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专业

⽣生活给排⽔水

⽣生活给⽔水

绐⽔水管在⼊入户管、⽔水表前和各分⽀支⽴立管应设阀⻔门

室内 常⽤用⻆角阀 ：洗⼿手盆（冷热各⼀一个 ）、⼤大便便器器⽔水箱（1个 ）、热⽔水器器（冷热各1个） ⼀一厨⼀一卫，⾄至少 7 个⻆角阀 浴缸和淋淋浴不不⽤用设

冷热⽔水⾛走管 : 上热下冷、左热右冷

明设塑料料给⽔水⽴立管距灶台边缘 >= 0.4m，距燃⽓气热⽔水器器边 >= 0.2m

塑料料给⽔水管不不得与加热器器直接相连，应有 >= 0.4m的⾦金金属段过渡

建筑内⽣生活给⽔水管与排⽔水管之间的最⼩小净距，平⾏行行时 >= 0.5m，交叉时 >=0.15m 且给⽔水管在上

⽣生活排⽔水

有废污分流和废污合流两种形式（⼤大⼩小便便为污⽔水、洗⼿手盆⽔水为废⽔水）

管道布置

排⽔水管道不不得穿越住宅客厅、餐厅，并不不宜靠近与卧室相邻的内墙

排⽔水管道不不得穿越对卫⽣生有要求的⽣生产⼚厂房、⻝⾷食品库 、通⻛风室、电⽓气机房和电梯机房

排⽔水管不不得穿越各类变形缝、烟道和⻛风道，当必须穿越变形缝时 应采取相应措施

厨房和卫⽣生间的排⽔水⽴立管应分別设置（防串串味），厨房不不应设置地漏漏（防串串味）

公建的⻝⾷食堂、餐厅的厨房排⽔水应经过隔油池等设备处理理后排出 

住宅卫⽣生间应同层排⽔水（排⽔水横管设在降板填充层）

存⽔水弯（⽔水封隔绝）
⽆无存⽔水弯的卫⽣生器器具应设存⽔水弯隔离室内与排⽔水管废⽓气 ：地漏漏、洗⼿手盘、浴缸等

有⾃自带存⽔水弯的卫⽣生器器具如⼤大便便器器可不不另设存⽔水管 仅此⼀一个

检查⼝口（⽴立管检查） 排⽔水⽴立管应设置检查⼝口，距楼地⾯面 1 m，并应⾼高于该层卫⽣生器器具上边缘 0.15m

建筑标准要求较⾼高的多层住宅和公共建筑、10层以上⾼高层建筑的⽣生活污⽔水⽴立管应设通⽓气⽴立管 

通⽓气管（⽓气压平衡）

排⽔水⽴立管需设升顶通⽓气管

⽆无⼈人停留留屋⾯面⾼高于屋⾯面 0.3m

4m 以内有窗⾼高于窗 0.6m

有⼈人停留留屋⾯面⾼高出屋⾯面 2.0m

需设专⽤用通⽓气⽴立管情况（旧标准供参考)

承担洁具较多

建筑标准要求髙的多层

1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 

需设环形通⽓气管情况(不不是⼀一个器器
具⼀一个，是⼀一分⽀支管接⼀一个)

连接4个以上卫⽣生器器具且横⽀支管⻓长度 >12m

连接6个以上⼤大便便器器的污⽔水⽀支管

注意环形通⽓气管在 未端两个卫⽣生器器具⽀支管间 接出

应⾼高于卫⽣生器器具 0.15m , ⼀一般⾛走顶接到通⽓气⽴立管

清扫⼝口（横管疏通）

>= 2个⼤大便便器器或3个以上卫⽣生器器具的 铸铁 排⽔水横管宜设清扫⼝口

>= 4个⼤大便便器器的 塑料料 污⽔水横管上宜设清扫⼝口

横管直线⻓长度较⻓长时应设清扫⼝口
50-75管径 ：废⽔水 10m ，污⽔水 8m

100-150管径 : 废⽔水 15m，污⽔水 10m

接⼊入市政污⽔水管（⼀一般只有⼀一个⼝口）（只经化粪池接⼊入，或化粪池+隔油池两个⼀一起接⼊入也⾏行行）

厨房（接公建餐厅⻝⾷食堂类的，⾮非住宅内部的）废⽔水 -> 隔油池 -> 化粪池（⾮非必需，也可直接排⾄至市政污⽔水管） -> 市政污⽔水管

⽣生活废⽔水（卫⽣生间+厨房）+ 污⽔水（卫⽣生间） -> 化粪池 -> 市政污⽔水管

室外排污管⼀一般隔 ⼗十⼏几⽶米 就有⼀一个 检查井

⾬雨⽔水

屋⾯面⾬雨⽔水

⾼高度 >10m 屋⾯面必须采⽤用有组织排⽔水

每个⾬雨⽔水⼝口的汇⽔水⾯面积约 150~200m2, 单坡排⽔水宽度不不宜 > 12 m

排⽔水坡道

天沟纵坡1% (沟宽 >=300 ,分⽔水线处深度 >=100)

建筑找坡2%

 结构找坡3% 

裙房屋⾯面应单独设罝⾬雨⽔水管（不不应借⽤用塔楼屋⾯面⾬雨⽔水管)

阳台⾬雨⽔水
多层宜单独设置, 若借⽤用屋⾯面⾬雨⽔水管应设防反溢出措施

⾼高层建筑应单独设罝⾬雨⽔水⽴立管（不不应借⽤用屋⾯面⾬雨⽔水管）

 消防给⽔水

消⽕火栓系统 

任意⼀一点有2个消⽕火栓充实⽔水柱到达 (新规消防电梯前室消⽕火栓计⼊入)

消防电梯前室 及 合⽤用前室 必须设（消防员的桥头堡位置）

⼀一般设置在消防电梯前室、合⽤用前室、⾛走道、楼梯间（若⽆无⾛走道和前室)

设置在消防电梯前室、⾛走道，布置间距 <= 30m，注意⼀一般⽔水带⻓长度不不超过 25m(即 25m 要拉到⻔门⼝口) 30⽶米要到达楼梯间最远点

⾃自动喷淋淋系统

⼀一类⾼高层公建全设（除泳池、溜溜冰场及不不宜⽤用⽔水的部位如电房和⽂文物书库等） 卫⽣生间也要设

⼆二类⾼高层公建

公共活动⽤用房、⾛走道、办公室、旅馆客房

可燃物品库房、⾃自动扶梯底部 

前室、合⽤用前室有争议 ，考试根据题意

⼆二类⾼高层设备间
设罝 （喷雾型）：锅炉房、变压器器房(区别于配电间、强弱电间)、发电机房（油）

设置（喷⽔水型》：⻛风机房（有争议，⻅见2014题）、防排烟机房（要求特别严格）、 空调机房（题意⽆无要求就设）

不不设置部位：消防⽣生活⽔水泵房、配电间 、强弱电间 、消防控制室、所有楼梯间 但设置烟感

最常⽤用（中危险级 I : ） 

常规喷头（直⽴立型、下垂型）
2.4 m <=间距 <= 3.6 m

端部 <= 1 . 8m

边墙型
⼀一般为 4m 间 距

6m 跨度

⽕火灾⾃自动报警

不不需要设罝的房间：卫⽣生间、泳池、溜溜冰场、⽔水泵房等⽔水房间 

⼀一类⾼高层公建、超 100 m住宅的除上⾯面其他全设，如⾛走道、前室、楼梯间、配电间等

其他类別建筑（⼆二类⾼高层和多层）

⼈人多⾯面积⼤大的场所、⽼老老弱病残建筑、⽕火灾危险性⼤大及重要房间

消防联动 设置了了机械排烟、防烟系统、⾃自动喷淋淋、消防⽔水炮 等需要消防联动的场所或部位 ⾃自动喷淋淋系统

⼀一类⾼高层公建全设（除泳池、溜溜冰场及不不宜⽤用⽔水的部位如电房和⽂文物书库等） 卫⽣生间也要设

⼆二类⾼高层公建

公共活动⽤用房、⾛走道、办公室、旅馆客房

可燃物品库房、⾃自动扶梯底部 

前室、合⽤用前室有争议 ，考试根据题意

⼆二类⾼高层设备间
设罝 （喷雾型）：锅炉房、变压器器房(区别于配电间、强弱电间)、发电机房（油）

设置（喷⽔水型》：⻛风机房（有争议，⻅见2014题）、防排烟机房（要求特别严格）、 空调机房（题意⽆无要求就设）

不不设置部位：消防⽣生活⽔水泵房、配电间 、强弱电间 、消防控制室、所有楼梯间 但设置烟感

54 m < 住宅 < 100 m ,公共部位应设，套内宜设；<= 54 m 公共部位宜设

所有⾼高层建筑的中庭回廊必设（详5.3.1-2)

⼀一般感烟⽕火灾探测器器保护半径为 6 m ，在宽度⼩小于 3 m⾛走道顶设置时距离 <= 15 m，感温 <= 10 m

每个防⽕火分区应⾄至少设⼀一个⼿手动报警按钮（宜设在疏散通道或出⼊入⼝口），从防⽕火分区任⼀一点到按钮距离 <= 30 m

消防应急⼴广播设罝应保证从防⽕火分区任⼀一点到设罝⼝口 <= 25 m, ⾛走道末端距最近扬声器器 <= 12.5 m

最快估算消⽕火栓数量量

可以采⽤用尽端过⾛走廊最⼤大距离进⾏行行初步预估。如超过60，则⼀一个居中的消⽕火栓
会⽆无法覆盖所谓部位（则两个消⽕火栓⽆无法解决）， ⾄至少四个以上消⽕火栓。

如果⼩小于60呢？则可能有两只和三只消⽕火栓的情况：

两只的情况：若本身已布置有消⽕火栓，核查该消⽕火栓是否能覆盖所有
部位，若能， 则再就近加⼀一只能覆盖所有位置的消⽕火栓即可，共两只

三只的情况：若本身已布置有消⽕火栓，核查该消⽕火栓发现不不能覆盖所有部位，则
在能覆盖所有部位的地⽅方再加两只消⽕火栓即可，共三只

真题 - ⽔水专业

⽣生活给排⽔水 2004

问“排⽔水”三通有⼏几个，不不是问全部三通有⼏几个 看清前提条件

三通不不在平⾯面图表示，在剖⾯面图表示

按题意，只画”排⽔水“三通 看清前提条件

消防给⽔水

2006
物业房间（即办公） 要布置喷淋淋 熟记哪些房间要布

喷淋淋的尺⼨寸线不不要穿越喷头

2009

两尽端房间（特别要留留意楼梯平台也要最尽端点有两消防栓能覆盖） 判断超不不超60⽶米

楼梯间前室
⼀一类⾼高层 要布置喷淋淋

⼆二类⾼高层 前室、合⽤用前室有争议 ，考试根据题意

2010 漏漏布回廊的喷淋淋头 看清题⽬目的描述，哪⾥里里需要布，哪⾥里里不不需要布

2014

没说喷淋淋的具体位置，则所有需设的地⽅方都要布

漏漏布 ⾛走廊 、 办公室 、 楼梯间前室的喷淋淋 题⽬目说布置喷淋淋，没说哪⾥里里需要，即全部需要喷淋淋的地⽅方都要布置出来

忽略略已有的消⽕火栓 题⽬目字眼有 “新增” “补充”“完善”等，即暗示已经布置有消⽕火栓，认真找出来

⼆二类⾼高层 喷淋淋有争议的房间

楼梯间前室

新⻛风机房

空调机房

2019

已有的消⽕火栓⾮非常隐蔽 但题⽬目有提示，字眼有“完善”，即暗示已经布置有消⽕火栓，须认真找出来

将消防栓布置在了了防烟楼梯间前室 只有消防电梯前室、合⽤用前室须布置消防栓 看清是什什么类型的楼梯间前室

两尽端房间（特别要留留意楼梯也要最尽端点有两消防栓能覆盖） 判断超不不超60⽶米

已经设置⼀一个消⽕火栓的题⽬目
（2014,2019 巨坑）

1. 先分析已有消⽕火栓能否覆盖所有位置：
 （能则⾄至少再加⼀一个，不不能则⾄至少再加两个）

2、看是否有消防电梯前室或合⽤用前室，先加上

3、在⽆无两个消⽕火栓完全覆盖的位置再补充

4、最终核算

电专业

照明与插座

照明

灯具数
每个照明回路路灯具数不不超过 25 个

⼤大型组合灯具不不超过 25A （若220V，则总瓦数 <= 5500 W)

⼤大空间排灯⽅方向
多媒体教室平⾏行行汫台控灯

其他需要⾃自然采光的宜平⾏行行窗户控灯 

单位容量量法计算灯具数量量：根据⾯面积査表(每平⽅方⽶米需要瓦数）⼀一⼀一计算总容量量⼀一⼀一选灯布灯 

排⻛风扇 可接⼊入照明回路路  ( < 100W 的⼩小功率排⻛风扇 )

开关

单联和多联：指同⼀一开关⾯面板有⼏几个开关按钮，以控制⼏几个或⼏几组灯具电器器 单联

控制⼀一个或⼀一组灯具

多联 控制多个或多组灯具

双联

三联

四联

X 联

单控：单联单控为⼀一个开关控制⼀一个灯具，双联单控为两个开关放⼀一个⾯面板控制两个灯具

多控：⼀一个灯具被⼏几个开关控制，⽐比如⽤用在楼梯间（上下楼层均能控制楼梯间灯）

⽆无障碍住房中的⻔门厅、通道、卧室应设双控照明开关

安装在近⻔门旁（ 勿被⻔门扇挡住距⻔门框0.15〜0.3 m，距地 1.3m 左右 区别于 潮湿场所 >=1.5M

卫⽣生间开关宜设于⻔门外

插座

数量量
每个插座回路路插座数量量不不超过 10 个

⽤用于计算机不不宜超过 5 个（组）

套内 1.8M 以下安装均采⽤用安全型插座，卫⽣生间与厨房采⽤用防溅型插座 

住宅插座要求
插座要求：客厅 >= 3、卧室书房 >= 2、厨房 >= 2、卫⽣生间 >= 1 

有洗⾐衣机、冰箱、油烟机、排⻛风机等处需增设插座，不不是增设回路路 卫⽣生间和厨房的插座是两条单独的回路路 其它公建卫⽣生间没单独回路路这要求

潮湿场所的插座安装⾼高度不不低于 1.5M

幼⼉儿活动场所插座安装⾼高度不不低于 1.8M

线路路

住宅要求 五 回路路 

1.普通照明回路路 厨房卫⽣生间的照明回路路不不⽤用独⽴立于其它房间 不不⼤大于 100W 的排⻛风扇可接⼊入照明电路路

2.厨房插座回路路 冰箱、抽油烟机、洗⾐衣机等

3.卫⽣生间插座回路路（宜单独） 电吹⻛风、浴室室等

4.空调插座回路路（空调多再增设）

5.其它插座回路路（客厅、卧室）

所有建筑的照明回路路和插座回路路都宜分开

初步理理解导线根数规律律

布线为回路路线槽

电源线路路串串联或并插座、灯具与开关即可

开关接到要控制的灯具或插座上（成组时接在第⼀一个上）

多联灯具电器器时，线路路宜穿越灯具电器器（减少接线盒使⽤用）

布线时尽量量⾛走近路路、⾛走直线，减少交叉跨越：从顶部电源逬线，先找最近的灯具，再连开关 开关直接连到灯具上即可（连线路路也没错，但会多了了接线盒）

住宅

五回路路：套内空调插座、⼀一般电源插座、照明、厨房插座、卫⽣生间插座应分设独⽴立回路路 

套内1.8m以下安装均采⽤用安全型插座

插座要求：客厅 >= 3、卧室书房 >= 2、厨房 >= 2、卫⽣生间 >= 1 , 有洗⾐衣机、冰箱、油烟机、排⻛风机等处需增设插座,⾮非增设回路路

每个照明回路路灯具数虽不不超过25个

每个插座回路路插座数量量不不超过 10个（组)，⽤用于计算机不不宜超过 5个（组）

消防电⽓气

应急照明

疏散空间 记逃⽣生路路径

1.房间
地上 >= 200 平⽅方⽶米 设 ⼀一个柱⽹网设⼀一个

地下 >= 100 平⽅方⽶米 设 ⼀一个柱⽹网设⼀一个

2.⾛走廊 设 10⽶米左右设⼀一个 区别于烟感15⽶米

3.前室 设

4.楼梯 设 上下平台要设（问最少时只设⼀一个）

发⽣生⽕火灾时仍需⼯工作的设备房必设：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防排烟机房、补⻛风机房、⾃自备发电机房、强电间、弱电间等 空调机房  新⻛风机房 ⽕火灾不不需要使⽤用的不不⽤用加

⼤大空间：地下⾯面筑⾯面积 >= 1000 m2 的地下或半地下公共活动场所；地上 >= 2200 m2 的⼈人员密集场所

楼梯⼊入⼝口前宜设⼀一个

卫⽣生间不不要应急照明

疏散指示

安全出⼝口标志灯：疏散⻔门正上⽅方（⼤大空间）、前室⻔门、楼梯间⻔门

疏散指示灯间距：双向⾛走道 <= 20 m，单向⾛走道 <= 10 m，转⻆角区离墙 <= 1 m

注意楼梯间内的箭头指向
地上 指向下

地下 指向上

⽕火灾⾃自动报警

不不需要设罝的房间：卫⽣生间、泳池、溜溜冰场、⽔水泵房等⽔水房间 

⼀一类⾼高层公建、超 100 m住宅的除上⾯面其他全设，如⾛走道、前室、楼梯间、配电间等

其他类別建筑（⼆二类⾼高层和多层）

⼈人多⾯面积⼤大的场所、⽼老老弱病残建筑、⽕火灾危险性⼤大及重要房间（前室）

消防联动 设置了了机械排烟、防烟系统、⾃自动喷淋淋、消防⽔水炮 等需要消防联动的场所或部位 ⾃自动喷淋淋系统

⼀一类⾼高层公建全设（除泳池、溜溜冰场及不不宜⽤用⽔水的部位如电房和⽂文物书库等） 卫⽣生间也要设

⼆二类⾼高层公建

公共活动⽤用房、⾛走道、办公室、旅馆客房

可燃物品库房、⾃自动扶梯底部 

前室、合⽤用前室有争议 ，考试根据题意

⼆二类⾼高层设备间
设罝 （喷雾型）：锅炉房、变压器器房(区别于配电间、强弱电间)、发电机房（油）

设置（喷⽔水型》：⻛风机房（有争议，⻅见2014题）、防排烟机房（要求特别严格）、 空调机房（题意⽆无要求就设）

不不设置部位：消防⽣生活⽔水泵房、配电间 、强弱电间 、消防控制室、所有楼梯间 但设置烟感

54 m < 住宅 < 100 m ,公共部位应设，套内宜设；<= 54 m 公共部位宜设

所有⾼高层建筑的中庭回廊必设（详5.3.1-2)

⼀一般感烟⽕火灾探测器器保护半径为 6 m ，在宽度⼩小于 3 m⾛走道顶设置时距离 <= 15 m，感温 <= 10 m

每个防⽕火分区应⾄至少设⼀一个⼿手动报警按钮（宜设在疏散通道或出⼊入⼝口），从防⽕火分区任⼀一点到按钮距离 <= 30 m

消防应急⼴广播设罝应保证从防⽕火分区任⼀一点到设罝⼝口 <= 25 m, ⾛走道末端距最近扬声器器 <= 12.5 m

防⽕火⻔门

甲级

消防相关：消防电梯机房、发电机房、消防⽔水泵房等.

⽕火灾危险性：储油间、燃油燃⽓气锅炉房、油浸变压器器房

变配电间（室）等设备机房

剧场等⼤大空间设置在其他⺠民⽤用建筑内部时应设甲级

防⽌止串串⽕火：通⻛风空调机房、防⽕火隔间、防⽕火分区之间、防⽕火墙之间，⾯面积叠加超防⽕火分区的中庭相连的⻔门

连通地下超过2万平⽶米商店分区的防烟楼梯间⻔门

⼈人防地下室：消控、排烟机房、通⻛风空调、变配电房、消防⽔水泵房（⽣生活⽔水泵房？）、可燃物 >= 30 kg/m3 的房⻔门

⼄乙级
各类前室、封闭与防烟楼梯间、消控室；⺠民⽤用建筑内的附属库房（区别于⼈人防地下室库房的甲级），剧场后台的辅助⽤用房 (建规6.2.3)

公建厨房 ⼄乙级

丙级
各类管道井检修⻔门（注意：考试时，强、弱电间⽤用甲级）

排烟管井 ⼄乙级

真题 - 电专业

真题 - 照明与插座

办公室模拟题 办公室 插座以电脑使⽤用为主

每回路路不不多于 5 台电脑

开关直接连到灯具上就⾏行行(不不是每个灯都接，只是接到⼀一组灯具的第⼀一个上⾯面进⾏行行多联开关的布置），不不要连到线路路上

1999 先查表：每平⽅方⽶米需要多少瓦
每组灯具有⼏几个灯，总瓦数是多少 计算需要⼏几组灯具

2004

电吹⻛风插座应该离地 1.5 M ⾼高。 新规：潮湿场所，插座离地 1.5M

开关从总线位置开始串串联地画，不不要单独接到总线位置

开关单独连到要控制的插座或灯具（多个灯具时，接在分组的第⼀一个灯具上⾯面就可以，串串联灯具也可以分组控制，例例如：第⼀一个灯具是单控单联，第⼆二三个灯具是单控多联）

2008 看清提问，不不要跳字读题！！！

厨房和卫⽣生间，是分别单独回路路串串联画插座。不不是⼀一个插座⼀一个回路路

2018 题⽬目没说卫⽣生间要布置插座

卫⽣生间照明错设了了单独回路路 关于单独回路路 
照明不不需要在卫⽣生间和厨房单独回路路，所有建筑类型都不不需要

只有住宅要求卫⽣生间和厨房的插座是单独回路路，其它公建⽆无要求

真题 - 消防电⽓气

2006

按新规，⼀一类⾼高层除⽔水房间外，消防相关的设备房也要应急照明

问的是“核⼼心筒内”应急照明数量量，不不包括⾛走道，要看清题⽬目和记熟出题语法

新规，楼梯内的平台都要设应急照明

消防电梯  与旁边的普通电梯井要⽤用防⽕火墙隔开，所以布在⼀一侧较合理理

2009

应急照明
疏散

房间
地上⼤大于 200 m2

地下⼤大于 100 m2

⾛走道、楼梯间等 10⽶米左右⼀一个

消防备⽤用（设备房）

⽣生活⽔水泵房
实际⼀一般不不⽤用防⽕火⻔门

⽤用⼄乙级也⾏行行，看题意

库房
⼀一般建筑的附属库房（地下、地下） ⼄乙级防⽕火⻔门

⼈人防地下室 超 30kg/m3 甲级防⽕火⻔门

看清所给的条件，有特别标注防⽕火分区范围，所以分区墙上的⻔门要⽤用甲级防⽕火⻔门

2010

⼆二类⾼高层

设置喷淋淋的地⽅方，⼀一般都要有烟感 消防联动

空调机房

设置喷淋淋有争议 所以烟感也有争议

甲级防⽕火⻔门 防⽌止串串⽕火

⽕火灾时不不需要 没应急照明

⾯面积叠加超防⽕火分区的中庭相连的⻔门
普通⻔门变  甲级防⽕火⻔门

应设的防⽕火⻔门升级做  甲级防⽕火⻔门

2019

卫⽣生间
⼀一类⾼高层

需要喷淋淋

不不需要烟感

不不需要  应急照明

⼆二类⾼高层 以上全不不需要

布置间距

喷      淋淋  3.6⽶米 间隔

消防栓 30⽶米

应急照明 10⽶米左右⼀一个

烟      感
半径 6 ⽶米

⾛走道 15⽶米左右⼀一个

疏散指示 20⽶米左右⼀一个

喷淋淋和烟感的特殊区别

卫⽣生间 设喷淋淋，不不设烟感 ⼀一类⾼高层 不不设应急照明

楼梯间 不不设喷淋淋，设烟感

配电间（室） 不不设喷淋淋，设烟感

⽕火灾⾃自动报警

消防应急⼴广播设罝应保证从防⽕火分区任⼀一点到设罝⼝口 <= 25 m, ⾛走道末端距最近扬声器器 <= 12.5 m

每个防⽕火分区应⾄至少设⼀一个⼿手动报警按钮（宜设在疏散通道或出⼊入⼝口），从防⽕火分区任⼀一点到按纽距离 <= 30 m

⼀一般感烟⽕火灾探测器器保护半径为6 m ，在宽度⼩小于 3 m⾛走道顶设置时距离 <= 15 m，感温 <= 10 m

所有⾼高层建筑的中庭回廊必设（详5.3.1-2)

54 m < 住宅 < 100 m ,公共部位设，套内宜设；<= 54 m 公共部位宜设

其他类別建筑（⼆二类⾼高层和多层）
⼈人多⾯面积⼤大的场所、⽼老老弱病残建筑、⽕火灾危险性⼤大及重要房间

消防联动设置了了机械排烟、防烟系统、⾃自动喷淋淋、消防 ⽔水炮等需要消防联动的场所或部位

⼀一类⾼高层公建、超 100 m住宅的除上⾯面其他全设，如⾛走道、前室、楼梯间、配电间等

不不需要设罝的房间：卫⽣生间、泳池、溜溜冰场、⽔水泵房等⽔水房间 

喷淋淋 ⼆二类⾼高层有争议的地⽅方

前室、合⽤用前宝

⻛风机房

空调机房
特殊

管井类

强、弱电井 丙级防⽕火⻔门 ⽆无设备

防排烟管井 ⼄乙级

强、弱电间 甲级防⽕火⻔门 有设备

泵房

消防泵房 甲级

⽣生活⽔水泵房
⼄乙级

或不不设, 看题意

消防控制室

地上 ⼄乙级

地下 甲级

消防控制室直通室外的⻔门，规范没有明确的要求

电梯机房之间 　　　甲级

公建厨房 ⼄乙级

⾸首层放⼤大前室
与放⼤大前室相连的⻔门 ⼄乙级

通向室外 不不⽤用防⽕火⻔门 消防控制室也是

库房
地上地下⾮非⼈人防 ⼄乙级

地下⼈人防⼤大于 30kg/m2 甲级

前室

⼀一类⾼高层

喷淋淋

烟感

应急照明

疏散指示

⼆二类⾼高层

喷淋淋看题意

烟感

应急照明

疏散指示

解题步骤

应急照明解题
记逃⽣生路路径

1.房间
地上 >= 200 平⽅方⽶米 设 ⼀一个柱⽹网设⼀一个

地下 >= 100 平⽅方⽶米 设 ⼀一个柱⽹网设⼀一个

2.⾛走廊 设 10⽶米左右设⼀一个 区别于烟感15⽶米 区别于疏散指示 20 ⽶米

3.前室 设

4.楼梯 设 上下平台要设

发⽣生⽕火灾时仍需⼯工作的设备房必设：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防排烟机房、补⻛风机房、⾃自备发电机房、强电间、弱电间等 空调机房  ⽕火灾不不需要使⽤用的不不⽤用加

疏散指示

安全出⼝口标志灯：疏散⻔门正上⽅方（⼤大空间）、前室⻔门、楼梯间⻔门

疏散指示灯间距：双向⾛走道 <= 20 m，单向⾛走道 <= 10 m，转⻆角区离墙 <= 1 m

注意楼梯间内的箭头指向
地上 指向下

地下 指向上

喷淋淋解题

⼀一类⾼高层公建全设（除泳池、溜溜冰场及不不宜⽤用⽔水的部位如电房和⽂文物书库等） 卫⽣生间也要设

⼆二类⾼高层公建

公共活动⽤用房、⾛走道、办公室（不不论⼤大⼩小）、旅馆客房

可燃物品库房、⾃自动扶梯底部 

前室、合⽤用前室有争议 ，考试根据题意

⼆二类⾼高层设备间
设罝 （喷雾型）：锅炉房、变压器器房(区别于配电间、强弱电间)、发电机房（油）

设置（喷⽔水型）：⻛风机房（有争议，⻅见2014题）、防排烟机房（要求特别严格）、 空调机房（题意⽆无要求就设）

不不设置部位：消防⽣生活⽔水泵房、配电间 、强弱电间 、消防控制室、所有楼梯间（注意⼀一类⾼高层 前室要设,⼆二类看题意） 但设置烟感

最常⽤用（中危险级 I : ） 

常规喷头（直⽴立型、下垂型）
2.4 m <=间距 <= 3.6 m 即半径为1.8⽶米

端部 <= 1 . 8m 离墙 >1.8

边墙型
⼀一般为 4m 间 距

6m 跨度

⽕火灾⾃自动报警

不不需要设罝的房间：卫⽣生间、泳池、溜溜冰场、⽔水泵房等⽔水房间 

⼀一类⾼高层公建、超 100 m住宅的除上⾯面其他全设，如⾛走道、前室、楼梯间、配电间等

其他类別建筑（⼆二类⾼高层和多层）

⼈人多⾯面积⼤大的场所、⽼老老弱病残建筑、⽕火灾危险性⼤大及重要房间（前室）

消防联动 设置了了机械排烟、防烟系统、⾃自动喷淋淋、消防⽔水炮 等需要消防联动的场所或部位

⻛风机房（有争议）空调机房（题意⽆无要求就设）

54 m < 住宅 < 100 m ,公共部位应设，套内宜设；<= 54 m 公共部位宜设

所有⾼高层建筑的中庭回廊必设（详5.3.1-2)

⼀一般感烟⽕火灾探测器器保护半径为 6 m ，在宽度⼩小于 3 m⾛走道顶设置时距离 <= 15 m，感温 <= 10 m

每个防⽕火分区应⾄至少设⼀一个⼿手动报警按钮（宜设在疏散通道或出⼊入⼝口），从防⽕火分区任⼀一点到按钮距离 <= 30 m

消防应急⼴广播设罝应保证从防⽕火分区任⼀一点到设罝⼝口 <= 25 m, ⾛走道末端距最近扬声器器 <= 12.5 m

防烟解题

<= 50m 公建和  <= 100m 住宅

可以⾃自然防烟的条件

前室：每层可开启⾯面积 >= 2 m2

合⽤用前室：每层可开启⾯面积 >= 3 m2

前室或合⽤用前室采⽤用敞开的阳台、凹廊

防烟楼梯间：毎五层可开启⾯面积之和 >= 2 m2

情况⼀一：均满⾜足⾃自然防烟条件 都不不需要加压

情况⼆二；仅楼梯间满⾜足⾃自然防烟条件 加压前室或合⽤用前室（要对着前室⻔门吹）

情况三：仅前室或合⽤用前室满⾜足⾃自然防烟条件

 
前室开单向窗，加压楼梯间

前室开敞或有对流窗，均不不需加压 

> 50m 公建和  > 100m 住宅 均需加压

<= 50m 公建和 <= 100m 住宅楼梯间及前室都不不满⾜足⾃自然通⻛风防烟要求时，只有⼀一个⻔门进前室时可只加压楼梯间 

排烟解题

判断是否设置排烟（房间（50 （⽆无窗（地下也⽆无窗））100 （有窗）30kg）.中庭要求）

判新能否⾃自然排烟（（距离<30m）、⾯面积（2%））

不不能⾃自然排烟设机械排烟⼝口（距离验算（<30m）、防⽕火分区是否超 500 m2 , 特别留留意防⽕火阀）

喷淋淋和烟感的特殊区别

卫⽣生间 设喷淋淋，不不设烟感 ⼀一类⾼高层

楼梯间 不不设喷淋淋，设烟感

配电间（室） 不不设喷淋淋，设烟感

⻛风⼝口距离

空调送⻛风⼝口间距：净⾼高越⼩小间距越⼩小，2-4m 净⾼高，⻛风⼝口间距2-4m; 3-5m 净⾼高，⻛风⼝口间距3-6m，⻛风⼝口⾄至少离墙  >= 1m

空调，回⻛风距离送⻛风⼝口⼀一般 >= 2.5 m

同⼀一排烟分区内补⻛风⼝口距排烟⼝口 >= 5 m

排烟⼝口距安全出⼝口 >= 1.5 m 防吸烟过去安全出⼝口处

排烟⼝口 与 进⻛风⼝口 距离 室外
垂直距离 >= 6 m

⽔水平距离 >= 20 m

消⽕火栓解题

可以采⽤用尽端过⾛走廊最⼤大距离进⾏行行初步预估。如超过60，则⼀一个居中的消⽕火栓
会⽆无法覆盖所谓部位（则两个消⽕火栓⽆无法解决）， ⾄至少四个以上消⽕火栓。

如果⼩小于60呢？则可能有两只和三只消⽕火栓的情况：

两只的情况：若本身已布置有消⽕火栓，核查该消⽕火栓是否能覆盖所有
部位，若能， 则再就近加⼀一只能覆盖所有位置的消⽕火栓即可，共两只

三只的情况：若本身已布置有消⽕火栓，核查该消⽕火栓发现不不能覆盖所有部位，则
在能覆盖所有部位的地⽅方再加两只消⽕火栓即可，共三只

楼梯间不不设防烟条件

对象：<= 50m 公建和<= 100m 住宅

条件
前室或合⽤用前室采⽤用敞开的阳台、凹廊

前室或合⽤用前室有不不同朝向开窗，⾯面积滿⾜足要求

防烟解题
<= 50m 公建和  <= 100m 住宅

可以⾃自然防烟的条件

前室：每层可开启⾯面积 >= 2 m2

合⽤用前室：每层可开启⾯面积 >= 3 m2

前室或合⽤用前室采⽤用敞开的阳台、凹廊

防烟楼梯间：毎五层可开启⾯面积之和 >= 2 m2

情况⼀一：均满⾜足⾃自然防烟条件 都不不需要加压

情况⼆二；仅楼梯间满⾜足⾃自然防烟条件 加压前室或合⽤用前室（要对着前室⻔门吹）

情况三：仅前室或合⽤用前室满⾜足⾃自然防烟条件
 
前室开单向窗，加压楼梯间

前室开敞或有对流窗，均不不需加压 

> 50m 公建和  > 100m 住宅 均需加压

设备布置⽐比较

消⽕火栓系统 
任意⼀一点有2个消⽕火栓充实⽔水柱到达 , 新规消防电梯前室消⽕火栓计⼊入

设置在消防电梯前室、⾛走道，布置间距 <= 30m，注意⼀一般⽔水带 ⻓长度不不超过 25m

⾃自动喷淋淋系统

⼀一类⾼高层公建全设（除泳池、溜溜冰场及不不宜⽤用⽔水的部位如电房和⽂文物书库等） 卫⽣生间也要设

⼆二类⾼高层公建

公共活动⽤用房、⾛走道、办公室、旅馆客房

可燃物品库房、⾃自动扶梯底部 

前室、合⽤用前室有争议 ，考试 根据题意

⼆二类⾼高层设备间
设罝 （喷雾型）：锅炉房、变压器器房、发电机房

设置（喷⽔水型》：⻛风机房、防排烟机房、 （空调机房题意⽆无要求就设）

不不设置部位：消防⽣生活⽔水泵房、配电间 、强弱电间 、消防控制室、所有楼梯间

最常⽤用（中危险级 I ）2.4 m <=间距 <= 3.6 m，端部 <= 1 . 8m; 边墙扩展型⼀一般为 4m 间 距，6m 跨度

⽕火灾⾃自动报警

不不需要设罝的房间：卫⽣生间、泳池、溜溜冰场、⽔水泵房等⽔水房间 

⼀一类⾼高层公建、超 100 m住宅的除上⾯面其他全设，如⾛走道、前室、楼梯间、配电间等

54 m < 住宅 < 100 m ,公共部位设，套内宜设；<= 54 m 公共部位宜设

其他类別建筑（⼆二类⾼高层和多层）
⼈人多⾯面积⼤大的场所、⽼老老弱病残建筑、⽕火灾危险性⼤大及重要房间

消防联动 设置了了机械排烟、防烟系统、⾃自动喷淋淋、消防⽔水炮等需要消防联动的场所或部位

所有⾼高层建筑的中庭回廊必设（详5.3.1-2)

⼀一般感烟⽕火灾探测器器保护半径为6 m ，在宽度⼩小于 3 m⾛走道顶设置时距离 <= 15 m，感温 <= 10 m

每个防⽕火分区应⾄至少设⼀一个⼿手动报警按钮（宜设在疏散通道或出⼊入⼝口），从防⽕火分区任⼀一点到按纽距离 <= 30 m

消防应急⼴广播设罝应保证从防⽕火分区任⼀一点到设罝⼝口 <= 25 m, ⾛走道末端距最近扬声器器 <= 12.5 m

应急照明

疏散空间 记逃⽣生路路径

1.房间
地上 >= 200 平⽅方⽶米 设 ⼀一个柱⽹网设⼀一个

地下 >= 100 平⽅方⽶米 设 ⼀一个柱⽹网设⼀一个

2.⾛走廊 设 10⽶米左右设⼀一个

3.前室 设

4.楼梯 设

发⽣生⽕火灾时仍需⼯工作的设备房必设：配电、消控、消泵、防排烟、补⻛风、发电等.

⼤大空间：地下⾯面筑⾯面积 >= 1000 m2 的地下或半地下公共活动场所；>= 2200 m2 的⼈人员密集场所

卫⽣生间不不要应急照明

疏散指示

安全出⼝口标志灯：疏散⻔门正上⽅方（⼤大空间）、前室⻔门、楼梯间⻔门

疏散指示灯间距：双向⾛走道 <= 20 m，单向⾛走道 <= 10 m，转⻆角区离墙 <= 1 m

注意楼梯间内的箭头指向
地上 指向下

地下 指向上

空调送⻛风及空调新⻛风

通⻛风系统

卫⽣生间通⻛风

卫⽣生间为避免⽓气味扩散⾄至室内，应通⻛风并宜保持负压 

公共卫⽣生间应设机械排⻛风系统 （进⻛风可通过⻔门缝或⻔门百叶），排⻛风⼝口宜设置在卫⽣生间⽓气味最⼤大的蹲坑上⽅方
天花吊顶排⽓气扇

嵌墙式排⽓气扇

设备房通⻛风 设备房为保持⼀一定温湿度，需曲要通⻛风 ，可设机械送、排⻛风 。如强弱电间、电梯机房等

地下⻋车库通⻛风 地下⻋车库通⻛风量量为 5次 /⼩小时，排⻛风量量为 6次/⼩小时。地下机械通⻛风可结合排烟系统设置

防烟⽅方式

⾃自然通⻛风

⾼高度要求：<= 50m 公建和 <= 100m 住宅

开窗要求
防烟楼梯间：毎五层可开启⾯面积之和 >= 2 m2

前室：每层可开启⾯面枳 >= 2 m2 ；合⽤用前室可开启 >= 3 m2

机械加压

设置条件
必须机械昉烟：>= 50m 公建和 >= 100m 住宅

<= 50m 公建和 <= 100m 住宅, 可⾃自然通⻛风防烟但开窗不不满⾜足要求的

加压送⻛风⼝口要求

楼梯间2-3层设⼀一个加压送⻛风⼝口 

前室每层设⼀一个加压送⻛风⼝口

<= 50m 公建和 <= 100m 住宅楼梯间及前室都不不满⾜足⾃自然通⻛风防烟要求时，只有⼀一个⻔门进前室时可只加压楼梯间 

<= 50m 公建和 <= 100m 住宅楼梯间采⽤用⾃自然通⻛风，前室机械加压应正对前室⼊入⼝口或引管到⼊入⼝口顶部

机械排烟

设置部位

地上⽆无窗房间＞100 m2 且经常有⼈人停留留

歌舞娱乐游艺放映：⾯面积 >100 m2 位于1~3层设，位于其他层不不管⾯面积都设 

中庭

公共建筑（有窗房间）
>= 100 m2 且经常有⼈人停留留

> 300 m2 且可燃物较多

疏散⾛走道：⻓长度 > 20m

地下或⽆无窗房间
⼀一个房间 > 50 m2 且经常有⼈人停留留或可燃物较多

地下室总⾯面积 > 200 m2 且经常有⼈人停留留或可燃物较多

机械排烟

昉烟分区内的排烟⼝口距最远点 <= 30 m，即直径为60⽶米

排烟⼝口距安全出⼝口 >= 1.5 m

排烟⼝口距可燃物构件  >= 1 m

除地上建筑的⾛走道或建筑⾯面积 < 500 m2 的房间外, 应设置补⻛风系统。同⼀一排烟分区内补⻛风⼝口距排烟⼝口 >= 5 m

重要考点
排烟

< 20 ⽶米
有窗 不不⽤用

⽆无窗 不不⽤用

20 ⽶米< ⾛走道 <60 ⽶米
有窗

不不⽤用 满⾜足

两窗均 > 2 平⽅方⽶米

两窗间距 >= 2/3 ⾛走道⻓长

两窗到任⼀一窗 < 30⽶米

要（不不满⾜足上述条件）

⽆无窗 要

应急照明 记逃⽣生路路径

1.房间
地上 >= 200 平⽅方⽶米 设 ⼀一个柱⽹网设⼀一个

地下 >= 100 平⽅方⽶米 设 ⼀一个柱⽹网设⼀一个

2.⾛走廊 设 10⽶米左右设⼀一个 区别于烟感15⽶米 区别于疏散指示 20 ⽶米

3.前室 设

4.楼梯 设 上下平台要设

防排烟

防烟

设置部位

1. 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 

2. 消防电梯间前室，及合⽤用前室 

3.避难层、避难间，避难⾛走道的前室

防烟⽅方式

⾃自然通⻛风

⾼高度要求：<= 50m 公建和 <= 100m 住宅

开窗要求
防烟楼梯间：毎五层可开启⾯面积之和 >= 2 m2

前室：每层可开启⾯面枳 >= 2 m2 ；合⽤用前室可开启 >= 3 m2

机械加压

设置条件
必须机械昉烟：>= 50m 公建和 >= 100m 住宅

<= 50m 公建和 <= 100m 住宅, 可⾃自然通⻛风防烟但开窗不不满⾜足要求的

加压送⻛风⼝口要求

楼梯间2-3层设⼀一个加压送⻛风⼝口 

前室每层设⼀一个加压送⻛风⼝口

<= 50m 公建和 <= 100m 住宅楼梯间及前室都不不满⾜足⾃自然通⻛风防烟要求时，只有⼀一个⻔门进前室时可只加压楼梯间 

<= 50m 公建和 <= 100m 住宅楼梯间采⽤用⾃自然通⻛风，前室机械加压应正对前室⼊入⼝口或引管到⼊入⼝口顶部

排烟

设置部位

疏散⾛走道：⻓长度 > 20m ⽆无窗

中庭

公共建筑（有窗房间）
>= 100 m2 且经常有⼈人停留留

> 300 m2 且可燃物较多

地下或⽆无窗房间
⼀一个房间 > 50 m2 且经常有⼈人停留留或可燃物较多

地下室总⾯面积 > 200 m2 且经常有⼈人停留留或可燃物较多

排烟⽅方式

⾃自然排烟

防烟分区内排烟⼝口距最远点 <= 30m

开窗⾯面积要求

20m < ⾛走道 < 20m
仅⾛走道需排烟时，在⾛走道两端均设置 >= 2 m2 的排烟窗，两侧排烟窗距离 >= ⾛走道的 2/3

⾛走通和房间都需排烟时， 按⾛走道防烟分区地⾯面⾯面积2%

房间 < 6m 净⾼高房间，房间⾯面积 2% 

中庭 旧规 <= 12 m，5% :新规要公式计算太复杂不不会考了了

机械排烟

昉烟分区内的排烟⼝口距最远点 <= 30 m，即排烟⼝口覆盖直径为 60m

排烟⼝口距安全出⼝口 >= 1.5 m 防吸烟过去安全出⼝口处

排烟⼝口距可燃物构件  >= 1 m

补⻛风
除地上建筑的⾛走道或建筑⾯面积 < 500 m2 的房间外, 应设置补⻛风系统。

同⼀一排烟分区内补⻛风⼝口距排烟⼝口 >= 5 m

 防烟分区

净⾼高 <= 3m 分区⾯面积 <= 500 ,最⼤大允许⻓长度 24

净⾼高 3 < h < 6 m 分区⾯面积 < 1000, 最⼤大允许⻓长度 36

H >6m 或⻋车库 分区⾯面积 < 2000, 最⼤大允许⻓长度 60m (有对流时 70m)

排烟防⽕火阀

设置要求 ⽕火灾发展到⼀一定阶段，继续排烟意义不不⼤大反⽽而有可能蔓延⽕火势，故烟⽓气溫度达到 280 度时排烟防⽕火阀关闭

设置部位

垂直⻛风管与毎层⽔水平⻛风管交接处的⽔水平管段上 

排烟⻛风机⼊入⼝口处（机房内侧管道设)

⼀一个排烟系统负担多个防烟分区的排烟⽀支管上 

穿越防⽕火分区处（设⼀一边就⾏行行）

解题步骤 判断是否设置排烟（（⾛走道>20m、房间（50 100 30kg）.中庭要求） 判新能否⾃自然排烟（20⽶米 < x <60⽶米，2窗，2m2, 2／3）（距离<30m）、⾯面积（2%）） 不不能⾃自然排烟设机械排烟⼝口（距离验算（<30m）、防⽕火阀）

与 进⻛风⼝口 距离 室外
垂直距离 >= 6 m

⽔水平距离 >= 20 m

另注意：设置机械排烟的地下室，应同时设置送⻛风
系统，送⻛风量量是排⻛风量量的50%，两排⼀一送。

设备机房不不需要设置排烟

⾛走道防排烟

⽆无窗
>20 ⽶米 机械排烟

<20 ⽶米 不不⽤用设

有窗
20< x <60 ⽶米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两端有窗且 >2 平⽅方⽶米

两窗间距 > 2/3 ⾛走道⻓长

距窗最远点 < 30 ⽶米

不不满⾜足 机械排烟

X > 60 ⽶米 机械排烟

真题 - 防排烟

2006
错：⾛走廊 48.4 M，设了了两个排烟⼝口 任意⼀一点到排烟⼝口的距离应⼩小于 30 M， 即⾛走廊⼩小于 60M，设置⼀一个排烟就可以

错：排烟竖井设在了了离安全出⼝口不不⾜足 1.5 m 的地⽅方 排烟⼝口距离安全⻔门距离应⼤大于 1.5 m

2009

排烟防⽕火阀
不不是⼀一个排烟⼝口设⼀一个，是排烟⽀支管设，⼀一个⽀支管负责⼀一个防烟分区

同⼀一防⽕火分区的排烟⼝口要全接在⼀一条⽀支管上，要不不会数错防⽕火阀设置的数量量

送⻛风

地下没有外部⻛风。补⻛风是为了了排烟更更顺畅 所以有设置排烟的地⽅方，都要补⻛风

与排烟防⽕火阀的区别
送⻛风管穿越重要房间才需要，如活动室，易易燃库房、前室等 ⾛走道⽀支管和其它⽀支管不不⽤用设

排烟管是不不同部位的⽀支管都要设

2010

错：楼梯间加压送⻛风⼝口数量量 

惯性思维 前室和楼梯间都要加压 错

<= 50m 公建和 <= 100m 住宅楼梯间及前室都不不满⾜足⾃自然通⻛风防烟要求时，只有⼀一个⻔门进前室时可只加压楼梯间 

题⽬目是 32M ⼆二类⾼高层

前室⾯面积 设置送⻛风井时要注意前室的⾯面积
普通前室  >= 6 m2

合⽤用前室 >= 10 m2

2014 错：会议室应设置排烟

⾯面积 204 m2  > 100 m2

开窗 4 m2, 4/204=0.019  < 2%(窗地⽐比)

判断是否设置排烟（（⾛走道>20m、房间（50 100 30kg）.中庭要求） 判新能否⾃自然排烟（（⼩小于20⽶米，2窗，2／3）(距离<30m）、⾯面积（2%）） 不不能⾃自然排烟设机械排烟⼝口（距离验算（<30m）、防烟分区<=500 m2, 防⽕火阀）

2019 标注 加压井 、排烟竖井！！！！ 记住出题的套路路！！ 标注标注标！！！！！

房间内部最远点距离
< 60 m ⼀一个排烟⼝口

> 60 m 2 个或以上排烟⼝口

⻛风⼝口距离

空调送⻛风⼝口间距：净⾼高越⼩小间距越⼩小，2-4m 净⾼高，⻛风⼝口间距2-4m; 3-5m 净⾼高，⻛风⼝口间距3-6m，⻛风⼝口⾄至少离墙  >= 1m

空调，回⻛风距离送⻛风⼝口⼀一般 >= 2.5 m

同⼀一排烟分区内补⻛风⼝口距排烟⼝口 >= 5 m

排烟⼝口距安全出⼝口 >= 1.5 m 防吸烟过去安全出⼝口处

排烟⼝口 与 进⻛风⼝口 距离 室外
垂直距离 >= 6 m

⽔水平距离 >= 20 m

空调防⽕火阀

设置要求 避免烟⽓气在空调通⻛风系统⻛风管中扩散，在通⻛风⻛风管上设置动作温度为 70度 的防⽕火阀

平时开启 ，在起⽕火后⻛风管温度>= 70度 时候⾃自动关闭 ，以避免烟⽓气扩散

设置位置

竖向⻛风管与毎层⽔水平⻛风管交接处的⽔水平管段（若上下为⼀一个防⽕火分区时可不不⽤用）

穿越通⻛风、空调机房的房间隔墙和楼板处

穿越防⽕火分区处（两边设)

穿越防⽕火分隔处的变形缝两侧（两边设)

穿越重要或⽕火灾危险性⼤大的场所房间隔墙和楼板处

150 是⻛风道两侧要预留留的间距 100 是⻛风道的安装⾼高度

真题 - 暖通空调

2005

判断⾛走道吊顶⻛风道尺的公式
⾛走道宽 - 150*2 = ⻛风道宽

层⾼高 - ⾛走道净⾼高 - 梁梁⾼高 - 100 = ⻛风道⾼高 ⻛风道⾼高都在范围内的，选矮的，因为要预留留空间⾛走其它管线

地上有窗有⻔门, 不不⽤用专设排⻛风

回⻛风利利⽤用吊顶空间, 不不⽤用专设回⻛风管到每个回⻛风⼝口

注意⼤大⼩小管道变换的画法

注意⽔水平管道弯头 即垂直⽅方向⾛走势有变化处

排⻛风⼝口集中设置, 不不要分散

2008

侧送侧回 要看清吊顶范围，弄弄清是否要经隔墙才能向房间开⼝口 卧室 2 没有吊顶（所以没有回⻛风），只是临近吊顶 即吊顶⾄至少⼀一侧侧范围没有隔墙

地漏漏 冷凝⽔水的排放应就近原则，⼀一般有两个厕所，不不要冷凝⽔水全排到⼀一个厕所的地漏漏处

供回冷凝三管画在同⼀一侧

2017

进⻛风阀 有⼏几个进⻛风⼝口就有⼏几个进⻛风阀 进⻛风阀画在墙上

粗⼼心 有⼏几台⻛风机就有⼏几条独⽴立的送⻛风管，因为每台机要独⽴立的调节阀

厕所排⻛风扇 男⼥女女残 各⼀一个，即共 3 个

2014

粗⼼心
办公室的空调系统不不⽤用画

⼀一定要看清楚哪⾥里里要画！！！！！

每台⻛风机都独⽴立画供回冷凝⽔水，不不要两个⼀一起画。所有年年份都是

图例例给了了新⻛风⼝口，所以不不能借⽤用⻛风机盘管的新⻛风⼝口

防⽕火阀（千万检查清楚）
穿越重要房间（普通办公室和会议室不不⽤用设）

卫⽣生间排⻛风接竖井

厕所排⻛风扇 男⼥女女残 各⼀一个，即共 3 个

暖通空调

集中式空调系统 全空⽓气空调系统

冷热负荷到房间前是⾛走⻛风管，统⼀一由机房制造冷热负荷后由⻛风管传送，⽆无末端⻛风机

适合场所：空间较⼤大、⼈人员较多；温湿度允许波动范围⼩小；噪声或洁净度标准⾼高。如影剧院、室内体育馆 、⼤大型会议场所等 

空⽓气处理理后通过⻛风管进⼊入室内 .送⻛风⼝口若⽤用上送⻛风（顶 ）净⾼高 <= 5m ⽤用散流器器（最常⽤用），净⾼高 >8 m ⽤用喷⼝口（⾼高⼤大空间 ）；侧送⻛风⽤用百叶 （⼩小空间 )或喷⼝口（⼤大空间）

送⻛风⼝口间距：净⾼高越⼩小间距越⼩小，2-4m 净⾼高，⻛风⼝口间距2-4m; 3-5m 净⾼高，⻛风⼝口间距3-6m，⻛风⼝口⾄至少离墙  >= 1m

回⻛风⼝口布置 : ⼤大空间集中布置回⻛风⼝口（另附设⻛风管吊顶回⻛风⼝口），回⻛风距离送⻛风⼝口⼀一般 >=2.5m

半集中式空调系统

⻛风机盘管（⽔水) 

主冷热源通到房间前是⾛走⽔水管，由室内的⻛风机盘管处理理后制冷或制热。⽽而新⻛风由新⻛风机房处理理后通过⻛风管传送

循环介质成为⽔水，⼀一般有供⽔水管 、回⽔水管、冷凝⽔水管

冷凝⽔水管可单独排⾄至冷疑⽔水⽴立管，若借⽤用卫⽣生间排⽔水管不不能直排,应借⽤用地漏漏⽔水封以防串串⽓气味

适合空⽓气调节区多，各场所湿度要求独⽴立控制的场所，如宾馆客房、写字楼等

⾯面积 15-25 m2 布置⼀一台，⼩小于 15 m2 仍需布置⼀一台

 ⻛风机盘管及⽔水管不不应布置在灯具上⽅方，⻛风管可以

每个⻛风机盘管都有送⻛风⼝口和回⻛风⼝口。局部吊顶可侧送顶回（上回）。整体吊顶可顶送顶回

VRV 多联机 ( 制冷剂）

主冷热源到房间前是冷媒管（内含液体管（供）和⽓气体管 （回），由室内机处理理后制冷或热

循环介质为制冷剂 （氟利利昂等）⼀一般有冷媒管（内含两管）、冷凝⽔水管

适合各场所温度要求独⽴立控制的场所，但成本略略⾼高于⻛风机盘管类的⽔水系统

新⻛风系统

是指⽤用于⻛风机盘管、多联机等半集中空调的新⻛风系统 ，以上⽔水系统或制冷剂系统均只能制冷热 ，但空⽓气湿度与洁净度靠新⻛风

新⻛风系统从新⻛风机房引⻛风管进房间，出机房处应设新⻛风机消声器器

⻛风管宜单独出新⻛风⼝口（可与送⻛风⼝口对应 ），若为了了减少⻛风⼝口设置可借⽤用送⻛风⼝口（不不建议）

空调新⻛风系統的调节器器应设置在新⻛风⼊入⼝口端（需单独调节的新⻛风⼝口）

新⻛风机房的新⻛风处理理机在引室外新⻛风时应设置室内进⻛风阀以控制⻛风量量 进⻛风阀前有防⻛风⾬雨百叶

通⻛风系统

卫⽣生间通⻛风

卫⽣生间为避免⽓气味扩散⾄至室内，应通⻛风并宜保持负压 

公共卫⽣生间应设机械排⻛风系统 （进⻛风可通过⻔门缝或⻔门百叶），排⻛风⼝口宜设置在卫⽣生间⽓气味最⼤大的蹲坑上⽅方
天花吊顶排⽓气扇 不不是每个蹲位设，⼀一个卫⽣生间⼀一个就⾏行行

嵌墙式排⽓气扇

设备房通⻛风 设备房为保持⼀一定温湿度，需要通⻛风 ，可设机械送、排⻛风 。如强弱电间、电梯机房等

地下⻋车库通⻛风 地下⻋车库通⻛风量量为 5次 /⼩小时，排⻛风量量为 6次/⼩小时。地下机械通⻛风可结合排烟系统设置

送⻛风

地下没有外部⻛风。补⻛风是为了了排烟更更顺畅 所以有设置排烟的地⽅方，都要补⻛风

与排烟防⽕火阀的区别
送⻛风管穿越重要房间才需要，如活动室，易易燃库房等 ⾛走道⽀支管不不⽤用设

排烟管是不不同防⽕火房间的⽀支管都要设

防⽕火阀

设置要求
避免烟⽓气在空调通⻛风系统⻛风管中扩散，在通⻛风⻛风管上设置动作温度为 70度 的防⽕火阀

平时开启 ，在起⽕火后⻛风管温度>= 70度 时候⾃自动关闭 ，以避免烟⽓气扩散

设置位置

竖向⻛风管与毎层⽔水平⻛风管交接处的⽔水平管段（若上下为⼀一个防⽕火分区时可不不⽤用）

穿越通⻛风、空调机房的房间隔墙和楼板处

穿越防⽕火分区处（两边设)

穿越防⽕火分隔处的变形缝两侧(两边设）

穿越重要（消防前室算是）或⽕火灾危险性⼤大的场所房间隔墙和楼板处

采暖系统

暖⽓气⽚片采暧系统

应采⽤用共⽤用⽴立管的分户独⽴立系统形式

户⽤用热量量表的流量量传感器器宜安装在回⽔水管上

分户热计量量表前的供⽔水管上应设过滤器器

厨房卫⽣生间都要设置暧⽓气⽚片，采暧管道⼀一般不不穿越厨房卫⽣生间

暖⽓气⽚片宜设置于外窗附近 

共⽤用⽴立管装和⼊入户装置宜设置于公共管通间内

地暖采暖系统

每组加热管回路路的总⻓长度不不宜超过 120m

每组加热管的供回⽔水应分别与分集⽔水器器相连接，通过分集⽔水器器的总进⽔水管再与垂直管⽹网相连

加热盘管的布置应保证底板表⾯面温度均 ，宜将⾼高温段优先布置于外窗、外墙侧

机械排烟

昉烟分区内的排烟⼝口距最远点 <= 30 m，即排烟⼝口覆盖直径为 60m

排烟⼝口距安全出⼝口 >= 1.5 m 防吸烟过去安全出⼝口处

排烟⼝口距可燃物构件  >= 1 m

除地上建筑的⾛走道或建筑⾯面积 < 500 m2 的房间外, 应设置补⻛风系统。同⼀一排烟分区内补⻛风⼝口距排烟⼝口 >= 5 m

排烟防⽕火阀

设置要求 ⽕火灾发展到⼀一定阶段，继续排烟意义不不⼤大反⽽而有可能蔓延⽕火势，故烟⽓气溫度达到 280 度时排烟防⽕火阀关闭

设置部位

垂直⻛风管与毎层⽔水平⻛风管交接处的⽔水平管段上 

排烟⻛风机⼊入⼝口处（机房内侧管道设)

⼀一个排烟系统负担多个防烟分区的排烟⽀支管上 

穿越防⽕火分区处(设⼀一边就⾏行行）

⽅方法
原理理

管线综合 原则

⼩小管避让⼤大管 ⼩小管造价较低且易易于安装 先布⻛风管，接着喷淋淋⼲干管、消⽕火栓⼲干管、空调⽔水管、强、弱电桥架等

压⼒力力管避让重⼒力力管 重⼒力力流需要坡度，压⼒力力流管不不需要 ⽣生活和消防等给⽔水管、空调供回⽔水管为压⼒力力管；污、废、⾬雨、冷凝⽔水为重⼒力力管需要坡度且⼒力力求管线短，交叉时要满⾜足重⼒力力流坡度

⽣生活冷⽔水管避让热⽔水管 热⽔水管需保温且造价较冷⽔水管⾼高 如⽣生活给⽔水冷⽔水需要避让热⽔水管，冷热⽔水平⾏行行布置时热上冷下，垂直布置时热左冷右。

热⽔水管避让空调冷冻⽔水管 冷冻⽔水管通常要求保温并短且直 热⽔水管多采⽤用采⽤用 ppr 塑料料，冷冻⽔水管⼀一般⽤用镀锌钢管加保温，如都⽤用 ppr 则谁避谁根据线路路更更短原则

电缆桥架宜避开⽔水管 以避免⽔水管渗漏漏损坏电缆或造成事故 电缆桥架与⽔水管宜分开布置或在其上⽅方

线路路更更短原则 经济且安装便便捷 管线尽量量布置在靠近使⽤用设备尽端侧

检修⽅方便便原则 根据检修⽅方便便考虑 如平⾏行行布置，⼩小的⽔水管等若放在⻛风管上⾯面则不不便便于检修，宜上⼤大下⼩小以便便检修

注：以上原则仅为⼀一般原则，应视具体情况灵活使⽤用，例例如⼀一般情况都是给⽔水管避让⻛风管，但当成排给⽔水管道与⻛风 管交叉冲突时，如采⽤用⻛风管上翻避让，则更更为经济和便便于维修。

真题 -  管线综合

冷凝⽔水管，应先垂直再平段后斜排

注意不不要漏漏标注

管与管之间，不不是标外圈距离，是标注管中⼼心距离

⽔水管
压⼒力力流 互相间⾼高低⽆无关系

冷冻供⽔水

冷冻回⽔水

重⼒力力流 主管应低于⽀支管 冷凝⽔水管

设备其它年年份真题

2007
应急照明 ⾛走廊 电梯厅 楼梯间

平台 - 1 必布

平台 - 2 可布可不不布。问最少的时候，不不布

问新⻛风处理理机放在哪个顶吊区域 第⼀一反应应该是取决于吊顶⾼高度

2012

合⽤用前室 重要房间 ⻛风管穿越应设防⽕火阀

新规 ⼩小于 5 m2 的卫⽣生清洁间也要设喷淋淋（⼀一类⾼高层）

⾛走廊离排烟井处都⼩小于 30m ，只要⼀一个排烟⼝口即可 题⽬目给的⾛走廊开窗是烟雾弹
最远点 > 30 m

两窗间距⼩小于⾛走廊总⻓长 2/3

2013

排烟

1. 漏漏⾛走廊排烟 记得验证是不不是⼩小于 60 m

2.房间防烟分区是否⼤大于 500 m2 房间最远点间是否超 60m

3.排烟管应从管进出来分两边平均⾛走，不不要单边⾛走，太⻓长了了

加压 5个 题⽬目⽆无选项 旧规可只对楼梯间加压，但新规规定超 50 m 的⾼高层，要对前室和楼梯间分别加压

应急照明

部位数

逃⽣生路路径

楼梯间 2

前室 1

消防前室 1

合⽤用消防前室 1

⾛走廊 1

⽕火灾时仍需⼯工作
配电间 1

配电间 1

合计：8个

除⾛走道，设 7 个

解题
逃⽣生路路径

⽕火灾时仍需⼯工作的设备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