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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项目不同设计阶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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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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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防排烟设计有助于降低火灾伤亡事故和经济损失，是设计工作的关键之一。根据最新的规范
要求，结合某项目子项工程，对比了建筑方案阶段和施工图阶段的防排烟设计，针对出现的问题，
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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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s one of the keys to reduce fire casualties and economic losses that smoke protection and smoke exhaust design

of buildings. 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specification requirements, the smoke protection and smoke exhaust design are
compared with the sub-project of a certain project on the construction plan stage and the construction drawing stage.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effective solution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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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建筑技术也得
到了不断的发展。作为建筑技术的一个方面，暖通
空调专业在提高人们工作居住场所的安全性和舒
适性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暖
通空调的使用量剧增，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特别是防排烟设计。由于防排烟设计的不合理，造
成火灾时局势无法控制，给人们带了财产损失甚至
伤亡事故。合理的建筑防排烟设计有助于降低火灾
经济损失和伤亡事故，是设计工作的关键之一[1,2]。
本文根据《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以下简
称《防排烟标准》）GB51251-2017，结合某项目子
项工程，对比建筑方案阶段和施工图阶段的防排烟

设计，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

1

工程概况

该项目商业商务地块包含 1#～5#楼及地下车
库工程。其中：1#楼地上 25 层，建筑高度 85.5m，
2#楼地上 27 层，建筑高度 98.1m，3#楼地上 5 层，
建 筑 高 度 21.1m ， 4# 楼 地 上 28 层 ， 建 筑 高 度
95.4m，5#楼地上 24 层，建筑高度 97.6m。以上建
筑均为地下 2 层，地下车库为地下 3 层。建筑分类
除 3#楼为多层民用建筑外，其他楼建筑分类均为
一类高层公建。本项目针对 2#楼子项工程，对比
建筑方案阶段和施工图阶段的防排烟设计。2#楼子
项工程地上 27 层，其中 1～3 层为商业，层高
4.5m，4～27 层为商务办公，层高 3.9m，6 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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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标准层。1～6 层剖面如图 1 所示。该地块南
向剖面图如图 2 所示，东方向上 2#楼子项工程的 5
层以下与 3#楼相连接。

案设计阶段 3 层内走道机械排烟如图 3 所示。

图3
Fig.3

方案阶段防排烟设计

Smoke protection and smoke exhaust design at the
planning stage

图1
Fig.1

2#楼局部剖面

Partial section of 2 # building

如图 3 所示，方案阶段考虑商业疏散楼梯间机
械加压送风，在 3 层设置加压送风机房。大堂（中
庭）靠外墙设置足够面积的自然排烟窗[3]，中庭周
围的回廊由建筑专业设置防火卷帘，将回廊、内走
道与中庭分为两个防烟分区。回廊内最远点到北侧
外窗的水平距离大于 30m，不满足自然排烟的条件，
在东侧设置排烟机房，用于 1～3 层内走道的机械
排烟。楼梯间机械加压送风的进风口，排烟机房的
排烟出口分别如图 3 所示，中庭由建筑专业按《防
排烟标准》在南侧外墙上设置足够面积的自然排烟
窗。

3

图2
Fig.2

2

南向剖面图

Southbound section

方案阶段防排烟设计
2#子项工程 4 层以上内走道均为自然排烟，方

施工图阶段防排烟设计

进入施工图设计阶段，2#子项工程 4 层以上内
走廊均为自然排烟，与方案设计阶段相同。根据
《防排烟标准》3.3.5 第 3 条：“送风机的进风口不
应与排烟风机的出风口设在同一面上。当确有困难
时，送风机的进风口与排烟风机的出风口应分开布
置，且竖向布置时送风机的进风口应设置在排烟风
机出风口的下方，其两者边缘最小垂直距离不应小
于 6.0m；水平布置时，两者边缘最小水平距离不
应小于 20.0m”。根据图 1 和图 3 可以发现，北侧
加压送风机的进风口与中庭的排烟窗出风口在竖
直方向上的距离不满足规范要求，南侧加压送风机
的进风口与中庭的排烟窗出风口在水平方向上的
距离也不满足规范要求。与方案阶段防排烟设计相
比，施工图阶段防排烟设计改进如图 4 所示。

·750·

2020

制冷与空调
年

道不需设置排烟设施[4]，在电梯厅与内走廊处设置
防火门，整个内走廊满足自然排烟条件，去掉机械
排烟机房，优化防排烟设计，使之趋于合理。

4

结语

本文根据最新的规范要求，结合具体的子项工
程，对比了建筑方案阶段和施工图阶段的防排烟设
计，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措施。设
计过程中可以体会到，防排烟设计过程是根据国家
规范和标准等，各专业密切配合，不断优化的设计
过程。
图4
Fig.4

施工图阶段防排烟设计

Smoke protection and smoke exhaust design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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