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版综合能力新旧教材对比
对应篇/章

2020 版变更页码/内容

2020 版勘误
（与新规范不一致）

P4：四、建设工程消防设
计审查验收制度

住建部已出台《建设工程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
（建设部令〔2020〕
行规定》
第 51 号）新教材却没有改
动。

P4：八、消防技术服务机
构和执业人员
第一句：消防产品质量认
证、消防设施检测、消防
安全监测等消防技术服务
机构和执业人员，应当依
法获得相应的资质、资格；

P5：该句话已删除

《消防法》仍由此规定。
第三十四条 消防产品质
量认证、消防设施检测、
消防安全监测等消防技术
服务机构和执业人员，应
当依法获得相应的资质、
资格；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和执业准则，接受委托提
供消防技术服务，并对服
务质量负责。

P14：强令违章冒险作业
罪，立案标准：（2）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以上
的；

P17：强令违章冒险作业
罪，立案标准：（2）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 100 万以上
的；

-

P15：工程重大安全事故
罪，立案标准：（2）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以上
的；

P19：工程重大安全事故
罪，立案标准：（2）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 100 万以上
的；

-

P23 第四节

P29~P31 新增一、中共中央
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深化消防执法改
革的意见》的通知；二、
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消
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条
件》的通知

-

P84：未变化但和《建筑防
验排烟系统技术标准》不
一致。

《建筑防验排烟系统技术
标准》3.3.9 机械加压送风
系统的管道井应采用耐火
极限不低于 1.00h 的隔墙
与相邻部位分隔，当墙上
必须设置检修门时应采用
乙级防火门。4.4.11 设置
排烟管道的管道井应采用
耐火极限不小于 1.00h 的

2019 版页码/内容

P3：四、建设工程消防设
计审查验收制度

第一篇/一
章

第二篇/三
章

规范性文件

P65:1.竖向井道的布置，排
烟（气）道 1+丙

咨询电话：0311-67663978

隔墙与相邻区域分隔；当
墙上必须设置检修门时，
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P67：第二节 1.（2）有特
殊用途的场所，如，防烟
楼梯间、消防电梯、避难
层（间）等，必须独立划
分

P86：内容未变化，但此规
定无规范依据。

-

P67:2.防烟分区的面积，
6m＜空间净高（H）≤9m
时，最大允许面积为 2000
㎡

P87：内容未变化，但和《建
筑防验排烟系统技术标
准》不一致。

《建筑防验排烟系统技术
标准》4.2.4 ：空间净高（H）
＞6m 时，最大允许面积为
2000 ㎡

P88：删除该句话，改为：
活动挡烟垂壁与建筑结构
（柱或墙）面的缝隙不应
大于 60mm。

-

P85~86

P110~111：顺序调整，原
（四）变为（二），其余
依次改变。

-

P137：（一）消火栓箱的
分类（1）~（4）

P178：删除（1）（3）（2）
变为（1）按其箱门型式可
分为单开门式，双开门式。

-

P178：变更为：（1）外观
质量和标志。消火栓箱箱
体正面上应设耐久性铭
P138：（二）消火栓箱的 牌，铭牌至少应包括以下
检查（1）外观质量和标志。 内容：产品名称、产品型
号、注册商标或生产厂名、
生产厂地址、生产日期或
产品批号、执行标准编号。

-

P68：（3）测量挡烟垂壁
边沿与建筑物结构表面的
最小距离，此距离不得大
于 20mm，测量值的允许
正偏差不得大于规定值的
5%。
第二篇/四
章

第三篇/三
章

P138：（二）消火栓箱的
检查（3）箱门。

P139：（二）消防水带的
检查。（4）压力试验。如
常用 8 型水带的试验压力
为 1.2MPa，爆破压力应不
小于 3.6MPa

P179：新增：（3）箱门。
箱门开启拉力不应小于

-

50N。

P180,内容无变化，但和规
范不一致

《消火栓箱》4.压力试验
将消防水带截取
1.20m 长的试样，用专用
夹具将试样夹紧，保持试
样平直。将试样一端与水
压源相接，另一端用带有
排气阀的专用夹具封闭。
试样灌满水并排尽其中空
气，关闭排气阀，缓慢而

均匀地升压至 1.2MPa，保
压 5min，检查试样是否有
渗漏现象。然后继续升压
至 2.4MPa，保压 5min，观
察试样是否爆破。

P140（3）密封性能
检查。封闭水枪的出水端，
将水枪的进水端通过接口
P180，内容无变化，但和
与手动试压泵或电动试压
规范不一致
泵装置相连，排除枪体内
的空气，然后缓慢加压至
最大工作压力的 1.5 倍，

P141，3.栓体安装。消火
栓井内径不应小于 1.5m。

第三篇/六
章

P190,细水雾灭火系统的
控制线路布置、防护,与系
统联动的火灾自动报警系
和其他联动控制装置的安
装等均应符合《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
范》（GB 50166-2007）的
规定

P183，内容无变化，但和
规范不一致

P242,细水雾灭火系统的控
制线路布置、防护,与系统
联动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和其他联动 控制装置的
安装等均应符合《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
范》( GB 50166-2019 )的规
定

《消防水枪》（3）密封性
能
封闭水枪的出水端，
将水枪的进水端通过接口
与手动试压泵或电动试压
泵装置相连，排除枪体内
的空气，然后缓慢加压至
最大工作压力，保压 2min，
枪体及各密封部位不允许
渗漏。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
技术规范》7.2.1 当采用地
下式室外消火栓，地下消
火栓井的直径不宜小于
1.5m，且当地下式室外消
火栓的取水口在冰冻线以
上时，应采取保温措施。

-

P209，灭火控制装置的安
装应符合设计要求,防护
区内火灾探测器的安装应
符《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
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6-2007）的规定

P267 灭火控制装置的安装
应符合设计要求,防护区内
火灾探测器的安装应符合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
及验收规范》 （GB
50166-2019）的规定

第三篇/九
章

P248，（如图 3-9-6 所示）

P316（如图 3-9-6 所示干式
喷头）

-

第三篇/十
章

P268，维修机构（1）资质
管理。维修机构按照《社
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
定》（公安部令第 136 号）

P343,更改：维修机构（1）
机构管理。维修机构按照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
条件》（应急【2019】88

-

第三篇/七
章

-

的要求

号）的要求

P314，图 3-14-1 火灾探测
报警系统

P400，图 3-14-1 有变动

P315 当受控消防设备动作
后将动作信号反馈给消防
控制室并显示。消防联动
控制系统还监视建筑消防
设施的运行状态,即接收
来自消防联动现场设备以
及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以外
的其他系统
的火灾信息或其他触发和
输入信息。通过传输设备
将火灾报警控制器发出的
火灾报警信号及其他有关
信息传输到建筑消防设施
及消防安全管理远程监控
系统

第三篇/十
四章

P400,更改为：消防联动控
制器还能监视消防水池、
高位消防水箱的液位等建
筑消防设施的状态信息和
其他消防设备工作状态的
监管报警信息。消防控制
室图形显示装置能显示和
向远程监控系统传输建

-

-

(构)筑物内设置的全部消
防系统和相关设备的动态
信息以及建(构)筑物的消
防安全管理信息。

P315，图 3-14-2 消防联动
控制系统

P401，图 3-14-2 有变动

-

P316，图 3-14-3 可燃气体
探测报警系统

P401，图 3-14-3 有变动

-

P316，图 3-14-4 电气火灾
监控系统

P402，图 3-14-4 有变动

-

P317 布线

P402 布线 增加系统的布
线包括防护管路、槽盒的
敷设和系统线路的敷设

-

P317 布线

P402,布线（一）防护管路
的敷设要求 增加：各类管
路暗敷时，应敷设在不燃
结构内，且保护层厚度不
应小于 30mm

-

P403，槽盒敷设时，应在
下列部位设置吊点或支
点，增加：吊杆直径不应
小于 6mm：
1 槽盒始端、终端及接头
处；
2 槽盒转角或分支处；
3 直线段不大于 3m 处。

-

P403,增加系统线路的敷设
要求（1）（2）（3）（4）
（5）（6）

-

P317，槽盒敷设时，应在
下列部位设置吊点或支
点：
1 槽盒始端、终端及接头
处；
2 距接线盒 0.2m 处
3 槽盒转角或分支处；
4 直线段不大于 3m 处。

P317，系统组件安装

P318,控制器类设备主要
包括火灾报警控制器、区
域显示器、消防联动控制
器、可燃气体报警控
制器、电气火灾监控器、
气体(泡沫)灭火控制器、
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
置、火灾报警传输
设备或用户信息传输装
置、防火门监控器等设备。

P403，对应系统部件的安
装，增加内容：（2）系统
中国家强制认证产品的名
称、型号、规格应与认证
证书和检验报告一致。系
统中非国家强制认证产品
的名称、型号、规格应与
检验报告一致；检验报告
中未包括的配接产品接入
系统时,应提供系统组件兼
容性检验报告。

-

P404，更改为：控制与显
示类设备主要包括火灾报
警控制器、消防联动控制
器、火灾显示盘、控制中
心监控设备、家用火灾报
警控制器、消防电话总机、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电
气火灾监控设备、防火门
监控器、消防设备电源监
控器、消防控制室图形显
示装置、传输设备、消防
应急广播控制装置等设
备。

-

P318 控制类设备在消防控
制室内布置要求：1)设备
面盘前的操作距离,单列
布置时不应小于 1.5m,双
列布置时不应小于 2m。2)
在值班人员经常工作的一
面,设备盘至墙的距离不
应小于 3m。
-

3)设备面盘后的维修距离
不宜小于 1m。4)设备面盘
的排列长度大于 4m 时,其
两端应设置宽度不小于
1m 的通道。5)与建筑其他
弱电系统合用的消防控制
室,消防设备应集中设置,
并应与其他设备间有明显
间隔。
P404,增加：控制与显示类
设备的蓄电池需进行现场
安装时,应核对蓄电池的型

-

号、规格、容量,并应符合
设计文件的规定,蓄电池的
安装应符合产品使用说明
书的要求。
P404,对应探测器的安装。
线性光束感烟探测器、管
路采样式吸气感烟探测器
有变化。新增：可燃气体
探测器、电气火灾监控器
安装要求

-

P407，（四）系统其它部
件的安装，增加大量新施
工规范知识点

-

P321，（四）系统调试要
求：变动大

P409，（四）系统调试要
求：依据《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
GB50166-2019 变化、新增
大量知识点

-

P329 第三节系统检测与
维护：大变动

P427 第三节系统检测验收
与维护：系统检测、验收
更换为表格形式、增加检
测验收项目类别 ABC 包含
内容、增加系统的定期检
查具体内容

-

P33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误报的原因中，条理更清
晰，大部分没有改动。其
中，短路或接地故障引起
控制器损坏－－排除方
法：按要求做好线路连接
和绝缘处理,使设备尽量
与大地、水管、空调管隔
开,保证设备和线路的绝
缘电阻满足设计要求。

P444，更改为：故障处理：
1)系统应单独布线。除设计
要求以外,系统不同回路、
不同电压等级和交流与直
流的线路,不应布在同一管
内或槽盒的同一槽孔内。
2)线缆在管内或槽盒内,不
应有接头或扭结。导线应
在接线盒内采用焊接、压
接、接线端子可靠连接。
3)在多尘或潮湿场所,接线
盒和导线的接头应做防腐
蚀和防潮处理;具有 IP 防护
等级要求的系统部件,其线
路中接线盒应达到与系统
部件相同的 P 防护等级要
求。
4)系统导线敷设结東后,应
用 500V 兆欧表测量每个回
路导线对地的绝缘电阻,且

-

P318 页，火灾探测器的安
装要求：有变动

绝缘电阻值不应小于 20M
Ω。

P335，设备选型和布置不
当，增加内容

P445,设备选型不当：增加
（2）在可能产生黑烟、大
量粉尘、蒸气和油雾等场
所采用了光电感烟火灾探
测器。

352 页/特别重大火灾是指
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

468 页/特别重大火灾是指
造成 30 人以上（含本数，
下同）死亡

352 页/重大火灾是指造成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

468 页/重大火灾是指造成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不含
本数，下同）死亡

第四篇
第二章第二节 P380（六）
放火致灾
1.关于火种 2.关于易燃易
爆危险品

第五篇/
第二章第
二节消防
安全组织
及其职责

第五篇第
四章

-

-

-

P504 删除“关于”

-

P601“资质”变更为“相
应从业条件”

-

P484 第一节应急预案概述
一、编制应急预案的目的
二、编制应急预案的意义

P632 第一节：变更为：灭
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概述
一、编制灭火和应急疏散
预案的目的
二、编制灭火和应急疏散
预案的意义

-

P482 第二节应急预案编制

P633 第二节灭火和应急疏
散预案编制
P634 增加三、灭火和应急
疏散预案的分级

-

P482、483 三、应急预案
的分类
(一)多层建筑类应急预案
(二)高层建筑类应急预案
(三)地下建筑类应急预案
(四)一般的工矿企业类应

P635 变更为：四、灭火和
应急疏散预案的分类
(一)多层建筑类灭火和应
急疏散预案
(二)高层建筑类灭火和应
急疏散预案

-

P457
3.火灾高危单位职责第
（5）条建立消防安全评估
制度,由具有资质的机构
定期开展评估,评估结果
向社会公开。

急预案
(五)化工类应急预案
(六)其他类应急预案

P483 四、应急预案制定的
程序
(-)明确范围,明确重点部
位
(二)调查研究,收集资料
(三)科学计算,确定人员
力量和器材装备
(四)确定灭火救援应急行
动意图
(五)严格审查,不断充实
完善

P483 五、应急预案的编制
内容
(一)单位基本情况
(二)应急组织机构
1.火场指挥部
2.灭火行动组
3.疏散引导组
4.安全防护救护组
5.火灾现场警戒组
6.后勤保障组
7.机动组
(三)火情预想
(四)报警和接警处置程序
(五)初起火灾处置程序和
措施
(六)应急疏散的组织程序
和措施
(七)安全防护救护和通信
联络的程序及措施
(八)绘制灭火和应急硫散
计划图
(九)注意事项

(三)地下建筑类灭火和应
急疏散预案
(四)一般的工矿灭火和应
急疏散预案
(五)化工类应急灭火和应
急疏散预案
(六)其他类灭火和应急疏
散预案
P635 变更为：五、灭火和
应急疏散预案编制的程序
变更为：（一）成立预案
编制工作组
(二)调查研究,收集资料，
客观评估
(三)科学计算,确定人员
力量和器材装备
(四)确定灭火救援应急行
动意图
(五)严格审查,不断充实
完善
P636 变更为：六、灭火和
应急疏散预案的主要内容
(一)单位基本情况
（二）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变更：1.指挥机构
2.灭火行动组
3.疏散引导组
变更：4.通信联络组
变更：5.安全保卫组
变更：6.防护救护组
变更：7.后勤保障组
(三)火情预设
(四)响应措施（增加内容）
(五)报警和接警（删除“处
置程序”）
（六）灭火行动（增加内
容）
（七）应急疏散（删除“的
组织程序和措施”）
(八)安全防护救护和通信
联络（删除“的程序及措
施”）
（九）绘制灭火和应急硫

新规范
（二） 资料收集与评估
（三） 编写预案
（四） 评审与发布
（五） 适时修订预案

(一)单位基本情况
内容和新规范不一致

散计划图（未变）
（十）典型场所的预案（增
加内容）
（十一）注意事项（未变）
P641 第三节灭火和应急疏
散演练
变更为：“消防安全重点
单位应至少每半年组织一
次演练，火灾高危单位应
至少每季度组织一次演
练，其他单位应至少每年
组织一次演练。在火灾多
发季节或有重大活动保卫
任务的单位，应组织全要
素综合演练。单位内的有
关部门应结合实际适时组
织专项演练，宜每月组织
开展一次疏散演练。”

-

P488 3.研究行演练

P643 3.研究性演练
新增“演练组织单位要根
据实际情况，并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灭火和应急疏
散预案的规定，制定年度
应急演练规划，按照“先
单项后综合、先桌面后实
战、循序渐进、时空有序”
原则，合理规划应急演练
的频次、规模、形式、时
间、地点等”

-

P491（四）应急预案演练
保障
4.物资和器材保障

P646（四）灭火和应急疏
散预案演练保障
4. 演练材料（新增）、物
资和器材保障

-

P492 六、应急预案演练实
施

P647 新增：五、灭火和应
急疏散预案演练实施

-

P647 变更为：六、灭火和
应急疏散预案演练总结讲
评
（一）演练总结讲评的类
别
演练总结讲评的类别可分
为现场总结讲评和会议总
结讲评
1.现场总结讲评：演练结

-

P486 第三节 应急预案演
练
标题下：“各消防安全重
点单位要根据单位的实际
情况定期进行演练,使参
加演练的每一位员工 明
确自已的任务和职责,通
过定期培训使全体员工能
熟练掌握“四懂四会”等
消防基础知识。”

P493 七、应急预案演练评
估与总结
(二)演练总结
演练总结可分为现场总结
和事后总结

束后应进行现场总结讲
评。总结讲评由消防工作
归口职能部门组织，所有
承担任务的人员均应参加
讲评。现场总结讲评应就
各观察岗位发现的问题进
行通报，对表现好的方面
予以肯定，并强调实际灭
火和疏散行动中的注意事
项。
2.会议总结讲评：演练结
束后，指挥机构应组织相
关部门或人员总结讲评会
议，全面总结消防演练情
况，提出改进意见，形成
书面报告，通报全体承担
任务人员。总结报告应包
括以下内容：①通过演练
发现的主要问题；②对演
练准备情况的评价；③对
预案有关程序、内容的建
议和改进意见；④对训练、
器材设备方面的改进意
见；⑤演练的最佳顺序和
时间建议；⑥对演练情况
设置的意见；⑦对演练指
挥机构的意见等。
第五篇消
防安全管
理

P682-701 新增 “第七章大
型商业综合体消防安全管
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