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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规范山西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行为，确保装饰装修工程消

防设计、施工质量，根据《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建设工程消

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山西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山西省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要点及规则（试行）》《山西省特殊建设工程消

防验收要点及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建筑内部装修设

计防火规范》等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结合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特点及山西省

实际，制定了本规程。

本规程由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

收工作，除应执行本规程外，还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山西省相关标准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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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 围

本规程适用于山西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

本规程不适用于古建筑、木结构建筑、住宅住户自主室内装饰装修、村民自建住

宅、救灾和非人员密集场所的临时性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查、验收。

属于《山西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第六条规定的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应进行消防设计审查和消防验收，其它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应进行消

防验收备案。

技术服务机构开展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防设计文件技术审查、消防验收现场评定

也应按照本规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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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规程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

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规则；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规程。

GB/T 5907 消防词汇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354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098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T/CECS 806 建筑幕墙防火技术规程

GB 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DBJ04/T 419-2021 建筑保温与外墙装饰防火设计指南（标准）

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 5008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261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70 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1427 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技术标准

GB 51251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6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

GB 51309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山西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防设计指南（试行）

https://gf.1190119.com/list-677.htm
https://gf.1190119.com/list-6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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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 语

3.1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为满足建筑物的功能需求和美化建筑物，采用装饰装修材料或者饰物，对建筑物

的内外表面及空间进行的修饰、保护及固定设施安装等的工程。

3.2 燃烧性能

在规定条件下，材料或物质的对火反应特性和耐火性能。

3.3 特别场所及部位

指附录 C所列举的场所和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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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防设计审查

4.1 一般规定

4.1.1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应依照消防法律法规、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

管部门规定和国家及山西省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实施。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特殊消

防设计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专家评审，专家评审会意见应作为消防设计审查依据。

4.1.2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应根据资料审查及消防设计文件审查情况，

进行综合评定，由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出具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意见。

4.1.3 消防设计文件技术审查单位出具的技术审查意见可作为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

管部门进行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防设计审查的依据。

4.1.4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给出消防设计审查是否合格的结论性意见，该

结论性意见应由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签署、批准。

4.1.5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应当在“山西省建筑工程勘察设计质量和消

防审查验收数字化管理平台”或“山西省投资项目一体化审批管理系统”上进行（涉

密工程除外）。

4.1.6 建设、设计、施工单位不得擅自修改经审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件。确需修改

的，如在使用功能、防火分区、安全疏散、消防设施等方面做出变动的，建设单位应

当依照《山西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及本规则重新申

请消防设计审查；如局部修改不影响建筑整体消防设计的，可将变更情况报消防设计

审查验收主管部门进行审查，审查合格后方可施工。

4.2 审查内容

4.2.1 资料审查

资料审查的内容包括：

a）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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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消防设计文件；

c）设计单位的资质；

d）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文件（依法需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临时性建筑批

准文件（依法需要批准的）；

e）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文件技术审查单位出具的《山西省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文

件技术审查意见书》（委托服务机构进行审查的）；

f）特殊消防设计的相关材料（具有《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

第十七条情形之一的特殊建设工程）。

4.2.2 技术审查

4.2.2.1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防设计文件技术审查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按照国家

及山西省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有关规定进行，主要内容包括：

a）消防设计文件编制深度；

b）建筑类别、火灾危险性分类和耐火等级，重点审查装饰装修工程是否降低原建

筑消防安全水平；

c）建筑内部装修是否引起防火分区、防烟分区、疏散走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设施

等的改变，其改变是否符合现行规范；

d）特别场所及部位装饰装修符合性（详见附录 C）；

e）装饰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的符合性

顶棚

墙面

地面

隔断

固定家具

装饰织物

其他装修装饰材料

f）建筑外墙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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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墙开口、外窗及消防救援窗

 建筑幕墙构造防火

 外墙装饰及户外广告牌

g）建筑装饰装修涉及的电力线路和电器装置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2017、《民用建筑电气设计

标准》GB51348-2019 等标准的要求。

4.2.2.2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防设计文件复审的主要内容包括：

a）设计依据及消防技术标准的运用是否准确；

b）消防设计文件审查的内容是否全面；

c）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防设计存在的具体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技术依据是否准

确、充分；

d）结论性意见是否正确。

4.3 判定规则

4.3.1 资料审查判定

符合下列条件的，判定为合格；不符合其中任意一项的，判定为不合格：

a）申请资料齐全、完整并符合规定形式；

b）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建筑规模、使用功能等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文件（临时

性建筑批准文件）一致；

c）设计单位具有相应资质；

d）消防设计文件符合《山西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的相关要求；

e）技术服务机构具备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文件审查资格，出具的技术审查意

见书结论为合格并符合规定形式；

f）具有《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情形之一的特殊

建设工程，特殊消防设计技术资料通过专家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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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消防设计文件审查判定

消防设计文件审查符合下列条件的，结论为合格；不符合下列任意一项的，结论

为不合格：

a）消防设计文件内容符合国家及山西省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文规定；

b）消防设计文件内容符合国家及山西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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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c）消防设计文件编制符合《山西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防设计指南（试行）》规

定的要求；

d）设计单位按照审查意见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修改，并按时提交审查意见回复和修

改图纸；

e）具有《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情形之一的特殊建

设工程，其特殊消防设计通过专家评审。

4.3.3 综合评定

符合下列条件的，应综合评定为消防设计审查合格；不符合其中任意一项的，应

综合评定为消防设计审查不合格：

a）资料审查为合格；

b）消防设计文件审查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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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消防验收

5.1 一般规定

5.1.1 消防验收应按照资料审查、现场评定、综合评定的程序进行。

5.1.2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防验收应由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建设、

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相关技术服务机构等单位均应参加。

5.1.3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防验收应当在“山西省建筑工程勘察设计质量和消防审

查验收数字化管理平台”或“山西省投资项目一体化审批管理系统”上进行（涉密工

程除外）。

5.1.4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具有消防技术专业能力的技术服务机构

进行消防验收现场评定，并形成意见或报告，作为出具消防验收意见的依据。

5.1.5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给出消防验收是否合格的结论性意见，该结论

性意见应由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签署、批准。

5.2 验收内容

5.2.1 资料审查

资料审查的内容包括：

a）消防验收申请表；

b）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c）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

5.2.2 现场评定

5.2.2.1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防验收现场评定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按照国家及山

西省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有关规定进行，主要内容包括：

a）建筑类别、火灾危险性分类和耐火等级，重点核实装饰装修工程是否降低原

建筑消防安全水平；



— 9 —

b）建筑内部装修是否引起防火分区、防烟分区、疏散走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设

施等的改变，其改变是否符合现行规范；

c）特别场所及部位装饰装修符合性（详见附录 C）；

d）装饰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顶棚

墙面

地面

隔断

固定家具

装饰织物

其他装修装饰材料

e）建筑外墙装饰

外墙开口、外窗及消防救援窗

建筑幕墙构造防火

外墙装饰及户外广告牌

f）消防设施及系统功能测试。

5.2.2.2 现场评定复核的主要内容包括：

a）消防技术标准的运用是否准确；

b）现场评定的内容是否全面；

c）现场评定发现的具体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技术依据是否准确、充分；

d）结论性意见是否正确。

5.3 判定规则

5.3.1 资料审查判定

资料审查判定符合下列条件的，结论为合格；不符合下列任意一项的，结论为不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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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申请表信息齐全、完整并符合规定形式；

b）有符合相关规定的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且竣工验收消防查验内容完整，符合

《山西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的相关要求，其中装饰

装修施工现场技术资料应完整、符合设计要求，并包含以下内容：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申请报告、装饰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设计要求、设计变更通

知单、施工单位的资质证明等；

进场验收记录，包括所用装饰装修材料的清单、数量、合格证及防火性能型式

检验报告；

装饰装修施工过程的施工记录；

隐蔽工程施工防火验收记录和工程质量事故处理报告等；

施工过程中所用防火装饰装修材料的见证取样检验报告；

施工过程中的抽样检验报告，包括隐蔽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及完工后的抽样检验

报告；

施工过程中现场进行涂刷、喷涂等阻燃处理的抽样检验报告。

c）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与经审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件相符。

5.3.2 现场评定判定

消防验收现场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结论为合格；不符合下列任意一项的，结论

为不合格：

a）现场评定内容符合经消防设计审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件；

b）现场评定内容符合国家及山西省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文规定的要

求；

c）现场评定内容符合国家及山西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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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要求；

d）有距离、高度、宽度、长度、面积、厚度等要求的内容，其与设计图纸标示

的数值误差满足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要求；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没有

数值误差要求的，误差不超过 5%，且不影响正常使用功能和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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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现场评定内容为消防设施性能的，满足设计文件要求并能正常实现；

f）现场评定内容为系统功能的，系统主要功能满足设计文件要求并能正常实现。

5.3.3 综合评定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防验收的综合评定结论分为合格和不合格。符合下列条件

的，应综合评定为合格；不符合其中任意一项的，综合评定为不合格：

a）资料审查为合格；

b）现场评定为合格。

5.4 其他要求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申请消防验收备案，应对下列资料进行审查，并按照本规程

5.3.1 条规定进行资料审查判定：

a）消防验收备案申请表；

b）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c）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对被确定为抽查对象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应按本规

则消防验收有关规定完成现场评定和综合判定。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对整改完成并申请复查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应当按

照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有关规定进行复查，并出具复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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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装饰装修材料的分类和分级

A.1 装饰装修材料按其使用部位和功能，可划分为顶棚装修材料、墙面装修材料、

地面装修材料、隔断装修材料、固定家具、装饰织物、其他装修装饰材料七类。

注：其他装饰装修材料系指楼梯扶手、挂镜线、踢脚板、窗帘盒、暖气罩等。

A.2 装饰装修材料按其燃烧性能应划分为四级，并应符合表 A.1 的规定。

表 A.1 装饰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

等级 装饰装修材料燃烧性能

A 不燃性

B1 难燃性

B2 可燃性

B3 易燃性

A.3 装饰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应按现行国家规则《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

级》GB8624 的有关规定，经检测确定。

A.4 安装在金属龙骨上燃烧性能达到 B1 级的纸面石膏板、矿棉吸声板，可作为 A级

装饰装修材料使用。（施工示意图见图 A.1）

A.5 单位面积质量小于 300g/㎡的纸质、布质壁纸，当直接粘贴在 A级基材上时，可

作为 B1 级装饰装修材料使用。

A.6 施涂于 A 级基材上的无机装修涂料，可作为 A 级装饰装修材料使用；施涂于 A

级基材上，湿涂覆比小于 1.5kg/㎡，且涂层干膜厚度不大于 1.0mm 的有机装修涂料，

可作为 B1 级装饰装修材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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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 轻钢龙骨纸面石膏板、矿棉吸声板吊顶（竖吊）施工示意图

A.7 当使用多层装饰装修材料时，各层装饰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均应符合本规

范的规定。复合型装饰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应进行整体检测确定。（见图 A.2）

图 A.2 复合型装饰装修材料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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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常用建筑内部装饰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划分举例

表 B.1 常用建筑内部装饰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划分

材料类别 级别 材料举例

各部位

材料
A

花岗石、大理石、水磨石、水泥制品、混凝土制品、石膏板、

石灰制品、黏土制品、玻璃、瓷砖、马赛克、钢铁、铝、铜

合金、天然石材、金属复合板、纤维石膏板、玻镁板、硅酸

钙板等

顶棚材料 B1

纸面石膏板、纤维石膏板、水泥刨花板、矿棉板、玻璃棉装

饰吸声板、珍珠岩装饰吸声板、难燃胶合板、难燃中密度纤

维板、岩棉装饰板、难燃木材、铝箔复合材料、难燃酚醛胶

合板、铝箔玻璃钢复合材料、复合铝箔玻璃棉板等

墙面材料

B1

纸面石膏板、纤维石膏板、水泥刨花板、矿棉板、玻璃棉板、

珍珠岩板、难燃胶合板、难燃中密度纤维板、防火塑料装饰

板、难燃双面刨花板、多彩涂料、难燃墙纸、难燃墙布、难

燃仿花岗岩装饰板、氯氧镁水泥装配式墙板、难燃玻璃钢平

板、难燃 PVC 塑料护墙板、阻燃模压木质复合板材、彩色难

燃人造板、难燃玻璃钢、复合铝箔玻璃棉板等

B2

各类天然木材、木制人造板、竹材、纸制装饰板、装饰微薄

木贴面板、印刷木纹人造板、塑料贴面装饰板、聚酯装饰板、

复塑装饰板、塑纤板、胶合板、塑料壁纸、无纺贴墙布、墙

布、复合壁纸、天然材料壁纸、人造革、实木饰面装饰板、

胶合竹夹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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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1

材料类别 级别 材料举例

地面材料

B1
硬 PVC 塑料地板、水泥刨花板、水泥木丝板、氯丁橡胶地板、

难燃羊毛地毯等

B2 半硬质 PVC 塑料地板、PVC 卷材地板等

装饰织物

B1 经阻燃处理的各类难燃织物等

B2 纯毛装饰布、经阻燃处理的其他织物等

其他装修装饰

材料

B1
难燃聚氯乙烯塑料、难燃酚醛塑料、聚四氟乙烯塑料、难燃

脈醛塑料、硅树脂塑料装饰型材、经难燃处理的各类织物等

B2
经阻燃处理的聚乙烯、聚丙烯、聚氨酯、聚苯乙烯、玻璃钢、

化纤织物、木制品等

有些材料或制品，虽然用途广、用量大，但因材质特点和生产过程中工艺、原材

料配比的变化，会导致材料或制品的燃烧性能发生较大变化，这些材料的燃烧性能必

须通过试验确认，因此大多数的阻燃制品、高分子材料、高分子复合材料未列入表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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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特别场所及部位装饰装修审查验收要点

C.1 建筑内部装修不应擅自减少、改动、拆除、遮挡消防设施、疏散指示标志、安全

出口、疏散出口、疏散走道和防火分区、防烟分区等。

C.2 建筑内部消火栓箱门不应被装饰物遮掩，消火栓箱门四周的装修材料颜色应与消

火栓箱门的颜色有明显区别或在消火栓箱门表面设置发光标志。

C.3 疏散走道和安全出口的顶棚、墙面不应采用影响人员安全疏散的镜面反光材料。

C.4 地上建筑的水平疏散走道和安全出口的门厅，其顶棚应采用 A级装修材料，其他

部位应采用不低于 B1 级的装修材料；地下民用建筑的疏散走道和安全出口的门厅，

其顶棚、墙面和地面均应采用 A级装修材料。

C.5 疏散楼梯间和前室的顶棚、墙面和地面均应采用 A级装修材料。

C.6 建筑物内设有上下层相连通的中庭、走马廊、开敞楼梯、自动扶梯时，其连通部

位的顶棚、墙面应采用 A级装修材料，其他部位应采用不低于 B1 级的装修材料。

C.7 建筑内部变形缝（包括沉降缝、伸缩缝、抗震缝等）两侧基层的表面装修应采用

不低于 B1 级的装修材料。

C.8 无窗房间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除 A级外，应在《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

规范》表 5.1.1、表 5.2.1、表 5.3.1、表 6.0.1、表 6.0.5 规定的基础上提高一级。

C.9 消防水泵房、机械加压送风排烟机房、固定灭火系统钢瓶间、配电室、变压器室、

发电机房、储油间、通风和空调机房等，其内部所有装修均应采用 A级装修材料。

C.10 消防控制室等重要房间，其顶棚和墙面应采用 A 级装修材料，地面及其他装修

应采用不低于 B1 级的装修材料。

C.11 建筑物内的厨房，其顶棚、墙面、地面均应采用 A级装修材料。

C.12 经常使用明火器具的餐厅、科研试验室，其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除 A级外，

应在《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表 5.1.1、表 5.2.1、表 5.3.1、表 6.0.1、表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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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基础上提高一级。

C.13 民用建筑内的库房或贮藏间，其内部所有装修除应符合相应场所规定外，且应

采用不低于 B1 级的装修材料。

C.14 展览性场所装修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展台材料应采用不低于 B1 级的装修材料。

b）在展厅设置电加热设备的餐饮操作区内，与电加热设备贴邻的墙面、操作台

均应采用 A级装修材料。

c）展台与卤钨灯等高温照明灯具贴邻部位的材料应采用 A级装修材料。

C.15 住宅建筑装修设计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a）不应改动住宅内部烟道、风道。

b）厨房内的固定橱柜宜采用不低于 B1 级的装修材料。

c）卫生间顶棚宜采用 A级装修材料。

d）阳台装修宜采用不低于 B1 级的装修材料。

C.16 照明灯具及电气设备、线路的高温部位，当靠近非 A 级装修材料或构件时，应

采取隔热、散热等防火保护措施，与窗帘、帷幕、幕布、软包等装修材料的距离不应

小于 500mm；灯饰应采用不低于 B1 级的材料。

C.17 建筑内部的配电箱、控制面板、接线盒、开关、插座等不应直接安装在低于 B1

级的装修材料上；用于顶棚和墙面装修的木质类板材，当内部含有电器、电线等物体

时，应采用不低于 B1 级的材料。

C.18 当室内顶棚、墙面、地面和隔断装修材料内部安装电加热供暖系统时，室内采

用的装修材料和绝热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应为 A级。当室内顶棚、墙面、地面和隔断

装修材料内部安装水暖（或蒸汽）供暖系统时，其顶棚采用的装修材料和绝热材料的

燃烧性能应为 A 级，其他部位的装修材料和绝热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1 级，且

尚应符合《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有关公共场所的规定。

C.19 建筑内部不宜设置采用 B3 级装饰材料制成的壁挂、布艺等，当需要设置时，不

应靠近电气线路、火源或热源，或采取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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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外墙装饰及户外广告牌审查验收要点

D.1 幕墙应在每层楼板外沿处采取防火措施，幕墙与每层楼板、隔墙处的缝隙应采用

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D.2 幕墙的防火封堵构造系统，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应具有收缩变形能力、密封性和

耐久性；在遇火状态下，应在规定的耐火极限内不发生开裂或脱落，保持相对稳定性。

D.3 幕墙在每层楼板外沿处采用岩棉、玻璃棉封堵时，其厚度不应小于 200mm，并应

填充密实；岩棉或玻璃棉应采用厚度不小于 1.5mm 的镀锌钢板承托，承托板与主体结

构、幕墙结构及承托板之间的缝隙应填充防火密封材料；同一玻璃幕墙的玻璃单元，

不宜跨越建筑物的两个防火分区。

D.4 幕墙面板及板背的填充材料应采用 A级材料。

D.5 幕墙面板的设置应满足消防救援窗的使用；当房间有防排烟要求时，玻璃幕墙应

符合其可开启外窗面积的要求。

D.6 建筑外墙和装饰材料应采用燃烧性能为 A级的材料，当建筑高度不大于 50m 时，

可采用 B1 级材料（附录 E 所列的建筑除外）；其他装饰构件的燃烧性能等级不应低

于其外墙采用的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D.7 建筑外部设置的广告牌灯箱、logo 等的电气线路需穿越或敷设于外墙或屋面时，

应采用穿套金属管作防护，其内部光源应采用冷光源。

D.8 新建仿古建筑的外墙装饰构件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难燃材料应采取相应的防

火措施，使其耐火极限不低于 1.0h。

D.9 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的屋面板应采用不燃烧材料。屋面防水层宜采用不燃、难

燃材料，当采用可燃防水材料且铺设在可燃、难燃保温材料上时，防水材料或可燃、

难燃保温材料应采用不燃烧材料作保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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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外墙保温及装饰材料采用 A 级场所

E.1 设置人员密集场所的建筑外墙外保温材料均应采用 A级。主要指公众聚集场所，

公共娱乐场所，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和集体宿舍，

养老院，福利院，托儿所，幼儿园，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

示厅，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和员工集体宿舍，旅游、宗教活动场所等。

a）公众聚集场所主要指：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客运车站候车室、客

运码头候船厅、民用机场航站楼、体育场馆、会堂等。

b）公共娱乐场所主要指：

影剧院、录像厅、礼堂等演出、放映场所；

舞厅、卡拉 OK 厅等歌舞娱乐场所；

具有娱乐功能的夜总会、音乐茶座和餐饮等场所；

游艺、游乐场所；

保龄球馆、旱冰场、桑拿浴室等营业性健身、休闲场所。

E.2 除设置人员密集场所的建筑外，下列其他公共建筑的外墙外保温材料亦应采用 A

级材料。

a）地市级及以上的党政机关办公楼；

b）重要的通信、调度和指挥建筑；

c）省级及以上的广播电视建筑；

d）县级及以上的文物古迹、地市级及以上档案馆等建筑物；

e）证券交易所；

f）省级及以上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办公楼；

g）监狱、戒毒所、拘留所、隔离用房等封闭管理场所；

h）母婴服务、康复、看护照料等相关服务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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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其他发生火灾可能性较大以及一旦发生火灾可能造成重大人身伤亡或者财产

损失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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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CECS806-2021 建筑幕墙防火技术规程

[9] DBJ04/T419-2021 建筑保温与外墙装饰防火设计指南（标准）

[10] GB50974-201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11] GB50084-2017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12] GB50261-2017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13] GB51427-2021 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技术标准

[14] GB50263-2007 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15] GB50219-2014 水喷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

[16] GB51251-2017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17] GB50116-201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18] GB50166-2019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

[19] GB51309-2018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20] GB50140-2005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21] GB50444-2008 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检查规范

[22] GB50877-2014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

[23]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建部令第 5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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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建科规〔2020〕5号）

[25] 山西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晋建质规字〔2021〕

164 号）

[26] 山西省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要点及规则（试行）（晋建质规字〔2021〕

172 号）

[27] 山西省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要点及规则（试行）（晋建质规字〔2021〕

17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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