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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保障建筑内部装修的消防安全，贯彻 “预
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防止和减少建

筑物火灾的危害，特制定本规范

1.o.2 本规范适用于民用建筑和工业厂房的内部装

修设计。本规范不适用于古建筑和木结构建筑的内部

装修设计

10.3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应妥善处理装修效果和使
用安全的矛盾，积极采用不燃性材料和难燃性材料，

尽量避免采用在燃烧时产生大量浓烟或有毒气体的材

料，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1.0.4 本规范规定的建筑内部装修设计，在民用建
筑中包括顶拥、墙面、地面、隔断的装修，以及固定

家具、窗帘、帷幕、床覃、家具包布、固定饰物等;

在工业厂房中包括顶棚、墙面、地面和隔断的装修

    注:(1) 隔断系指不到顶的隔断。到顶的固定隔断装修

              应与墙面规定相同。

当直接粘贴在A级基材上时，可做为B;级装修材料

使用

2.0.7 施涂于A级基材上的无机装饰涂料，可做为
A级装修材料使用;施涂于A级基材上，湿涂覆比小

干1.skg八扩的有机装饰涂料，可做为B，级装修材料
使用 涂料施涂于乃、姚级基材上时，应将徐料连

同基材一起按本规范附录A的规定确定其燃烧性能

等级。

2.。，8 当采用不同装修材料进行分层装修时，各层

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均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复

合型装修材料应由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整体测试并划分

其燃烧性能等级

2.o.， 常用建筑内部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划分，

可按本规范附录B的举例确定

3 民 用 建 筑

3.1 一 般 规 定

1.1》5

(2)柱面的装修应与墙面的规定相同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除执行本规范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现行的有关国家标准、规范的规定。

2 装修材料的分类和分级

2.o.1装修材料按其使用部位和功能，可划分为顶
棚装修材料、摘面装修材料、地面装修材料、隔断装

修材料、固定家具、装饰织物、其他装饰材料七类。

    注:(1) 装饰织物系指窗帘、帷移、床军、家具包布

            称;

        (2) 其他装饰材料系指楼梯扶手、挂镜线、踢脚

            板、窗帘盒、暇气翠等。

2.0.2 装修材料按其燃烧性能应划分为四级，并应

符合表2.02的规定:

  衰2.0.2 装修材料瀚烧性能称级

等级 一 装修材料然烧性能
    一} 不嫩性

B1 难然性

氏 可姗性

乌 I� ���c一易始性

203 装修材料的姗烧性能等级。应按本规范附录

A的规定，由专业检测机构检测确定。乌级装修材
料可不进行检测。

2.0.4 安装在钢龙骨上的纸面石青板，可做为A级

装修材料使用。

20，5 当胶合板表面涂夜一级饰面型防火涂料时，

可做为尽级装修材料使用。
    注:饰面型防火涂料的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防火

        涂料防火性能试验方法及分级标准》的有关规定。

2.O.‘ 单位重云小于30叱俪2的纸质、布质壁纸，

3.1.1 当顶棚或墙面表面局部采用多孔或泡沫状塑
料时，其厚度不应大于15。。、面积不得超过该房间

顶棚或墙面积的10%。

3.1.2 除地下建筑外，无窗房间的内部装修材料的
燃烧性能等级，除A级外，应在本章规定的基础上

提高一级。

3.1.3 图书室、资料室、档案室和存放文物的房间，
其顶栩、墙面应采用A级装修材料，地面应采用不

低于Bl级的装修材料。

3.1.4 大中型电子计算机房、中央控制室、电话总

机房等放皿特殊贵重设备的房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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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级的装修材料。

3.1.5 消防水泵房、排烟机房、固定灭火系统钢瓶

间、配电室、变压器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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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无自然采光楼梯间、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

间的顶栩、姗面和地面均应采用A级装修材料。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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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级的
装修材料。

3.1.8 防烟分区的挡烟垂壁，其装修材料应采用A

级装修材料。

3.1.， 建筑内部的变形缝 (包括沉降缝、伸缩缝、

抗展缝等)两侧的基层应采用A级材料，表面装修

应采用不低于Bl级的装修材料。
3.1.10 建筑内部的配电箱不应直接安装在低于氏

级的装修材料_匕。

3.1.11 照明灯具的高温部位，当靠近非A级装修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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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时，应采取隔热、散热等防火保护措施。灯饰所用

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应低于B，级
3.1.12 公共建筑内部不宜设置采用几级装饰材料
制成的壁挂、雕塑、模型、标本，当需要设置时。不

应靠近火源或热源。

3.1.13 地上建筑的水平疏散走道和安全出口的门

厅，其顶棚装饰材料应采用A级装修材料，其他部

位应采用不低于B,级的装修材料。

3.1.14 建筑内部消火栓的门不应被装饰物遮掩，消

火栓门四周的装修材料颜色应与消火栓门的颜色有明

显区别。

3.1.15 建筑内部装修不应遮挡消防设施和疏散指示

标志及出口，并且不应妨碍消防设施和疏散走道的正

常使用。

3.1.16 建筑物内的厨房，其顶棚、墙面、地面均应

采用A级装修材料

3.1.1， 经常使用明火器具的餐厅、科研试验室，装

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除A级外，应在本章规定

的基础上提高一级。

            32 单层、多层民用跪筑

3.2.1单层、多层民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

燃烧性能等级，不应低于表3.2.1的规定。

3.2.2 单层、多层民用建筑内面积小于100.2的房

间，当采用防火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1.2h的防火门

窗与其他部位分隔时，其装修材料的嫩烧性能等级可

在表3.2.1的基础上降低一级

3.2.3 当单层、多层民用建筑内装有自动灭火系统

时，除顶棚外，其内部装修材料的嫩烧性能等级可在

表3.2.1规定的基础上降低一级;当同时装有火灾自

动报警装置和自动灭火系统时，其顶棚装修材料的燃

烧性能等级可在表3.2.1规定的基础上降低一级，其

他装修材料的姗烧性能等级可不限制

衰 3.2.1 单层、多层民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您烧性能等级

建筑物及场所 建筑规模、性质

装修材料魏S烧性能等级

顶棚 墙面 地面 隔断 黑置
装饰织物

黯14窗帘}帷幕
  候机楼的候机大厅、商店、

餐厅、贵宾候机室、售票厅等

建筑面积> IOOOO,n2的候机楼 A A B, B, B, B1 B,

建筑面积簇10000.2的候机楼 A B1 B丁 B1 B2 B2 B2

  汽车站、火车站、轮船客运
站的候车 (船)室、暇厅、商
场等

  建筑面积 > 10000.2的车站、
码头

A A B〕 B, 场 B2 {B,
  建筑面积簇10000.2的车站

码头
B1 B1 B, Bi 氏 几 Bz

  影院、会堂、礼堂、剧院、
音乐厅

>800座位 A A B, B. B, Bl 马 B.

续800座位 A B, B, B, B, B1 B, 场

体育馆
> 3000座位 一A A B工一B,一B,一B Bl一B,
<3000座位 A B, BI BI 岛 氏 Bl 玩

商场营业厅

  每层建筑面积> 3000.'或总建
筑面积>9000.“的营业厅

A B, A A B, B,
一
几

  每层建筑面积 1000一3000.'
或总建筑面积为3000一9000m'
的营业厅

A B, BI B, 场 B1
一」

  每层建筑面积< 1000m,或总建
筑面积<3000衬 营业厅

B, B, B, Bz B, 氏

  饭店、旅馆的容房及公共活
动用房等

  设有中央空调系统的饭店、旅
馆

A B, B, B, 巧 场 氏

其他饭店、旅馆 一B B,}Bz B, 乌l}B一
  歌舞厅、.馆等换乐、心饮
建筑

营业面积> 100m, A B, B, B, Bi B, 几

背业面积X100时 B，I}B,  I一B, 氏 Bx 氏 一一B,
{ 幼儿园、托儿所、医院病房
}恢、疗养院、养老院

A B1 B, B, B, B, 几

  纪念馆、展览馆、博物馆、
图书馆、档案馆、资料馆等

国家级、省级 A B, B, B1 几 B1 氏

省级以下 一}B, B, 氏 Bi 氏 现 Bz

办公楼、耸合横

  设有中央空调系统的办公楼、
综合楼

A 乌 B1 B1 场 Bz Bx

其他办公楼、综合楼 Bl B1 氏 残 氏

住宅
高级住宅 一一B，一}B,一B}  I}Bl By Bi一 岛

普通住宅 一一B 珑i一岛1一Bi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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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高 层 民 用 建 筑

3.3.1 高层民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嫩烧性

能等级，不应低干表3.3.1的规定

3.3.2 除loom以上的高层民用建筑及大于800座

位的观众厅、会议厅.顶层餐厅外，当设有火灾自动

报警装置和自动灭火系统时，除顶棚外，其内部装修

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可在表3.3.1规定的基础卜降低

一级

3.3.3 电视塔等特殊高层建筑的内部装修，均应采

用A级装修材料

表 3.3.1 高层民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炯烧性能等级

建筑物 建筑规模、性质

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

顶棚 一

一

一墙，
{

地 面 隔断 霎鬓
装饰织物 !库云奋

窗帘 帷幕 床w一。家具!,It涌
  包仲 一

高级旅馆

  > 800座位的观
众厅、会议厅;顶
层餐厅

A B1 B1 B一{B, B,

B一
        一

!

}、1 晰

  a 800座位的观
众厅、会议厅

A B, B{一B,
B 匕1 B, B2 匕I

其他部位 A B1 B, B2 B2 B1 B2 B， 。，一{。，

  商业楼、展览楼、
综合楼、商 住楼、
K院病房楼

一类建筑 A B, B1 B1 B2 B, B, B2 B,

二类建筑 B, B1 B2 B, B, B, B, B, e,

  电信楼、财贸金
融楼、邮政楼.广
播电视楼、电力调
度楼、防灾指挥调
度楼

一类建筑 A A 日l B1 B, B1 B, B, B,

二类建筑 B1 B1 氏 B, B, B1 B, B, B,

  教学楼、办公楼、
科研 楼、档案楼、
图书馆

一类建筑 A B, E1 B1 B, Bl B1 B1 日L

二类建筑 B, B1 B, B, 氏 B, 场 线 B,

住宅、普通旅馆

一类普通旅馆
高级住宅

A 召1 Bz H、 乌}{B【 B, 场 B,

二类普通旅馆
普通住宅

B1 BL B, 氏 肠 B, 玩 氏 几

续表
3.4 地 下 民 用 建 筑

装修材料姗烧性能等级

3.4.1 地下民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

能等级，不应低于表3.4.1的规定口

  表3.4.1 地下民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

                  姗烧性能等级

建筑物及场所
棚陌面她面隔断IM$va箕暮黯gN6 WK

建筑物及场所

装修材料肉袱烧性钧龙等级

顶栩坡 面地面隐断[MITAM'} 4fb淤$}
  休息室和办公

星等

  旅馆的容房及
公共活动用房等

A Bt B, B， B, B， Bi

  娱乐场所、旱
冰场等
  舞厅、展览厅

等

  医院的病房、
医疗用房等

A A B‘ B, B1 B1 1,

  电影院的观众
厅

  商场的营业厅

A A A B, B, B1 Bz

  停车库
  人行通道

  图书资料库、
档案库

A 一A {A IA { A

注:地下民用建筑系指单层、多层、高层民用建筑的地下

    部分，单独建造在地下的民用建筑以及平战结合的地

    F人防工程

3.4.2 地下民用建筑的疏散走道和安全出口的门厅，

其顶棚、墙面和地面的装修材料应采用A级装修材

料

3.4.3 单独建造的地下民用建筑的地卜部分，其门

厅、休息室、办公室等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可在表3.4.1的基础上降低一级要求。

3.4.4 地下商场、地下展览厅的售货柜台、固定货

架、展览台等，应采用A级装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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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工 业 厂 房

4.0.1 厂房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不应低于表4.0.1的规定

4.0.2 当厂房的地面为架空地板时，其地面装修材

料的燃烧性能等级，除A级外，应在本章规定的基

础上提高一级

4.0.3 计算机房、中央控制室等装有贵重机器、仪
表、仪器的厂房，其顶棚和墙面应采用八级装修材

料;地面和其他部位应采用不低于B,级的装修材料。

4.0.4 厂房附设的办公室、休息室等的内部装修材

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应符合表4.0.1的规定

  表4.0.1 工业厂房内部各部位装修

                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14k厂房分类 建筑规模
装修材料燃烧性有吃等级

顶棚 墙面 地面 隔断

  甲、乙类

J一房

  有明火的

丁类厂房

一

一
A A A

    丙类厂房

    一

地下厂房 A A A BI

高层厂房 一A一B,一B, A

[高度>24m的单
一层厂房

    高度《24.的单
  层、多层厂房

B1 B1 B2 Bz

一二明火的一
T}rf}J}}T‘一

地下厂决 A A B1 B,

高层厂房 B1 B1 场 Bz

一 高度>24m的单层
厂房

  高度镇24。的 单
层、多层厂房

Bl Bi B, Bi

附录A 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划分

《纺织织物 阻姗性能测试 垂直法》的规定

A.1.5 塑料装修材料的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i塑料燃烧性能试验方法 氧指数法》、成塑料燃

烧性能试验方法 垂直燃烧法》、a塑料燃烧性能试验

方法 水平燃烧法》的规定。

              A.2 等 级 的 判 定

A.2.1 在进行不燃胜试验时，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

材料.其燃烧性能等级应定为A级

A.2.1.1 炉内平均温度不超过5017

A.2.1.2 试样表面平均温升不超过5017;

A.2.1.3 试样中心平均温升不超过50℃;

A.2.1.4 试样平均持续燃烧时间不超过20,

A.2.1.5 试样平均失重率不超过50%

A.2.2 顶棚、墙面、隔断装修材料，经难燃性试验，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应定为B级:

A.2.2.1 试件燃烧的剩余长度平均值李150mm 其

中没有 个试件的燃烧剩余长度为零;

A.2.2.2 没有一组试验的平均烟气温度超过2001C, ;

A.2.2.3 经过可燃性试验，且能满足可燃性试验的

条件

A.2.3 顶棚、墙面、隔断装修材料，经可燃性试验，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应定为B2级;

A.2.3.1 对下边缘无保护的试件，在底边缘点火开

始后20，内，五个试件火焰尖头均未到达刻度线;

A.2.3.2 对下边缘有保护的试件，除符合以上条件

外，应附加一组表面点火。点火开始后的20、内，五

个试件火焰尖头均未到达刻度线。

A.2.4 地面装修材料，经辐射热源法试验，当最小

辐射通量大于或等于。.45W/-2时、应定为B级;

当最小辐射通量大于或等于0. 22W /m'时，应定为

B2级

A.2.5 装饰织物，经垂直法试验，并符合表A.2.5

中的条件，应分别定为B:和B2级。

  表 A.2.5 装饰织物街娜件能忿 1A划宇

A.1 试 验 方 法

A.1.1  A级装修材料的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建筑材料不嫩性试验方法》的规定

A.1.2  B,级顶棚、墙面、隔断装修材料的试验方

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材料难燃性试验方

法》的规定:B2级顶棚、墙面、隔断装修材料的试

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喊建筑材料可燃性试验

方法》的规定。

A.1.3  B级和几地面装修材料的试验方法，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铺地材料临界辐射通量的测定 辐

射热源法》的规定。

A.1.4 装饰织物的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级 别
损毁长度
  (mm)

续姗时间

  (s)

阻嫩时间

    (s)

B1 一(150 <5 一 <5
成 一5200 镇15 { <10

A.2.6 塑料装饰材料，经氧指数、水平和垂直法试验，

并符合表A.2.6中的条件，应分别定为B:和践

  表A.2.6 塑料燃烧性能判定

级 别 氧指数法 水平燃烧法 垂直嫩烧法

B1 升32 1级 0级

氏 )27 1级 1级

A.2.7 固定家具及其他装饰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其试验方法和判定条件应根据材料的材质，按本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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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确定

附录C 本标准用词说明
附录B 常用建筑内部装修材料

燃烧性能等级划分举例

表 B

材料类别 级别 材 料 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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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土制品、玻璃、瓷砖、马
赛克、钢铁、铝、铜合金等

顶棚材料 11,

    纸面石青板、纤维石膏板、水泥
  刨花板、矿棉装饰吸声板、玻瑞棉
  装饰吸声板、珍珠岩装饰吸声板、

  难姗胶合板、难燃中密度纤维板、
  岩棉装饰板、难燃木材、铝箱复合
一材料、难墉酚醛胶合板、铝箔玻璃
  钢复合材料等

墙面材料

书1

  纸面石膏板、纤维石青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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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嫌双面
刨花板、多彩涂料、难姗墉纸、难
招墙布、难姗仿花岗岩装饰板、抓
氧镁水泥装配式崎板、难粥玻确钥

平板、PVC塑料护墙板、轻质高强
复合墙板、阻姗模压木质复合板材、
彩色阻嫩人造板、难嫩玻璃钢等

B

  各类天然木材、木制人造板、竹
材、纸制装饰板、装饰徽薄木贴面
板、印刷木纹人造板、塑料贴面装
饰板、旅脂装饰板、复塑装饰板、
塑纤板、胶合板、塑料壁纸、无纺
贴墙布、抽布、复合壁纸、天然材
料壁纸、人造革等

地面材料

B,
  硬PVC塑料地板，水泥刨花板、
水泥木丝板、抓丁橡胶地板等

巧
  半硬质PVC塑料地板、PVC卷材
地板、木地板级纶地毯等

装饰织物

月1 经阻捞处理的各类难姗织物等

气
  纯毛装饰布、纯麻装饰布、经阻
姗处理的其他织物等

其他装饰
  材料

B盆

  聚抓乙烯塑料，肠醛塑料，班碳
酸醋塑料、政四报乙烯塑料。三康
佩胺，眼醛塑料、硅树脂塑料装饰

m材，经阻然处理的各类织物等。
另见顶拥材料和墙面材料内中的有
关材料

B

  经阻娜处理的聚乙姗、聚丙烯、
聚氨醋、聚苯乙烯、玻璃钢、化纤
织物、木制品等

C.o.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

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幼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作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作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

样作的:

    正面词采用 “宜 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CA.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
写法为 应符合4 的规定’.或 应按 执行”

附加说明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加

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 编 单 位

. 加 单 位

主要起草人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建设部建筑设计院

北京市消防局

上海市消防局

吉林省建筑设计院

轻工业部上海轻工业设计院

7rAxm一李引攀孟小平
马道贞 潘 丽 黄德龄

李庆民 许志祥 蔡守仁

王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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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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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本规范是根据国家计委计综合 ,1990] 160号文

的要求，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会同建设部建筑设计

院、北京市消防局、上海市消防局、吉林省建筑设计

院.轻工业部上海轻工业设计院等单位共同编制的。

    在编制过程中，规范编制组遵照国家的有关建设
工作方针、政策和 “以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

作方针，在总结我国建筑内部装修设计经验的基础

上.根据具体的火灾教训并参考国外发达国家相关的

标准与文献资料，提出了本规范的征求意见稿，广泛

征求了国内有关的科研、设计单位和消防监督机构以

及大专院校等方面的意见，最后经有关部门共同审查

定稿

    本规范共分四章和三个附录。内容包括:总则、

装修材料的分类和分级、民用建筑、工业建筑、装修

材料燃烧性能等级划分、常用建筑内部装修材料燃烧

性能等级划分举例等

    鉴于本规范系初次编制，希望各单位在执行过程

中注意积累资料，总结经验，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

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交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地址:北京安外小黄庄;邮政编码:100013)，以便
今后修改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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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条规定了制定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
范》的目的和依据。本规范的制定是为了保障建筑内

部装修的消防安全，防止和减少建筑物火灾的危害

条文规定，在建筑内部装修设计中要认真贯彻 ‘’预防

为土，防消结合’这一主动积极的消防工作方针，要

求设计、建设和消防监督部门的人员密切配合，在装

修设计中，认真、合理的使用各种装修材料，并积极

采用先进的防火技术，做到 “防患于未然”，从积极

的方面预防火灾的发生和蔓延。这对减少火灾损失，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规范是依照现行的国家标准 丈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Glij16 W F简称 《建规》)、《高层民用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GBJ45(以下简称 《高规》)、《人民防空_〔

程设计防火规范》GBJ98等的有关规定和对近年来我

国新建的中、高档饭店，宾馆，影剧院，体育馆，综

合性大楼等实际情况进行调查总结，结合建筑内部装

修设计的特点和要求，并参考了一些先进国家有关建

筑物设计防火规范中对内装修防火要求的内容，结合

国’清而编制的

1.0.2 本条规定了规范的适用范围和不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民用建筑和工业厂房的内部装修设

计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室内装修发展很快，

其中住宅量大面广，装修水平相差甚远。其中一部分

住宅的装修是由专业装修单位设计和施工完成的。为

了保障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凡由专业装修单位设计

和施工的室内装修，均应执行本规范。

1.0.3 根据中国消防协会编辑出版的 <火灾案例分

析》，许多火灾都是起因于装修材料的粥烧，有的是

烟头点姗了床上织物;有的是窗帘、帷幕着火后引起

了火灾;还有的是由于吊顶、隔断采用木制品，着火

后很快就被烧穿。因此、要求正确处理装修效果和使

用安全的矛盾，积极选用不燃材料和难燃材料，做到

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近年来，建筑火灾中由于烟雾和毒气致死的人数

迅速增加。如英国在」956年死于烟毒窒息的人数占

火灾死亡总数的20% , 1966年上升为40%，至1976

年则高达50%。日本 “千日”百货大楼火灾死亡118

人，其中因烟毒致死的为 93人，占死亡人数的

78.8%。     1986年4月天津市某居民楼火灾中，有4户

13人全部遇难 其实大火并没有烧到他们的家，甚

至其中一户门外2m处放置的一只满装的石油气瓶，

事后仍安然无恙。夺去这13条生命的不是火，而是

烟雾和毒气

    1993年2月14日河北省唐山市某商场发生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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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死亡的80人全部都是因有毒气体案息而死

    人们逐渐认识到火灾中烟雾和毒气的危害性.有

关部门己进行了一些模拟试验的研究，在火灾中产生

烟雾和毒气的室内装修材料主要是有机高分子材料和

木材.常见的有毒有害气体包括一氧化碳、二氧化

碳，二氧化硫、硫化氢，氯化氢、氰化氧、光气等

由于内部装修材料品种繁多，它们燃烧时产生的烟雾

毒气数量种类各不相同，目前要对烟密度、能见度和

毒性进行定量控制还有 一定的困难，但随着社会各方

面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此问题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为

了从现在起就引起设计人员和消防监督部门对烟雾毒

气危害的重视，在此条中对产生大量浓烟或有毒气体

的内部装修材料提出尽量 “避免使用”这 基本原

则

1.0.4 本条规定了内部装修设计涉及的范围，包括

装修部位及使用的装修材料与制品。顶棚、墙面、地

面、隔断等的装修部位是最基本的部位;窗帘、帷

幕、床罩、家具包布均属于装饰织物，容易引起火

灾;固定家具一般系指大型、笨重的家具。它们或是

与建筑结构永久地固定在一起.或是因其大、重而轻

易不被改变位置。例如壁橱、酒吧台‘陈列柜、大型

货架、档案柜等

    目前工业厂房中的内装修量相对较小巨装修的内

容也相对比较简单，所以在本规范中，对工业厂房仅

对顶棚、墙面、地面和隔断提出了装修要求

1.0.5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是建筑设计工作中的一部

分，各类建筑物首先应符合有关设计防火规范规定的

防火要求，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要求应与之相配合。同

时，由于建筑内部装修设计涉及的范围较广，有些本

规范不能全部包括进来。故规定除执行本规范的规定

外，尚应符合现行的有关国家设计标准、规范的要

求

2 装修材料的分类和分级

2.0.1 建筑用途、场所、部位不同，所使用装修材
料的火灾危险性不同，对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要求也

不同。为了便于对材料的燃烧性能进行测试和分级，

安全合理地根据建筑的规模、用途、场所、部位等规

定去选用装修材料，按照装修材料在内部装修中的部

位和功能将装修材料分为七类。

2.0.2 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材料燃烧性能分级方

法》，将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分为四级。以利于

装修材料的检测和本规范的实施

2.0.3 选定材料的燃烧性能测试方法和建立材料燃

烧性能分级标准，是编制有关设计防火规范性能指数

的依据和基础 建筑内部装修材料种类票多，各类材

料的测试方法和分级标准也不尽相同，有些只有测试

方法标准而没有制定嫩烧性能等级标准，有些测试方



法还未形成国家标准或测试方法不完善、不系统。鉴

于我国目前已颁布的建筑材料和其他材料燃烧性能测

试方法标准和分级标准，本着尽可能选用已有标准的

原则，同时参考国外的一些标准，为了简便、明了、

统一、合理，根据材料的分类，在附录A中规定了

相应的测试方法，并分别根据各类材料测试的结果，

将材料划分为相应的燃烧性能等级

    任何两种测试方法之间获得的结果很难取得完全

一致地对应关系。本规范划分的材料嫩烧性能等级虽

然代号相同，但测试方法是按材料类别分别规定的

不同的测试方法获得的燃烧性能等级之间不存在完全

对应的关系，因此应按材料的分类规定的测试方法由

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和确认燃烧性能等级。

2.0.4 纸面石膏板按我国现行建材防火检测方法检

测，不能列人A级材料。但是如果认定它只能作为

B,级材料，则又有些不尽合理，尚且目前还没有更

好的材料可替代它。

    考虑到纸面石青板用量极大这一客观实际，以及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认定贴在钢龙骨上的纸面石青

板为非燃材料这一事实，特规定如纸面石裔板安装在

钢龙骨上，可将其作为A级材料使用。

2.0.5 在装修工程中，胶合板的用量很大，根据国

家防火建筑材料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提供的数据，涂刷

一级饰面型防火涂料的胶合板能达到B,级。为了便
干使用，避免重复检测，特制定本条。

2.o.6 纸质、布质壁纸的材质主要是纸和布，这类材料

热分解产生的可燃气体少、发烟小。尤其是被直接粘贴

在A级基材匕且质量抓300g/m'时，在试验过程中，几
乎不出现火焰蔓延的现象，为此确定这类直接贴在A

级基材上的壁纸可作为B,级装修材料来使用。
2.07 涂料在室内装修中量大面广，一般室内涂料

涂被比小，涂料中的颜料、填料多，火灾危险性不

大。法国规范中规定，油漆或有机涂料的湿涂夜比在

0.5一1.Skg/m'之间，施涂于不燃烧性基材上时可划
为难燃性材料。一般室内涂料湿涂夜比不会超过

1. 5kg/rn'.故规定施涂于不憔性基材上的有机涂料均
可作为B】级材料。
2.0.8 当采用不同装修材料分几层装修同一部位时，

各层的装修材料只有贴在等于或高于其耐嫩等级的材

料上，这些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的确认才是有效

的。但有时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如一些隔声、保

温材料与其他不嫩、难燃材料复合形成一个整休的复

合材料时，对此不宜简单地认定这种组合做法的耐嫩

等级，应进行整体的试验，合理验证。

毒气危害。多孔和泡沫塑料比较易燃烧，而巨燃烧时

产生的烟气对人体危害较大。但在实际工_程中，有时

因功能需要，必须在顶棚和墙的表面，局部采用 些

多孔或泡沫塑料，对此特从使用面积和厚度两方面加

以限制 在规定面积和厚度时，参考了美国的

NFP.A-701(生命安全规程》

    需要说明两点:

    (]) 多孔或泡沫状塑料用于顶棚表面时，下得超

过该房间顶棚面积的 10%;用于墙表而时，1N得超

过该房间墙面积的 10%。不应把顶棚和墙面合在

起计算

    (2)本条所说面积指展开面积，墙面而积包括门

窗面积

3.1.2 无窗房间发生火灾时有几个特点:(1)火灾

3 民 用 建 筑

3.1 一 般 规 定

3.1.1 规定此条的理由是为了减少火灾中的烟雾和

初起阶段不易被发觉，发现起火时，火势往往已经较

大。(2)室内的烟雾和毒气不能及时排出 (3)消防

人员进行火情侦察和施救比较困难。因此，将无窗房

间室内装修的要求提高一级。

3.1.3 本条专门针对各类建筑中用于存放图书、资

料和文物的房间。图书、资料、档案等本身为易燃

物， 旦发生火灾，火势发展迅速。有些图书、资

料、档案文物的保存价值很高，一旦被焚，不可重

得，损失更大。故要求顶栩、墙面均使用A级材料

装修。地面应使用不低于B级的材料装修

3.1.4 本条 “特殊贵重”一词沿用 《建规》3.2.2

条的提法，其含义见该说明。此类设备或本身价格昂

贵，或影响面大，失火后会造成重大损失。有些设备

不仅怕火，也怕高温和水油，既使火势不大，也会造

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如 1985年 5月某大学微电子研

究所火灾，烧毁 IBM计算机22台，苹果计算机60

台，红宝石激光器一台，直接经济损失58万余元

此外还烧毁大量资料，使多年的研究成果毁于一旦

3.1.5 本条主要考虑建筑物内各类动力设备用房〔

这些设备的正常运转，对火灾的监控和扑救是非常重

要的，故要求全部使用A级材料装修。

3.1.‘ 本条主要考虑建筑物内纵向疏散通道在火灾

中的安全。火灾发生时，各楼层人员都需要经过纵向

疏散通道。尤其是高层建筑，如果纵向通道被火封

住，对受灾人员的逃生和消防人员的救援都极为不

利。另外对高层建筑的楼梯间，一般无美观装修的要

求。

3.1.， 本条主要考虑建筑物内上下层相连通部位的

装修。这些部位空间高度很大，有的上下贯通几层甚

至十几层。万一发生火灾时，能起到烟囱一样的作

用，使火势无阻挡地向上蔓延，很快充满整愤建筑

物，给人员疏散造成很大困难。

3.1.8 挡烟垂壁的作用是减慢烟气扩散的速度，提

高防烟分区排烟口的吸烟效果。发生火灾时，烟气的

温度可以高达200U以上，如与可燃材料接触.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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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更多的烟气甚至引起燃烧。为保证挡烟垂壁在火灾

中起到应有的作用，特规定本条

3卜， 规定本条的理山与3.1.7条相同。变形缝上

下贯通整个建筑物，嵌缝材料也具有一定的燃烧性，

为防止火势纵向蔓延，要求变形缝两侧的基层使用A

级材料，表面允许使用B级材料。这主要是考虑到

墙而装修的整体效果，如要求全部用A级材料有时

难以做到

3.1.” 进入80年代以来，由电气设备引发的火灾

占各类火灾的比例日趋上升。1976年电气火灾仅占

全国火灾总次数的4.9%; 1980年为7.30,6 ; 1985年

为 ]14.9'X,;到1988年上升到38.6%。电气火灾日益

严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电线陈旧老化;(2)违

反用电安全规定;(3)电器设计或安装不当;(4)家

用电器设备大幅度增加。另外，由于室内装修采用的

可燃材料越来越多，增加了电气设备引发火灾的危险

性 为防止配电箱产生的火花或高温熔珠引燃周围的

可燃物和避免箱体传热引燃墙面装修材料。规定其不

应直接安装在低于B级的装修材料上
3.1.11 由照明灯具引发火灾的案例很多。如 1985

年5月某研究所微波暗室发生火灾。该暗室的内墙和

顶棚均贴有一层可燃的吸波材料，由于长期与照明用

的白炽灯泡相接触，引起吸波材料过热，阴燃起火。

又如1986年10月某市塑料工业公司经营部发生火

灾。其主要原因是日光灯的镇流器长时间通电过热，

引燃四周紧靠的可燃物，并延烧到胶合板木龙骨的顶

棚

    本条没有具体规定高温部位与非A级装修材料

之间的距离。因为各种照明灯具在使用时散发出的热

量大小、连续工作时间的长短，装修材料的燃烧性

能。以及不同防火保护措施的效果，都各不相同，难

以做出具体的规定。可由设计人员本着 “保障安全、

经济合理、美观实用”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措

施 由于室内装修逐渐向高档化发展，各种类型的灯

具应运而生，灯饰更是花样繁多。制作灯饰的材料包

括金属、玻璃等不燃材料，但更多的是硬质塑料、塑

料薄膜、棉织品、丝织品、竹木、纸类等可燃材料

灯饰往往靠近热源，故对132级和B3级材料加以限

制 如果由于装饰效果的要求必须使用B2, B3级材

料，应进行阻燃处理使其达到B}级
3.1.12 在公共建筑中，经常将壁挂、雕塑、模型、

标本等作为内装修设计的内容之一。为了避免这些饰

物引发的火灾，特制定本条。

3.1.13 建筑物各层的水平疏散走道和安全出口门厅

是火灾中人员逃生的主要通道，因而对装修材料的燃

烧件能要求较商

3.1.14 建筑内部设置的消火栓门一般都设在比较显

眼的位置，颜色也比较醒目。但有的单位单纯追求装

修效果，把消火栓门翠在木柜里面;还有的单位把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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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栓门装修得几乎与墙面一样，不到近处看不出来

这些做法给消火拴的及时取用造成了障碍 为了充分

发挥消火栓在火灾扑救中的作用，特制定本条规定:

3.1.15 建筑物内部消防设施是根据国家现行有关规
范的要求设计安装的，平时应加强维修管理。以便一

旦需要使用时，操作起来迅速、安全 �I靠。但是

有些单位为r追求装修效果，擅自改变消防设施的位

置。还有的任意增加隔墙，影响了消防设施的有效保

护范围。进行室内装修设计时要保证疏散指示标志和

安全出臼易于辨认，以免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发生疑问

和误解。例如，疏散走道和安全出口附近应避免采用

镜面玻璃、壁画等进行装饰。为保证消防设施和疏散

指示标志的使用功能，特制定本条规定

3.1.16 厨房内火源较多，对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应

严格要求。一般来说，厨房的装修以易于清洗为主要

目的，多采用瓷砖、石材、涂料等材料，对本条的要

求是可以做到的

3.1.17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各地兴建了许多高

档宾馆和风味餐馆。有的餐馆经营各式火锅，有的风

味餐馆使用带有燃气灶的流动餐车。宾馆、餐馆人员

流动大，管理不便，使用明火增加了引发火灾的危险

性，因而在室内装修材料上比同类建筑物的要求高一

级

3.2 单层、多层民用建筑

3.2.1 表3.2.1中给出的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是
允许使用材料的基准级制

    根据建筑面积将候机楼划为两大类，以10000.2

为界线。候机楼的主要部位是候机大厅、商店、餐

厅、贵宾候机室等。第一类性质所要求的装修材料燃

烧性能等级为第一档。第二类性质所要求的装修材料

燃烧性能等级为第二档。

    汽车站、火车站和轮船码头这类建筑数量较多，

本规范根据其规模大小分为两类。由于汽车站、火车

站和轮船码头有相同的功能，所以把它列为同一类

别。

    建筑面积大于10000.2的，一般指大城市的车

站、码头，如上海站、北京站、上海十六铺码头等。

    建筑面积等于和小于100110.2的，一般指中、小

城市及县城的车站、码头

    上述两类建筑物基本上按装修材料燃烧性能两个

等级要求作出规定。

    影院、会堂、礼堂、剧院、音乐厅、属人员密集

场所，内装修要求相对较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影剧院的功能也逐步增加，如深圳大剧院就是

一个多功能的剧院，其规模为亚洲第一，舞台面积近

3000时 影剧院火灾危险性大，如上海某剧院在演出

时因碘钨灯距幕布太近，引燃成火灾。另一电影院因

吊顶内电线短路打出火花引燃可燃吊顶起火



    根据这些建筑物的座位数将它们分为两类。考虑

到这类建筑物的窗帘和幕布火灾危险性较大，均要求

采用B;级材料的窗帘和幕布，比其他建筑物要求略

高一些

      体育馆亦属人员密集场所，根据规模将其划分为

两类

      百货商场的主要部位是营业厅，该部位货物集

中，人员密集，且人员流动性大。全国各类百货商场

数不胜数，百货商场三个类别的划分也是参照 《建

规》

      上海1990年曾发生某百货商场火灾事故，该商

场建筑面积为14000-'，电器火灾引燃了大量商品，

损失达数百万元。顶棚是个重要部位。故要求选用A

级和B级材料。

    国内多层饭店、旅馆数量大，情况比较复杂，这

里将其划为两类。设有中央空调系统的一般装修要求

高、危险性大。旅馆部位较多，这里主要指两个部

分，即客房、公共场所。

    歌舞厅、餐馆等娱乐、餐饮建筑，虽然一般建筑

面积并不是很大，但因它们一般处于繁华的市区临街

地段，且内容人员的密度较大，情况比较复杂，加之

设有明火操作间和很强的灯光设备，因此引发火灾的

危险概率高，火灾造成的后果严重，故对它们提出了

较高的要求

    幼儿园、托儿所为儿童用房，儿童尚缺乏独立疏

散能力:医院、疗养院、养老院一般为病人、老年人

居住，疏散能力亦很差，因此，须提高装修材料的燃

烧性能等级。考虑到这些场所高档装修少，一般顶

棚、墙面和地面都能达到规范要求，故特别着重提高

窗帘等织物的燃烧性能等级。对窗帘等织物有较高的

要求，这是此类建筑的重点所在

    将纪念馆、展览馆等建筑物按其重要性划分为两

类。国家级和省级的建筑物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要

求较高，其余的要求低一些

    对办公楼和综合楼的要求基本上与饭店、旅馆相

同。

3.2.2 本条仁要考虑到一些建筑物大部分房间的装

修材料均可满足规范的要求，而在某一局部或某一房

间因特殊要求，要采用的可燃装修不能满足规定，并

且该部位又无法设立自动报警和自动灭火系统时，所

做的适当放宽要求。但必须控制面积不得超过

loom,，并采用防火墙，防火门窗与其他部位隔开，

既使发生火灾，也不至于波及到其他部位

3.2.3 考虑到一些建筑物标准较高，要采用较多的

可燃材料进行装修，但又不符合本规范表3.2.1中的

要求，这就必须从加强消防措施着手，给设计部门，

建设单位一些余地，也是一种弥补措施。美国标准

NFPAIOI《人身安全规范》中规定，如采取自动灭火

措施，所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可降低一级、日

本((建筑基准法》有关规定，“如采取水喷淋等白动

灭火措施和排烟措施，内装修材料可不限”、本条是

参照 r_述三国规定制定的

                3.3 高层民用建筑

3.3.1 表中建筑物类别、场所及建筑规模是根据

K高规》有关内容结合室内设计情况划分的

    对高级旅馆的其他部位定为同一的装修要求，而

对其中内含的观众厅、会议厅、顶层餐厅等又按照座

位的数量划分成两类。这都是基于 《高规》对此类房

间、场所的限制规定的。其中将顶层餐厅同时加以限

制，虽性质有不同，但因部位特殊，也划为同一等

级

    综合楼是 《高规》中的概念，即除内部设有旅馆

以外的综合楼。商业楼，展览楼，综合楼，商住楼具

有相同的功能，在 《高规》中同以面积概念提出，故

划作 一类。

    电信、财贸、金融等建筑均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政

治经济要害部门，以其重要特性划为一类。

    教学、办公等建筑其内部功能相近，均属国家重

要文化、科技、资料、档案等范畴，装修材料的燃烧

性能等级可取得一致。

    普通旅馆和住宅，使用功能相近，参照 《高规》

对普通旅馆的划分，将其分为两类。

3.3.2   100m以上的高层建筑与高层建筑内大于800
座的观众厅、会议厅、顶层餐厅均属特殊范围 观众

厅等不仅人员密集，采光条件也较差，万一发生火

灾，人员伤亡会比较严重，对人的心理影响也要超过

物质因素，所以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应降低内装修材料

的燃烧性能等级

3.3.3 电视塔等特殊高耸建筑物，其建筑高度越来
越大，且允许公众在高空中观赏和进餐。由于建筑型

式所限，人员在危险情况下的疏散十分困难，所以特

对此类建筑做出十分严格的要求。

3.4 地下民用建筑

3.4.1本条结合地下民用建筑的特点，按建筑类别、
场所和装修部位分别规定了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

级。人员比较密集的商场营业厅、电影院观众厅，以

及各类库房选用装修材料嫩烧性能等级应严，旅馆客

房、医院病房，以及各类建筑的办公室等房间使用面

积较小且经常有管理人员值班，选用装修材料燃烧性

能等级可稍宽

    装修部位不同，如顶棚，墙面，地面等，火灾危

险性也不同，因而分别对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提出

不同要求。表中娱乐场是指建在地下的体育及娱乐建

筑，如篮球、排球、乒乓球、武术、体操、棋类等的

比赛练习场馆。餐馆是指餐馆餐厅、食堂餐厅等地下

饮食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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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条的注解说明了地下民用建筑的范围。地下民

用建筑也包括半地下民用建筑，半地下民用建筑的定

义按有关防火规范执行。

3.4.2 本条特别提出公共疏散走道各部位装修材料

的燃烧性能等级要求，是由于地下民用建筑的火灾特

点及疏散走道部位在火灾疏散时的重要性决定的

3.4.3 本条是指单独建造的地下民用建筑的地上部

分 单层、多层民用建筑地上部分的装修材料嫩烧性

能等级在本规范32中已有明确规定。单独建造的地

下民用建筑的地上部分，相对使用面积小且建在地

卜.火灾危险性和疏散扑救比地下建筑部分容易，故

本条可按34.2条有关规定降低一级

与厂房的要求相同

附录A 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划分

4 工 业 厂 房

4.0.1 在对工业厂房进行分类时，主要参考了 《建

规》第三章，该规范第3.1.1条根据生产的火灾危险

性特征将厂房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类。我们根

据厂房内部装修的特点将甲类、乙类及有明火的丁类

厂房归人序号1，将丙类厂房归入序号2，把无明火

的丁类厂房和戊类厂房归人序号3。

4.0.2 从火灾的发展过程考虑，一般来说，对顶栩

的防火性能要求最高，其次是墙面，地面要求最低

但如果地面为架空地板时，情况有所不同，万一失

火，沿架空地板蔓延较快，受到的损失也大。故要求

其地面装修材料的姗烧性能提高一级。

4.0.3 本条 “贵重”一词是指:

    一.设备价格昂贵.火灾损失大

    二 影响工厂或地区生产全局的关键设施，如发

电尸、化〔厂的中心控制设备等

4.0.4 本条规定有两层意思，一是不要因办公室、

休息室的装修失火而波及厂房;二是为了保障办公

室，休息室内人员的生命安全。所以要求厂房附设的

办公室，休息室等的内装修材料的招烧性能等级，应

    不论材料属于哪一类.只要符合不燃N3试验方法

规定的条件，均定为A级材料。

    对顶棚、墙面、隔断等材料按现行的有关建筑材

料燃烧性能国家标准进行测试和分级。一般情况应将

饰面层连同基材一并制取试样进行试验，以作出整体

综合评价

    我国目前尚未制汀地面材料的燃烧q能分级标

准，但测试方法基本上与 ASTME648-78标准，

工S S0 /DISN 114等标准相同，德国规定最小临界辐射通

量>-O. 45W/-'的地面材料才可应用，美国则规定

了两级，即最小辐射通量妻0.22WA.2。本规范参照

美国的分级对地面材料燃烧性能进行分级

    我国已制订了一些有关纺织物嫩烧性能测试的国

家标准，经过调研和对比试验分析，对室内装饰织物

采用垂直测试比较合理，由于国内尚未制订织物的燃

烧性能分级标准，在参考国外资料和其他行业 (如

HB5875-85(民用飞机机舱内部非金属材料阻燃要

求和试验方法》)的有关规定。规定了这类材料的燃

烧性能分级指标

    室内装饰织物是指窗帘、幕布、床罩、沙发罩等

物品。对墙上贴的织物类不属于此类，对其应按墙面

材料的方法进行测试和分级。

    其他装饰材料和固定家具应按材质分别进行侧

试。塑料按目前国内常用的三个塑料燃烧测试标准综

合考虑，织物按织物的测试方法测试和分级，其他材

质的材料按GB8625-88或GB6826-88方法测试

对这一类装饰制品，一般难以从制品上截取试样达到

有关的制样要求，应设法按与制品相同的材料制样进
行测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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