防设计的内容宜独立成篇（章节），其中工程概况、

设计依据等内容可对“消防设计说明书”总说明中非本专业部分进行删减，专业

说明内容应保持一致。

2 加压送风系统图、排烟系统图

应标注各系统编号、服务区域名称、风机参数、风口参数和风机所在位置。

3 各层风管平面图

风管应采用双线绘制，应标注风管尺寸、风口尺寸、风口标高，以及各种设

备及风口安装的定位尺寸和编号，标注排烟系统主要控制的水平距离，如排烟口

距疏散出口、补风口的距离等。

应标注各防烟区域加压送风风量或自然通风可开启外窗（开口）情况；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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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等形式表达各防烟分区面积、净高、储烟仓厚度、清晰高度、烟层厚度、排烟

量、排烟口数量、单个排烟口最大允许排烟量、自然排烟窗（开口）情况等。

3.8 设计变更

3.8.1 新建工程当进行设计变更时，应在消防设计说明中增加“设计变更”章节。

3.8.2 设计变更说明应明确变更时间、原因、内容、替换图纸情况。当存在多次

变更时，变更说明应按时间排序，依次累加。

3.8.3 对于涉及建筑功能、建筑高度、面积指标等改变的设计变更，消防设计说

明总说明中的设计依据部分尚应根据当地规划主管部门的规定提供批复文件。

3.8.4 设计变更应清晰表达对原设计说明、设计图纸的修改部位，可采用下划线、

云线、文字解说等多种方式予以标识，具体形式不限。变更部分的设计说明和设

计图纸内容的编制要求同本指南第 3.1 节至 3.7 节。

3.8.5 设计单位应确认设计说明和设计图纸中修改范围（标识）以外的部分同原

设计、未做更改。

3.9 室内装饰装修专项设计

3.9.1 新建工程当进行室内装饰装修专项设计时，应在消防设计说明中增加“室

内装饰装修专项设计”章节。

3.9.2 专项设计的说明扉页应包括设计单位法定代表人、技术总负责人签字，设

计人员签字、签章（所从事专业技术岗位国家有执业资格准入要求的，需提供相

应的执业资格签章），加盖设计单位工程设计出图专用章，提供设计单位资质证

书的原件彩色扫描件。

3.9.3 专项设计涉及建筑性质、内部功能、建筑防火（包括防火分区、防火分隔、

安全疏散、消防设施）、建筑结构、设备系统、建筑节能等的调整修改时，应先

进行设计变更，再进行室内装饰装修专项设计。

3.9.4 对应 3.9.3 节的设计内容，原主体设计单位应出具“原建筑设计与装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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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情况确认表”，表中应对装饰设计与原建筑设计的一致性予以确认，并加盖主

体设计单位的公章和项目负责人的注册签章。

3.9.5 专项设计的设计说明

1 应明确装修设计的范围和内容，以及各专业对主体设计局部调整修改的原

因和内容。

2 建筑专业应明确室内各空间装修材料（含基层做法）及其燃烧性能等级，

可采用列表等方式表达。

3 给水排水专业应明确装修设计范围内消防末端设施修改以及与现有系统

的衔接等。

4 电气专业应明确装修范围内配电线路的选型与敷设要求，照明灯具、电气

设备安装要求及隔热、散热等防火保护措施。

5 暖通专业应明确装修范围内风管的防火措施及保温材料选型。

3.9.6 专项设计的设计图纸

1 建筑专业应包括装修设计说明、本次设计范围内的原始建筑平面图、装修

设计平面布置图、地面图、天花图、立面图、剖面图以及必要的节点大样图等。

2 给排水专业应包括装修设计说明、图例符号、装修范围内的室内消火栓平

面图及系统图、自动喷淋平面及系统图、建筑灭火器设置平面图。

3 电气专业应包括装修设计说明、装修范围内的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

统及平面图、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及平面图、其他涉及的电气消防

系统等。

4 暖通专业应包括装修设计说明、装修范围内的各层风管平面图和大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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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既有建筑改造工程

4.1 一般规定

4.1.1 既有建筑改造工程在项目实施前，建设单位应委托符合条件的建设工程消

防技术服务机构编制《既有建筑改造消防技术可行性评估报告》。设计单位应根

据评估报告确定改造工程消防设计执行的消防技术标准及采取的技术措施。

4.1.2 消防设计文件的封面应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单位名称、设计单位名称、设

计文件编制时间，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应加盖公章。

4.1.3 消防设计文件的扉页应包括设计单位法定代表人、技术总负责人、项目总

负责人姓名及其签字或授权盖章，设计人员姓名及其签字、签章（所从事专业技

术岗位国家有执业资格准入要求的，需提供相应的执业资格签章），加盖设计单

位工程设计出图专用章，提供设计单位资质证书的原件彩色扫描件。

4.1.4 消防设计说明书应包括总说明及建筑、结构、给水排水、电气、暖通等各

专业的设计说明，当存在设计变更和室内装饰装修专项设计时，尚应编写设计变

更和室内装饰装修专项设计的章节。

4.1.5 计算书、资料文件包括与消防设计相关的钢结构、组合结构、木结构等的

防火设计计算书、暖通防烟排烟计算书，以及各种前期资料、评估报告、批复文

件等。

4.1.6 既有建筑改造利用不改变使用功能、不增加建筑面积、不改变防火分区时，

消防设计宜执行现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不得低于原建筑物建成（设计）

时的消防安全水平。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改造确实无法满足现行国家工程建

设消防技术标准要求的，应制定科学合理的技术方案，由当地主管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组织工程建设单位、业主单位、利害相关人等依法会商解决，确保满足消

防安全需要。

4.1.7 消防设计文件的编制深度除应满足本规定外，尚应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 年版）及江苏省现行有关施工图设

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的要求。



19

4.2 总说明

4.2.1 消防设计说明中的总说明应明确项目的基本信息，包括设计依据、项目概

况、主要技术指标、主要消防设施等，以及执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情

况。

4.2.2 设计依据应包括工程原设计及改造设计所执行的主要法律法规以及其他

相关文件，其中所采用的标准应明确标准的名称、编号、年号和版本号，相关文

件包括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项目批复性文件，如工程立项批文、规划许可技术条

件、规划许可证编号、原施工图审查合格证、原工程竣工备案表、既有建筑改造

消防技术可行性评估报告等。改造设计所执行的标准应根据“评估报告”确定。

4.2.3 工程概况应包括工程名称、建设单位、建设地点、设计概述、改造内容、

存在问题等。

建设地点应明确场地所在地的名称及在城市中的位置、场地四邻原有及规划

道路的位置。

设计概述应明确场地内原有建构筑情况，竖向布置方式，人流和车流的组织

方式，出入口的设置情况，以及工程的设计规模、项目组成，改造设计的设计范

围和内容等。

当存在因现状条件所限不能满足相应消防技术标准的情况时，应说明相关问

题，并明确采取的应对措施。

4.2.4 主要技术指标应包括工程原始及改造后的面积指标、建筑层数、建筑高度、

规模等级、设计使用年限、主要结构类型、建筑防火分类和耐火等级等。

4.2.5 主要消防设施应明确工程原始及改造后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池、消防水箱、

消防水泵房、室内消火栓系统、自动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应急照

明和疏散指示系统、防排烟系统等消防设施的设置情况。

4.2.6 法规执行情况应明确执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文的情况，

执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中带有“严禁”“必须”“应”“不应”“不得”

要求的非强制性条文的情况，当存在特殊消防设计时，应明确采用特殊消防设计

的原因、依据及主要设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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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筑专业

4.3.1 消防设计说明

应明确主要改造内容，并按总平面消防设计、消防设施设置、平面布置和防

火分区、安全疏散和避难、疏散楼梯和消防电梯、防火构造、建筑防烟排烟设计、

室内装饰装修设计、其他消防设计等分项表述设计内容。

1 总平面消防设计

应明确场地内外建构筑之间的防火间距，场地内的消防车道（含消防车回车

场地）和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的设置情况，场地内消防车道与周边城市道路的衔

接情况。明确消防车道的宽度、坡度、转弯半径、与建筑的间距，消防车登高操

作场地的长度、宽度、间隔布置时的间距、与建筑的间距，明确消防车道、消防

车登高操作场地的主要设计技术条件等。

当改造设计修改了原总平面布置时，相关说明应按改造前、后分别描述。当

现状条件不能满足“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消防技术标准要求时，应明确改善的技

术措施。

2 消防设施设置

应明确工程改造前、后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池、消防水箱、消防水泵房、消

防车取水口等的设置情况，对改造涉及的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等应明确相关

防火构造措施。

3 平面布置和防火分区

应明确工程改造前各层平面使用功能及改造范围内平面的使用功能，其中公

共建筑应明确改造前、后防火分区划分原则及划分措施。

4 安全疏散和避难

应明确工程改造前安全出口的设置情况及改造后安全出口增减情况，明确改

造范围内各防火分区疏散宽度计算原则、疏散距离控制原则、避难层（间）、防

灾避难场地、下沉广场、避难走道、防火隔间等的设置情况。

公共建筑改造范围内各防火分区的划分和疏散宽度计算可采用列表等方式

表达，表格中应包括防火分区的面积、功能、疏散宽度计算原则、疏散人数、需

要疏散宽度、设计疏散宽度以及达成设计疏散宽度的各安全出口的组成等关键信

息。当改造范围对相邻区域产生影响时，应扩大说明和计算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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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各地住建部门对既有建筑改造工程有具体规定和要求、允许维持安全出口

和疏散楼梯数量时，可不进行疏散宽度计算。

5 疏散楼梯和消防电梯

对新增或改造的疏散楼梯和消防电梯，应明确疏散楼梯的设置形式、数量、

位置、宽度、前室面积；消防电梯的设置情况、前室面积、短边尺寸、消防电梯

运行的技术措施（包括防水淹、排水措施等）。

6 灭火救援设施

既有建筑改造工程应优化救援条件。公共建筑应明确改造范围内供消防救援

人员进入的窗口设置情况。

7 建筑构造

应明确新增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防火墙设置及相关构造措施、

防火门窗和防火卷帘的设置情况、建筑保温和外墙装饰材料的燃烧性能，以及电

梯井等竖向管井的构造措施、管道井及幕墙等的防火封堵措施。

8 建筑防烟排烟设计

应明确改造范围内的疏散楼梯间、前室可开启外窗或开口、固定窗的设置情

况；避难层（间）可开启外窗的设置情况；其他相关空间固定窗、自然排烟窗（口）

的设置情况。

9 室内装饰装修设计

应明确改造范围内建筑内部各空间装修材料（含基层做法）及其燃烧性能等

级，可采用列表等方式表达。

10 其他消防设计

上述内容以外的其他消防设计内容。

4.3.2 消防设计图纸

应包括消防设计说明、总平面图、改造范围内的各层平面图、防火分区平面

图、立面图、剖面图及与消防设计相关的大样、节点构造等。

1 消防设计说明

图纸的设计说明中有关消防设计的内容宜独立成篇（章节），其中工程概况、

设计依据等内容可对“消防设计说明书”总说明中非本专业部分进行删减，专业

说明内容应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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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平面图

1）当改造设计存在总平面修改时，应分别绘制改造前、后的总平面图。

2）应包括有关主管部门对工程批准的规划许可技术条件（场地道路红线、

建构筑物控制线、用地红线等），场地所在地的名称及在城市中的位置、场地四

邻原有及规划道路的位置。

3）明确场地竖向布置方式（平坡式或台阶式），人流和车流的组织方式、

出入口、停车场（库）的布置及停车数量。

4）标注建构筑物的位置、名称、层数、功能以及建构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

5）明确消防车道的设置，并标注消防车道（或通道）的净宽（或净宽、净

高）、转弯半径、坡度、间隔布置时的间距，以及与建筑外墙的距离。

6）明确高层建筑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并标注场地的尺寸（长 X 宽）、坡

度以及与建筑外墙的距离。

7）明确道路主要的设计技术条件。

3 各层平面图

改造范围内各层平面按改造前、后分别绘制，平面图应明确功能设置、标注

房间或空间功能名称，及与消防设计相关的尺寸（如通道尺寸、洞口尺寸、洞口

边缘距离尺寸、楼梯宽度、消防电梯前室短边尺寸等）。

4 各层防火分区平面图

改造范围内各层防火分区平面图宜单独成图，或以示意图（简图）的形式在

各层平面中表达，改造前防火分区平面图根据需要提供。防火分区平面图的内容

主要包括：

1）标注建筑面积，明确防火分区（防火单元）的分隔位置，标注防火分区

（防火单元）的名称（编号）、面积、功能（性质）。

2）标注消防电梯、疏散楼梯、安全出口位置、疏散宽度、疏散距离。

3）明确固定窗、消防救援窗、自然排烟窗等的位置。

各防火分区的划分和疏散宽度计算宜随楼层采用列表等方式表达，表格中应

包括防火分区的面积、功能、疏散宽度计算原则、疏散人数、需要疏散宽度、设

计疏散宽度以及达成设计疏散宽度的各安全出口的组成等关键信息。当改造范围

对相邻区域产生影响时，应扩大设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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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各地对既有建筑改造工程的疏散设计有具体规定和要求时，可按当地规定

执行。

5 立面图

涉及立面改造时，应根据改造范围确定提供整体或局部立面图。

立面图应充分体现建筑形体的投影关系，明确外轮廓及主要建筑、结构构件

的设置，应标注建筑的总高度、层高、外门窗尺寸、相关构件尺寸、楼层标高、

关键控制标高等，对救援窗、固定窗、排烟窗等予以标识。

未涉及立面改造、不需要提供立面图纸的，应确保救援窗等的设置有效。

6 剖面图

涉及建筑内部构件改造时，应根据改造范围确定提供整体或局部剖面图。

剖面图应充分体现建筑构造及室内外空间关系，应明确建筑室内外标高、各

楼层标高以及屋面檐口、女儿墙顶等关键控制标高，标注层高尺寸、窗槛墙尺寸

及其他必要的高度尺寸。

7 消防设计相关的大样、节点

应包括楼梯大样、消防电梯大样、门窗表（门窗大样）、墙身大样、防火封

堵节点等，根据改造范围提供。

1）楼梯大样应表达楼梯各层踏步及平台的设置情况，标注踏步宽度、高度

及平台尺寸，明确楼梯疏散门与平台的关系，标注前室面积，明确楼梯间及前室

外门窗与相邻房间门窗洞口的关系，表达固定窗、自然通风窗的设置及相关尺寸、

面积等。

2）消防电梯大样应标注消防电梯井道尺寸、速度、载重量，标注消防电梯

前室的尺寸、面积，明确前室外门窗与相邻房间门窗洞口的关系，明确电梯底部

排水设施（集水坑）、门口挡水设施（如有）的设置，表达固定窗、自然通风窗

的设置及相关尺寸、面积等。

3）门窗表（门窗大样）应表达固定窗、消防救援窗、自然排烟窗、防火窗

等相关的窗洞口尺寸、面积、材质。

4）墙身大样应表达楼层间窗槛墙的设置情况，明确建筑幕墙与楼板、隔墙

处的封堵措施以及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与基层墙体、装饰层之间的封堵措施，表

达外墙、屋面防火隔离带的设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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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结构专业

4.4.1 消防设计说明

1 除总说明中表述的项目原始概况、改造内容、原设计依据、改造设计依据

等基本信息外，结构专业尚需明确本次保留利用原有消防结构的情况。

2 既有建筑改造工程应由具备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鉴定，并出具可靠性鉴定

报告。鉴定报告应有结构耐久性评估。其中，混凝土结构应明确混凝土保护层厚

度、碳化深度等数据；组合结构应明确构件防火保护层厚度、损伤等数据；钢结

构应明确防火涂层厚度、附着力等数据。

3 应根据建筑功能调整和鉴定报告明确既有建筑改造设计中结构专业采取

防火设计措施。

4 应明确既有建筑改造时粘钢、粘碳纤维使用的结构胶适用温度满足防火温

度工况要求。

4.4.2 消防设计图纸

1 消防设计说明

图纸的设计说明中有关消防设计的内容宜独立成篇（章节），其中工程概况、

设计依据等内容可对“消防设计说明书”总说明中非本专业部分进行删减，专业

说明内容应保持一致。

2 其他图纸

与消防设计相关的构件构造图等。

4.4.3 防火设计计算书

钢结构、组合结构、木结构应进行防火设计及耐火验算，并提供防火设计计

算书。

4.5 给水排水专业

4.5.1 消防设计说明

除总说明中表述的项目原始概况、改造内容、原始设计依据、改造设计依据

等基本信息外，给水排水专业尚应补充消防给水改造设计主要内容与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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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防水源

应提供消防水源情况说明（城镇给水管网、市政自来水引入管、自备水源等），

明确原始及改造后（如有）消防水池所设位置、有效容积；当采用天然水源时，

应明确在任何情况下均能满足消防给水系统所需的水量和水质的技术措施。

2 供水设施（原始或改造后）

1）消防水泵：注明消防水泵的性能要求、设备参数、备用关系。

2）高位消防水箱：明确有效容积、液位显示及信号传输方式，包括位置，

防冻保温、进出水管阀门及人孔等防护措施。

3）消防稳压设备：明确消防稳压泵的性能参数和气压罐容积。

4）消防水泵接合器：说明各系统消防水泵接合器的供水范围、额定压力及

数量。

5）消防水泵房：说明消防泵房的位置、地面标高以及泵房的防淹和排水措

施。

3 室外消防给水系统（原始或改造后）

1）室外消防给水：说明室外消防给水系统形式、主要设计参数（室外消火

栓设计流量及火灾延续时间等）、消防车取水口（井）设置情况、供水管材等。

2）室外消火栓：说明室外消火栓设置原则、保护半径等。

4 室内消火栓系统（改造范围内）

1）设置要求：包括设置范围、给水方式、主要设计参数（室内消火栓设计

流量及火灾延续时间等）和系统概述。

2）室内消火栓的配置：应有消火栓箱内的配置说明。当消火栓箱嵌墙（防

火分隔墙）敷设时应有满足防火要求的封堵措施。

3）材料选用：明确室内消火栓系统材料选用要求。

4）控制要求：应有室内消火栓系统启动控制说明。

5）其他要求：室内消火栓系统应有防冻、减振、抗震、试压、防腐等各项

技术措施的说明。

5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改造范围内）

1）设置要求：包括设置范围、给水方式、主要设计参数（火灾危险等级、

喷水强度、作用面积及火灾延续时间等）和系统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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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标准：明确各区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基本参数，说明所选类型（作

用面积、喷头流量系数、响应时间性能等）的要求以及大空间喷头安装高度、仓

储式超市、附属仓库建筑设计参数和货架形式及储物种类。

3）材料选用：应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材料选用要求。

4）控制要求：应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启动控制说明。

5）其他要求：应有防冻、减振、抗震、试压、防腐等各项技术措施的说明。

6 气体灭火系统（改造范围内）

1）设置要求：明确设置区域、气体种类及形式、钢瓶间的位置说明。

2）主要设计参数：明确灭火剂类型、浓度、喷射时间等要求。

3）安全措施说明：应有说明泄压口和维护结构安全的设置要求。

7 建筑灭火器设置（改造范围内）

明确设置要求及参数，说明各设置区域的危险等级、火灾类别对应灭火器的

型号、单具灭火器灭火级别和最大保护距离。

8 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改造范围内）

1）设置要求：明确设置区域、设置的形式、系统参数说明。

2）设备参数：包括消防射流灭火装置参数、供水泵设计参数、稳压设备参

数。

3）控制要求：说明控制方式和控制要求。

9 防护冷却系统（改造范围内）

1）设置要求：明确防护冷却系统设置区域、形式和系统参数说明。

2）设备参数：包括冷却消防水泵设计参数、稳压设备参数、喷头选型。

3）控制要求：明确系统的控制说明。

10 厨房自动灭火装置（改造范围内）

明确设置区域、装置参数及联动控制要求。

11 消防排水（改造范围内）

包括消防电梯坑排水、地下室消防系统排水、消防泵房排水、仓库消防排水

等相关说明及设备参数。

4.5.2 消防设计图纸

包括目录、消防设计说明和图例、室外消防给水总平面图、消防给水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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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给水平面图、消防水泵房平面大样图、消防水池和消防水箱大样图、气体灭

火系统图及平面布置图（可由专业厂家二次深化设计）、其他灭火系统的系统图

及平面布置图、消防排水平面图、系统图等。

图纸具体要求可参照新建工程第 3.5.2 节。

4.6 电气专业

4.6.1 消防设计说明

除总说明中表述的项目原始概况、改造内容、原始设计依据、改造设计依据

等基本信息外，电气专业尚应补充消防电气改造设计内容与系统组成。

1 供配电系统

1）负荷等级：应明确改造场所或部位的消防设备用电负荷等级。

2）供电电源：根据改造场所或部位的消防用电负荷等级，应明确原有供电

电源是否满足改造需求；供电电源不满足改造需求的，尚应说明供电电源的改造

情况。

3）配电系统：应包含消防负荷的配电方式、电气线路保护及用电设备保护

的要求。

2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明确改造项目的原有系统类型，改造场所或部位及相关区域采用的系统类

型，以及设置消防应急疏散照明部位或场所疏散路径地面水平最低照度要求、灯

具应急启动后蓄电池电源供电时的持续工作时间。

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明确改造工程的原有系统类型，改造场所或部位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接入

原系统时的系统兼容要求；新增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参照新建工程的设计说明；

2）明确改造场所或部位的火灾探测器、报警控制器、手动报警按钮、区域

显示器、短路隔离器、控制台（柜）、消防专用电话、等设备的设置原则；

3）明确火灾报警与消防联动控制要求、控制逻辑关系及控制显示要求。主

要包括：消火栓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气体

灭火系统及泡沫灭火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防烟排烟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防火



28

门及防火卷帘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电梯的联动控制设计、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

指示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相关联动控制设计。

4）当有智能化系统时，应说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与其它子系统的接口方式

及联动关系。

4 消防应急广播与火灾警报装置、可燃气体报警系统、消防电气监测与监控

系统等根据改造具体情况提供相应说明。

5 线缆选择及敷设要求

1）电力电缆的选型与敷设：应包括室内消防电力电缆满足火灾时连续供电

需要的选型与敷设线路、室内非消防电力电缆的选型与敷设等；

2）导线的选型与敷设：应包括室内消防导线满足火灾时连续供电或传输信

号的需要的选型与敷设线路、室内非消防导线的选型与敷设；

3）电气防火封堵：电气线路不同情况下采取的防火封堵措施。

4.6.2 消防设计图纸

包括目录、设计说明和图例符号、消防设备有关的配电系统图、消防应急照

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图及平面图、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图及平面图、

消防应急广播系统图及平面图、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图、消防电源监控系统图、防

火门监控系统图等。

图纸具体要求可参照新建工程第 3.6.2 节。

4.7 暖通专业

4.7.1 消防设计说明

应包括防烟系统设计、排烟系统设计、防排烟系统控制等。

1 防烟系统设计

应明确改造范围内各防烟区域的防烟方式，包括自然通风系统的可开启外窗

或开口位置、面积等，机械加压送风系统服务区域、系统负担高度、风机位置、

计算风量、设计风量、固定窗设置等。防烟系统自然通风设施或机械加压送风系

统的风量按照规范有关条文计算确定，需提供计算书，各区域防烟设计可采用列

表形式表达。



29

2 排烟系统设计

应明确改造范围内各防烟分区的排烟方式，包括各防烟分区净高、面积、长

边、清晰高度、储烟仓厚度等。

自然排烟系统：说明自然排烟窗的开窗形式、开启的有效面积等。

机械排烟系统：风量按照规范有关条文计算确定，说明机械排烟系统风机位

置、计算风量、设计风量、固定窗设置、排烟口最大允许排烟量，机械补风系统

的计算风量、设计风量、风机位置，以及自然补风系统的计算风量、补风口风速

等。应提供计算书，各区域排烟设计可采用列表形式表达。

3 防排烟系统控制

包括改造范围内的加压送风控制程序设计、机械排烟系统控制程序设计等。

4 其他消防设计

包括改造范围内的锅炉房泄爆措施，气体灭火房间的通风措施，事故排风措

施，通风和空调防火措施等。

4.7.2 消防设计图纸

应包括消防设计说明、图例和设备表、加压送风系统图、排烟系统图、改造

范围内各层风管平面图和大样图。

1 消防设计说明

图纸的设计说明中有关消防设计的内容宜独立成篇（章节），其中工程概况、

设计依据等内容可对“消防设计说明书”总说明中非本专业部分进行删减，专业

说明内容应保持一致。

2 加压送风系统图、排烟系统图

应标注各系统编号、服务区域名称、风机参数、风口参数和风机所在位置。

3 各层风管平面图

风管应采用双线绘制，应标注风管尺寸、风口尺寸、风口标高，以及各种设

备及风口安装的定位尺寸和编号，标注排烟系统主要控制的水平距离，如排烟口

距疏散出口、补风口的距离等。

应标注各防烟区域加压送风风量或自然通风可开启外窗（开口）情况；以表

格等形式表达各防烟分区面积、净高、储烟仓厚度、清晰高度、烟层厚度、排烟

量、排烟口数量、单个排烟口最大允许排烟量、自然排烟窗（开口）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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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设计变更

4.8.1 既有建筑改造工程当进行设计变更时，应在消防设计说明中增加“设计变

更”章节。相关说明和图纸的要求同新建工程的设计变更。

4.9 室内装饰装修专项设计

4.9.1 既有建筑改造工程当进行室内装饰装修专项设计时，应在消防设计说明中

增加“室内装饰装修专项设计”章节。相关说明和图纸的要求同新建工程的室内

装饰装修专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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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特殊消防设计工程

5.0.1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工程，建设和设计单位除需提交新建工程消防设

计文件外，还应同时提交特殊消防设计技术资料：

1 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没有规定，必须采用国际标准或者境外工程建

设消防技术标准的；

2 消防设计文件拟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不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

技术标准规定的；

3 建筑高度大于 250 米的民用建筑。

5.0.2 特殊消防设计技术资料应包括特殊消防设计专篇以及与特殊消防设计相

关的资料文件。

5.0.3 符合第 5.0.1 条第 1款情形的：

1 专篇中应说明设计中涉及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没有规定，必须采用

国际标准、境外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内容和理由，以及采取的消防加强性技

术措施。

2 应提供国际标准、境外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原文及中文翻译文本。

3 应提交两个以上、近年内采用相同国际标准或者境外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

准的在国内外类似工程应用情况的报告。

5.0.4 符合第 5.0.1 条第 2款情形的：

1 专篇中应说明设计中不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必须采用不符合

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理由，以及采取的

消防加强性技术措施。

2 特殊设计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的，应提交新技术、新工艺的说明和鉴定意

见（报告）；采用新材料的，应提交产品说明，包括新材料的产品标准文本（包

括性能参数等）和鉴定意见（报告）。

3 应提交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在国内外类似工程应用情况的报告或

中试（生产）试验研究情况报告等 。

5.0.5 符合第 5.0.1 条第 3款情形的：

1 应按照公安部“关于印发《建筑高度大于 250 米民用建筑防火设计加强性

技术要求（试行）》的通知”公消【2018】57 号的规定进行消防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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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篇中应对应《建筑高度大于 250 米民用建筑防火设计加强性技术要求

（试行）》的相关技术措施逐条说明具体的执行情况。

3 专篇中应说明除满足上述要求以外的其他消防加强性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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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录

6.0.1 附录为消防设计文件参考样式，按公共建筑（新建工程）、住宅建筑（新

建工程）、公共建筑（既有建筑改造工程）进行分类，含上述工程的设计变更和

室内装饰装修专项设计（未涉及可不提供），特殊消防设计工程的参考样式仅提

供特殊消防设计章节，其他同新建工程。

6.0.2 参考样式提供消防设计文件的基本框架，不涉及具体设计内容及规范执行

情况，设计单位可根据参考样式、按照工程自身特点对其中内容进行修改、补充、

删减。样式中红色字体或者下划线用于提示、举例，均不予打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