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版技术实务新旧教材对比
对应篇/章

目录
第四篇

第一篇/
第一章

2019 版页码/内容

2020 版变更页码/内容

Ⅴ
第二章 石油化工防火

Ⅵ
由 3 节变为 4 节内容

Ⅵ
第六章 发电厂与变电站防火

Ⅵ
删除发电厂分类一节

P7

P9，“几种....闪点”表格下方增
加“少数可燃固体也会存在闪燃
现象，例如.....”

P7

P10，增加“通常，用燃点作为
评定固体火灾危险性大小的主
要依据之一”

P7

删除“3.燃点与闪点的关系”

P8 第三节—一、燃烧产物—
（一）10-7~10-4

P11，将“10-7~10-4”变更为
“1nm~1μm”

P28：“常见具有爆炸性的粉
尘”

P36，
“碳制品”、“合成制品类”、
农产品加工类、金属类中“举例”
均在最后增加“......等的粉尘”
“食品类”中“可可”变为“可
可粉”

P43，第五节，一、氧化性物
质—（一）氧化性物质分类

P56，第五节，一、氧化性物质
—（一）氧化性物质分类删除最
后一句“除一级外......”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一篇/
第四章

P110
第二篇/
第五章
防火分区
与分隔

（一）—（6）公共建筑的浴
室、卫生间和厨房的竖向排风
管，应采取防止回流措施或在
支管上设置公称动作温度为

P145
同样内容

70℃的防火阀

第二篇/
第六篇

第二篇/
第十章

P112
第一节—一、人员密度计算—
（一）办公建筑人员密度要求

P147

P173

P225

常用建筑内部装修材料....距
离表格

根据规范中的距离增加、变更了
部分材料

P174

P226

（二）胶合板

（二）胶合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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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版勘误
（与新规范不一致）

按照规范应改为：
公共建筑的浴室、卫生
间和厨房的竖向排风
管，应采取防止回流措
施并宜在支管上设置
公称动作温度为 70℃
的防火阀。
应按照《办公建筑设计
标准》 JGJ/T67-2019
更改其人员密度要求：
惠普研究有无会议，
66721

规范已删除，应删除

第二篇/十
一章

第三篇/二
章

2019 版页码/内容

2020 版变更页码/内容

2020 版勘误
（与新规范不一致）

P175

P227

规范已删除，应删除

（六）多孔或泡沫状塑料

（六）多孔或泡沫状塑料

P175

P229

一、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一、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P177

P230

三、无窗房间

三、无窗房间

P178

P231

（一）局部放宽

（一）局部放宽

p187，第一自然段
“消防登高面”

P243，第一自然段
“消防车登高面”，增加一个
“车”字

P188，二、（一）消防车道的
净宽和净高
“消防车道的净宽度”

P245，二、（一）消防车道的净
宽和净高
“消防车道的净宽”，去掉一个
“度”字

P189，（四）消防车道的回车
场
“对于高层建筑，回车场不宜
小于 15mx15m”

P245，（四）消防车道的回车场
“对于高层建筑，回车场的面积
不宜小于 15mx15m”，增加“的
面积”

P189，第二节 中所有涉及“消
防登高面” 的

P246，第二节
均改为“消防车登高面”，增加
一个“车”字

P202，4.（7）
P205，三、1.（5）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
（GB50013-2006）

P260，4.（7）
P264，三、1.（5）
改为《室外给水设计标准》
（GB50013-2018）

P206，2）②
“5 目/cm2”
P210，2.（1）消防水池的有效
容积
Va=（Qp-Qb）t

P265，2）②
改为“4~5 目/cm2”
P270，2.（1）
n
改为“V=3.6（∑qiti-qbtij）”
i=1
下面每个数据对应的含义也随
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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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级别的要求，应删
除“设置在一二级耐火
等级建筑的四层及以
上时”
应删除“除地下建筑”
应将“且采用防火墙和
耐火极限.....分隔的房
间”改为“采用耐火极
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
隔墙和甲级防火门、窗
与其他部位分隔”

第三篇/三
章

2019 版页码/内容

2020 版变更页码/内容

P221，二、消防用水量
消防用水总量的计算

P285，消防用水总量的计算公式
及其公式数据所代表的内容变
化

P225，（四）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
范》（GB50160-2008）

P290，（四）
改为《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
（GB50160-2008，2018 年版）
范》

P248，图 3-3-11
洒水喷头分类

P318，图 3-3-11
洒水喷头分类，删除“按结构组
成分类”，增加“特殊类型洒水
喷头”，其它分类名称有些许变
动

P249，第一自然段
“根据灵敏度…”

P320，第二自然段
“根据灵敏度…”下面增加一自
然段“特殊类型洒水喷头…热敏
元件上的洒水喷头。”

P249，第二自然段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第 1 部
分：洒水喷头》（GB

P320，第四自然段
改为《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第 1
部分：洒水喷头》（GB

5135.1-2003）

5135.1-2019）

P249，表 3-3-13
P320，表 3-3-13
闭式喷头的公称动作温度和色 闭式喷头的公称动作温度和色
标
标
表格中“57~77”色标为“无色” 1.表格中“57~77”色标改为“无
须标志”
2.整个表格排版些许变化
P251，（4）
“对于公共娱乐场所…老年、
少儿、残疾人集体活动场
所，…”

P322，2.（4）
变动个别用词：“对于公共娱乐
场所…老年人、少儿、残障人士
集体活动场所，…”

P253，（14）整个自然段和下 P326，（14）整个自然段和下面
面的表 3-3-22 里面的“喷头” 的表 3-3-22 里面的“喷头”均变
为“洒水喷头”

第三篇/五
章

第三篇/六
章

P285，（三）
“采用全淹没应用方式…保护
的防护区不宜超过 4 个。当大
于…”

P365，（三）
“4 个”改为“3 个”

P290，六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钢
管》（GB/T 12771-2012）

P372，六
改为《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钢
管》（GB/T 12771-2019）

P308，一、（一）第三自然段
P309，二、（一）
《气瓶安全监察规程》

P394，第二自然段
P396，第二自然段
改为《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3

2020 版勘误（与新规
范不一致）

（TSG R0006-2014）

对应篇/章

P309，（七）
P310，第六自然段
《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
（GB/T 8163-2008）

P395，（七）
P396，第十自然段
改为《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
（GB/T 8163-2018）

2019 版页码/内容

2020 版变更页码/内容

P363 排烟系统的联动控制设
计 1）“同时停止该防烟分区
的空气调节系统”

P465 排烟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1）“同时停止该防烟分区的空
调系统”

P365（九）（2）和应急照明分
配电装置实现

P468（九）
（2）和应急照明分配电装置实
现

P367 三系统设计“可计入 DCS
等生产控制系统”

P471 三系统设计“可计入增加：
集散控制系统(DCS)等生产控制
系统”

P368《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
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GB
50493-2009

P471《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
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GB/T50493-2019

P370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
控探测器不宜设置在 IT 系
统...

P474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
探测器不宜设置在增加：信息技
术（IT）系统...

P372 消防控制室资料“应急灭
火预案、应急疏散预案”

P476 消防控制室资料“应急灭火
“灭
预案、应急疏散预案”改为：
火和应急疏散”

P382 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
的避难层（间），应在外墙设
置固定窗

P490 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
避难层（间），应在外墙设置固
定窗

第三篇/九
章

第三篇/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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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版勘误
（与新规范不一致）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
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51309-20183.7.5-1
灯具采用集中电源供
电时，集中电源接收到
火灾报警控制器的火
灾报警输出信号后，应
自动转入蓄电池电源
输出，并控制其配接的
所有非持续型照明灯
的光源应急点亮、持续
型灯具的光源由节电
点亮模式转入应急点
亮模式；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
技术标准
GB51251-2017
3.3.12 设置机械加
压送风系统的避难层
（间），尚应在外墙设
置可开启外窗

P386（三）送风管道（3）（4） P386（三）送风管道（3）（4）
错误
错误

第三篇/12
章

P388 表 3-10-5 表格名称变化

P498 表 3-10-5 表格名称增加：
“计算排烟量及自然排烟侧窗
（口）部风速”

P393（四）（3）（4）
错误，与规范不一致

P504（四）（3）（4）
错误，与规范不一致

P415（4）可采用多种有线通信
（PSTN、宽带等）

P530（4）可采用多种有线通信
增加：如共用电话交换网络
（PSTN）、宽带等
5

3.3.8 机械加压送风
管道的设置和耐火极
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竖向设置的送
风管道应独立设置在
管道井内，当确有困难
时，未设置在管道井内
或与其他管道合用管
道井的送风管道，其耐
火极限不应低于
1.00h ；
2 水平设置的送
风管道，当设置在吊顶
内时，其耐火极限不应
低于 0.50h；当未设置
在吊顶内时，其耐火极
限不应低于 1.00h。

4.4.8-2 竖向设置的
排烟管道应设置在独
立的管道井内，排烟管
道的耐火极限不应低
于 0.50h。
3 水平设置的排
烟管道应设置在吊顶
内，其耐火极限不应低
于 0.50h；当确有困难
时，可直接设置在室
内，但管道的耐火极限
不应小于 1.00h。
4 设置在走道部
位吊顶内的排烟管道，
以及穿越防火分区的
排烟管道，其管道的耐
火极限不应小于
1.00h，但设备用房和
汽车库的排烟管道耐
火极限可不低于
0.50h。

P416

SMS 短信息 Wed 服务方
式

P532 改为短信息服务（SMS）
改为全球广域网（Wed）

对应篇/章

2019 版页码/内容

2020 版变更页码/内容

第三篇/14
章

P443 电动机类的消防设备不
能采用 EPS/UPS 作为备用电源

P567 改为：电动机类的消防设备
不能采用 EPS/UPS（UPS 为不间
断电源）作为备用电源

P448

P573 石油化工防火学习要求改
变，增加第一节石化企业的分类

P448

P576 第三节石油化工生产的防
火要求增加总体设计部分，。

P450

P587 原“装置布置”改为生产区
的防火设计，并增加“平面布置”
部分

P458（二）防火设计要求

P600 改为（二）储罐及罐组的
防火设计，内容有较大改变。增
加：（三）仓库的防火设计

P463 输送设施防火

P604 改为运输设施的防火设计，
内容有较大改变。

第四篇/4
章

P482 1.消防给水系统

P630 1.消防给水系统一段有较
大改动。

第四篇/5
章

P487 表 4-5-3

P637 增加表 4-5-3 注 1

P507 发电厂与变电站防火

P661 发电厂与变电站防火 。改
动：学习要求、删除第一节发电
厂的分类

P509

P663 第二节火力发电厂的防火
设计要求增加内容较多

P513

P675 第三节 变电站的火灾危险
性 导语改变、

P514

P676 第四节变电站的防火设计
要求增加内容较多

第四篇/2
章

第四篇/6
章

P522，（三）消防车道“飞机 P688，（三）消防车道“飞机库
库的长边大于 220m 时，。。。。 的长边大于 220m 时，。。。。
且门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 且门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
小于 4.5m”
小于 4.5m”。删除“度”字
第四篇/
七章

P523 表 4-7-3

P689 表 4-7-3 位置提前一段，表
头样式改变，内容由“耐火等级”
变为“耐火极限”，耐火等级与
一级、二级合并

P523,三建筑构造“飞机库外围
护结构。。。。均应采用不燃

P689,三建筑构造“飞机库外围
护结构。。。。均应采用不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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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版勘误
（与新规范不一致）

XXX

烧材料。飞机库大门及采光采
光材料应采用不燃烧或难燃烧
材料。飞机停放和维修区的工
作间壁、工作台和物品柜等均
应采用不燃烧材料制作。飞机
停放和维修区的地面应采用不
燃烧体材料。飞机库地面下的
沟、坑均应采用不渗透液体的
不燃烧材料建造。”

材料。飞机库大门及采光采光材
料应采用不燃烧或难燃烧材料。
飞机停放和维修区的工作间壁、
工作台和物品柜等均应采用不
燃烧材料制作。飞机停放和维修
区的地面应采用不燃烧体材料。
飞机库地面下的沟、坑均应采用
不渗透液体的不燃烧材料建
造。””删除“烧”字

P524，2.消防泵和消防泵房

P691，2.消防水泵和消防水泵
房。增加水

P524，泡沫炮及泡沫一
水雨淋系统等功率较大的消防
泵宜由内燃机直接驱动,当消
防泵功率较小时,宜由电动机
驱动。

P691，泡沫炮及泡沫一
水雨淋系统等功率较大的消防
水泵宜由内燃机直接驱动,当消
防水泵功率较小时,宜由电动机
驱动。

P524-525,1）设置泡沫-水雨淋
灭火系统。。。。。机翼面积
大于 280m2 时,尚应设置翼下泡
沫灭火系统。

P691,1）设置泡沫-水雨淋灭火
系统。。。。。机翼面积大于 280m2
时,还应设置翼下泡沫灭火系
统。“尚”改为“还”

P526，(4)泡沫枪。。。。。。, P693，(4)泡沫枪。。。。。。,
公称直径应为 65mm,消防水带 公称直径应为 DN65,消防水带的
的长度不宜小于 40m。
长度不宜小于 40m。
P526 移动式高倍数泡沫灭火
系统的设置要求:。。。。为每
架飞机设置的移动式泡沫发生
器不应少于 2 台。移动式泡沫
发生器适用于初起火灾,用于
扑灭地面流散火或覆盖泄漏的
燃油。

第四篇/
第八章

第四篇/
第十章
信息机房

P693，移动式高倍数泡沫灭火系
统的设置要求:。。。。为每架
飞机设置的移动式泡沫产生器
不应少于 2 台。移动式泡沫产生
器适用于初起火灾,用于扑灭地
面流散火或覆盖泄漏的燃油。

P531/（二）防火间距“汽车库、 P699/（二）防火间距“汽车库、
修车库之间及汽车库、修车库 修车库之间及汽车库、修车库与
与除甲类物品仓库外的其他建 除甲类物品仓库外的其他建筑
筑物的防火间距,应符合表
物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4-8-1 的规定。”
4-8-1 的规定。”
P533,（二）防火分隔

P533,（二）其他防火分隔

P548,信息机房的建筑防火,除
应符合《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
计规范》(GB50174-2008)的规
定外,还应根据其建筑高度执
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 年版)的
相关要求。

P721,信息机房的建筑防火,除
应符合《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
规范》(GB50174-2017)的规定
外,还应根据其建筑高度执行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 年版)的相
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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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49，（l)信息机房的耐火等
级不应低于二级。当 A 级或 B
级信息机房位于其他建筑物内
时,在主机房与其他部位之间
应设置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隔墙,隔墙上的门应采用甲
级防火门。
2

P721，（l)信息机房的耐火等级
不应低于二级。当信息机房位于
其他建筑物内时,在主机房与其
他部位之间应设置耐火极限不
低于 2.00h 的隔墙和耐火极限不
低于 1.50h 的楼板（新增）,隔
墙上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2

P549,(7)面积大于 100m 的主
机房,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 个,
并宜设于机房的两端,面积不
2
大于 100m 的主机房可设置 1
个安全出口,并可通过其他相
邻房间的门进行疏散。

P722,(7)面积大于 120m 的主机
房,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 个,并宜
设于机房的两端,面积不大于
2
120m 的主机房可设置 1 个安全
出口,并可通过其他相邻房间的
门进行疏。（新增）散疏散门的
净宽不应小于 1.4m。

P549,信息机房室内装修材料
的燃烧性能应符合《电子信息
系统机房设计规范》
(GB50174-2008)和《建筑内部
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50222-2017)的有关规定。

P722,信息机房室内装修材料的
燃烧性能应符合《电子信息系统
机房设计规范》(GB50174-2017)
和《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
范》(GB50222-2017)的有关规
定。

P549,(2)机房内活动地板应采
用导电性能好,具有足够的机
械强度以及耐腐蚀、耐潮湿和
防火等特点的抗静电铝合金活
动地板。具体要求应符合《防
静电活动地板通用规范》
(SJ/T10796-2001)的规定。

P722,(2)机房内活动地板应采
用导电性能好,具有足够的机械
强度以及耐腐蚀、耐潮湿和防火
等特点的抗静电铝合金活动地
板。具体要求应符合《防静电活
动地板通用规范》
(GB/T36340-2018)的规定。

P550,(5)新建机房如采用下送
风方式,机房活动地板距地面
净高不小于 400mm。

P722,(5)新建机房如采用下送
风方式,机房活动地板距地面净
高不小于 400mm（删除该条）

P551,A 级信息机房的主机房
应设置洁净气体灭火系统。

P724,A 级信息机房的主机房应
设置洁净气体灭火系统。

P551,B 级信息机房的主机房,
以及 A 级和 B 级机房中的变配
电、不间断电源系统和电池室,
宜设置洁净气体灭火系统,也
可设置高压细水雾灭火系统。

P724,B 级信息机房和 C 级信息
机房的主机房宜设置气体灭火
系统，也可设置细水雾灭火系统
或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P551,C 级信息机房及其他区
域,可设置高压细水雾灭火系
统或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自动
喷水灭火系统宜采用预作用系
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喷水
强度、作用面积等设计参数应
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

P724,C 级信息机房及其他区域,
可设置高压细水雾灭火系统或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宜采用预作用系统。自动
喷水灭火系统的喷水强度、作用
面积等设计参数应按《自动喷水
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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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CB50084-2017)的有关规
定执行。

(CB50084-2017)的有关规定执
行。

P551,2.室内消火栓系统
当机房进深大于 25m 时,应在
机房两侧设置公共走道,并在
走道上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

P724,2.室内消火栓系统
“当机房进深大于 25m 时,应在
机房两侧设置公共走道,并在走
道上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改
为“信息机房内应设置室内消火
栓系统，室内消火栓系统宜配置
消防软管卷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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