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培优—培养优秀之才

2019 年一级消防工程师《案例分析》考试真题及答案解析
第一题
甲公司(某仓储物流园区的产权单位，法定代表人：赵某)将 1#、2#、3#、4#、5#仓库出租给乙
公司(法定代表人：钱某)乙公司在仓库内存放桶装润滑油和溶剂油，甲公司委托丙公司(消防技
术服务机构，法定代表人：孙某)对上述仓库的建筑消防设施进行维护和检测)2019 年 4 月 8 日.
消防救援机构工作人员李某和王某对乙公司使用的仓库进行盖部施查时发现;
1 室内消火栓的主、备泵均损坏;2.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控制器设置在手动状态，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消防水泵控制柜启动开关也设置在手动控制状态;3.消防控制室部分值班人员无证上
岗;4.仓储场所电气线路、电气设备无定期检查、检则记录，且存在长时间超负荷运行、线路绝
缘老化现象;5.5 仓库的东侧和北能两处疏散出口被大量堆积的纸箱和包装物封堵;6.两处防火
卷帘损环。消防救援机构工作人员随即下发法律文书责令共改正，需限期改正的限期至 4 月
28 日，并依法实施了行政处罚。
4 月 29 日复查时，发观除上述第 5、6 项已改正外，第 1、2、3、4 项问题仍然存在：同事发
现在限期整改间甲、乙公司内部防火检查，巡查记录和丙公司出具的消防设施年度检测报考，
维保检查记录、巡查记录中，所有项目填报为合格，李某和王某根据上述情况又下发相关法律
文书，进入后续执法程序 4 月 30 日 17 时 29 分，乙公司消防控制室当值人员郑某和周某听到
报警信号，显示 5 仓库 1 区的感烟探测器报警，消防控制室当值人员郑某和周某听到报警后未
做任何处置。职工吴某听到火灾警铃，发现仓库冒烟，立即拨打 119 电话报警。当地消防出警
后于当日 23 时 50 分将火灭。该起火灾造成 3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10944 万元人民币。
事故调查组综合分析认定：5 仓库西墙上方的电器线路发生故障，产生的高温电弧引燃线路绝
缘材料，燃烧的绝缘材料掉落并引进燃下发存放的润滑油纸箱和砂砾料塑料湖膜包装物，随后
延成灾。
根据以上材料，回答下列问题(共 18 分，每题 2 分。每题的备选项中，有 2 个或 2 个以上符合
题意，至少有一个错项。错选，本题不得分;少选，所选的每个选项 0.5 分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甲公问应履行的消防安全职责有( )
A.在库房投入使用前，应当向所在地的消防救接机构电申请消防安全检查
B.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根据仓储物流园区使用性质制定消防安全制度
C.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和器材
D.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
E.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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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DE
【解析】《消防法》第十五条
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
《消防法》第十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
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二）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
好有效； （三）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
完整准确，存档备查； （四）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分
区、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五）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六）组织进
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
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
2.根据《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关部令第 61 号)，乙公司法定代
表人田某应履行的消防安全职责有( )。
A.掌握本公司的消防安全情况，保障消防安全符合规定。
B.将消防工作与本公司的仓储管理等活动统筹安排，批准实施年度消防工作计划
C.非组织制定消防安全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年检查督促其落实
D.地组织制定复合本公司实际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实施演练
E.组织实施对本公司消防设施灭火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的维护保养，确保完好有效
【答案】ABD
【解析】61 号令第六条 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 贯彻执行消防法规，保障单位消防安全符合规定，掌握本单位的消防安全情况；
（二） 将消防工作与本单位的生产、科研、经营、管理等活动统筹安排，批准实施年度消防
工作计划；
（三） 为本单位的消防安全提供必要的经费和组织保障；
（四） 确定逐级消防安全责任，批准实施消防安全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
（五） 组织防火检查，督促落实火灾隐患整改，及时处理涉及消防安全的重大问题；
（六） 根据消防法规的规定建立专职消防队、义务消防队；
（七） 组织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实施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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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不令第 61 号)，关于甲公司和
乙公司消防安全责任划分的说法，正确的有()
A、甲公司应急提供给乙公司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建筑物
B、甲公司和乙公司在订立和合同中依照有关规定明确各方的消防安全责任
C、乙公司在其使用、管理范围内履行消防安全职责
D、园区公共消防车通道应当由乙公司或者乙公司委托管理的单位统一管理
E、涉及园区公共消防安全的疏散设施和其他建筑消防设施应当由乙公司或者乙公司委托管理
的单位统一管理
【答案】ABC
【解析】61 号令第八条 实行承包、租赁或者委托经营、管理时，产权单位应当提供符合消防
安全要求的建筑物，当事人在订立的合同中依照有关规定明确各方的消防安全责任；消防车通
道、涉及公共消防安全的疏散设施和其他建筑消防设施应当由产权单位或者委托管理的单位统
一管理。承包、承租或者受委托经营、管理的单位应当遵守本规定，在其使用、管理范围内履
行消防安全职责。
4.关于乙公司消防工作的说法，正确的有()。
A.赵某是甲公司的消防安全责任人
B.钱某应为甲公司的消防安全提供必要的经费和组织保障
C.乙公司应当设置或确定本公司消防工作的归口管理职能部门
D.你某是乙公司的消防安全管理人
E.甲、乙公司应根据需要，建立志愿消防队等消防组织
【答案】ACE
【解析】第十五条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设置或者确定消防工作的归口管理职能部门，并确定
专职或者兼职的消防管理人员;其他单位应当确定专职或者兼职消防管理人员，可以确定消防
工作的归口管理职能部门。归口管理职能部门和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在消防安全责任人或者消
防安全管理人的领导下开展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第二十三条单位应当根据消防法规的有关规
定，建立专职消防队、义务消防队，配备相应的消防装备、器材，并组织开展消防业务学习和
灭火技能训练，提高预防和扑救火灾的能力。
5.乙公司下列应急预案编制与消防演练的做法正确有( )
A.乙公司灭大和应急流教预案中的-强织机构划分为灭火行动处。疏做引导站、安全防护较护
人机和装第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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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消防演练前，钱某事先告知演练流描内的金障保管公一学明配标识
C.天火、你做湿你时，必是在乙公司大门及各在府们国设置，的易制初别火灾：
D.在根得和提雪生了年中规后，行本公司法感有防成合能力
【答案】ABC
【解析】第三十九条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制定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组织机构，包括：灭火行动组、通讯联络组、疏散引导组、安全防护救护组;(二)报警和接
警处置程序;(三)应急疏散的组织程序和措施;(四)扑救初起火灾的程序和措施;五)通讯联络、安
全防护救护的程序和措施。第四十条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按照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至少每
半年进行一次演练，并结合实际，不断完善预案。其他单位应当结合本单位实际，参照制定相
应的应急方案，至少每年组织一次演练。消防演练时，应当设置明显标识并事先告知演练范围
内的人员。
6.为加强该仓储物流园区消防控制室的管理和火警处置能力，针对消防救援机构工作人员提出
的问题，下列整改措施中，正确的有( )。
A.甲公司明确建筑消防设施及消防控制室的维护管理归口部门、管理人员及其工作人员职责，
确保建筑消防设施正常运行
B.各单位消防控制室实行每日 24h 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人员不少于 2 人，值班人员持有消防控
制室操作职业资格证书
C.正常工作状态下，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没置在自动状态。
D.值班时发现消防设施故障，应及时组织修复，若需要停用消防系统，应有确保消防安全的有
效措施，并经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批准
E.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接到报警信息后，应立即启动消音复位功能，并以最快方式进行确认
【答案】ABC
【解析】《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10 故障处理程序
10.1 发现建筑消防设施存在问题和故障的，实施消防设施检查的人员有责任进行故障报告，
填写《建筑消防设施故障处理登记表》；其他人员有义务向消防设施的主管部门或主管人员进
行报告。想获取更多资料，欢迎关注大立教育“消防工程师备考助手”！
10.2 对建筑消防设施存在的问题和故障，当场有条件解决的应立即解决；当场没有条件解决
的，应在 24 小时内解决；需要由供应商或者厂家解决的，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处理、解决，恢
复正常状态。
10.3 对于当天无法处理、解决的故障，需要系统暂停工作的，应当上报消防安全管理人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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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采取有效的消防安全措施加以补救。
10.4 故障排除后,应由主管人员签字认可，故障处理登记表存档备查。
7.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136 号)，对
丙公司应追究的法律责任有( )
A.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B.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C.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D.情节严重的，由原许可机关依法责令停止执业或者吊销相应资质
E.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答案】CDE
【解析】《消防法》第六十九条
消防产品质量认证、消防设施检测等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出具虚假文件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
的，由原许可机关依法责令停止执业或者吊销相应资质、资格。 前款规定的机构出具失实文
件，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造成重大损失的，由原许可机关依法责令停止执
业或者吊销相应资质、资格。
《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第五十一条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有违反本规定的行为，给他人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经维修、保养的建筑消防设施不能正常运行，发生火灾时未
发挥应有作用，导致伤亡、损失扩大的，从重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对能起大灾们有职责，涉及犯事，应采用材料事刑事强制( )的人员有
A.甲公赵起某
B.乙公司钱某
C.丙公司孙某
D.消防救援机构李某和王某
E.乙公司周某和郑某
【答案】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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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消防法》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
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消
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的； （二）过失引起火灾的； （三）在火灾发生后阻拦报警，或者负
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及时报警的； （四）扰乱火灾现场秩序，或者拒不执行火灾现场指挥员
指挥，影响灭火救援的； （五）故意破坏或者伪造火灾现场的； （六）擅自拆封或者使用被
消防救援机构查封的场所、部位的。
《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 重大责任事故罪
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强令他人违
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9.为认真吸取该起火灾事故教训，甲公司要求园区内各单位认真进行防火检查、巡查及火灾隐
患整改工作。下列具体整改措施中，正确的有（ ）。
A. 各单位每季度组织一次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B. 将各类重点部位人员的在岗情况全部纳入防火巡查内容，确保万无一失
C. 对园区内建筑消防设施每半年进行一次检测
D. 对园区内仓储场所电气线路、电气设备定期检查、检测，更换绝缘老化的电气线路
E. 在火灾隐患未消除之前，各单位从严落实防范措施，保障消防安全
【答案】BCDE
【解析】《61 号令》第二十六条 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应当至少每季度进行一次防火检查，
其他单位应当至少每月进行一次防火检查。
第二题
华南滨海城市某占地面积 10hm2 的工厂，从北向南依次布置 10 栋建筑，均为钢筋混凝士结构
级耐火等级。各建筑及其水灭火系统的工程设计参数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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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南侧和北侧各有一条 DN300 的而市政给水干管，供水压力为 0.25MPa，直接供给室外消
火栓和生产生活用水。生产生活用水最大设计流量 25L/s，火灾时可以忽略生产生活用水量厂
区采用临时高压合用室内消防给水系统，高位消防水箱设置在③车间屋顶，最低有效水位高于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最不利点喷头 8m。该合用系统设座消防水池和消防水泵房，室内消火栓系
统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合用消防水泵。三用一备，消防水泵的设计扬程为 0.85MPa。零流量时
压力为 0.93MPa。消防水泵房设置稳压泵，设计流量为 4L/s，启泵压力为 0.98MPa，停泵压力
为切換 1.05MPa:消防水泵控制柜有机械应急启动功能。
屋顶消防水箱出水管流量开关的原设计动作 4L/s。每座建筑内设置独立的湿式报警阀，其中③
④号车间每层控制本层的湿式报警阀。
调试和试运行时，测得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漏水量为 1.8L/s;为检验屋顶消防水箱出水管流量
开关的动作可靠性，在④号车间的一层打开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末端试水阀，消防水系能自动启
动;在四层打开未端试水阀，消防水泵无法自动启动:在一、四层分别打开 1 个消火栓时，消防
水泵均能自动启泵。
1.根据以上材料，回答下列问题（共 18 分，每题 2 分。每题的备选项中，有 2 个或 2 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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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含题意，至少有一个错项。错选，本题不得分；少选，所选的每个选项 0.5 分）
1.该工厂消防给水系统的下列设计参数中，正确的有（

）。

A.该厂区室外低压消防给水系统设计流量为 45L/s
B.该厂区室内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设计流量为 103L/s
C.办公楼室内消防给水设计流量为 24L/s
D.⑤仓库的室内外消防给水设计流量为 128L/s
E.汽车库室内消防给水系统设计流量为 38L/s
答案：ABCE
解析：根据《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3.1.1 工厂、仓库、堆场、储罐区或民用建筑的室外消防用水量，应按同一时间内的火灾起数
和一起火灾灭火所需室外消防用水量确定。
3.1.2 一起火灾灭火所需消防用水的设计流量应由建筑的室外消火栓系统、室内消火栓系统、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水喷雾灭火系统、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固定冷却水系统
等需要同时作用的各种水灭火系统的设计流量组成，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按需要同时作用的各种水灭火系统最大设计流量之和确定；
2.两座及以上建筑合用消防给水系统时，应按其中一座设计流量最大者确定；
3.当消防给水与生活、生产给水合用时，合用系统的给水设计流量应为消防给水设计流量与生
活、生产用水最大小时流量之和。
题干背景交代“生产生活用水最大设计流量 25L/s，火灾时可以忽略生产生活用水量”，因此
生产生活用水设计流量 25L/s 可不计入流量设计参数。
2.该工厂下列室外低压消防栓水管管道径的选取中、消防安全可靠的要求()
A.DN100
B.DN200
C.DN250
D.DN3 50
E.DN400
答案：BC
解析：根据《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8.1.3 向室外、室内环状消防给水管网供水的输水干管不应少于两条，当其中一条发生故障时，
其余的输水干管应仍能满足消防给水设计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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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室外消防给水管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外消防给水采用两路消防供水时应采用环状管网，但当采用一路消防供水时可采用枝状管
网；
2 管道的直径应根据流量、流速和压力要求经计算确定，但不应小于 DN100；
8.1.8 消防给水管道的设计流速不宜大于 2.5m/s，自动水灭火系统管道设计流速，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151、《水
喷雾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219 和《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338 的有关规定，
但任何消防管道的给水流速不应大于 7m/s。
根据下面公式，当水流速为 2.5m/s 时，可简单推算进水管径与设计流量的匹配。

该建筑群最大室外设计流量为 45L/S，因此，满足安全可靠、经济适用要求的管径为 200～250。
3.该工厂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可选用的安全可靠的启泵方案有()。
A.第一台启泵压力为 0.93MPa、第二台启泵压力为 0.88MPa、第三台启泵压力为 0.86MPa
B.第一台启泵压力为 0.93MPa、第二台启泵压力为 0.92MPa、第三台启泵压力为 0.80MPa
C.三台消防水泵启泵压力均为 0.80MPa，消防水泵设低流量保护功能
D.第一台启泵压力为 0.93MPa、第二台启泵压力为 0.83MPa、第三台启泵压力为 0.73MPa
E.三台消防水泵启泵压力均为 0.93MPa，消防水泵设低流量保护功能
答案:AE
解析：根据《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5.3.3 稳压泵的设计压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稳压泵的设计压力应满足系统自动启动和管网充满水的要求；
2 稳压泵的设计压力应保持系统自动启泵压力设置点处的压力在准工作状态时大于系统设置
自动启泵压力值，且增加值宜为 0.07MPa～0.10MPa；
3 稳压泵的设计压力应保持系统最不利点处水灭火设施在准工作状态时的静水压力应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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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MPa。
稳压泵的启泵压力为 0.98MPa，因此消防水泵的启泵压力设定值为：0.98 （
- 0.07～0.10）=0.88～
0.91 MPa 附近。安全可靠的启泵方案应保证水泵早启动，为防止误动作设低流量保护功能。
4.关于该工厂不同消防对象一次火灾消防用水量的说法，正确的有()
A.该工厂一次火灾消防用水量为 1317.6 立方米
B.该工厂一次火灾室内消防用水量为 831.6 立方米
C.⑦办公楼一次火灾室外消防用水量为 288 立方米
D.①车间一次火灾自动喷水消防用水量为 201.6 立方米
E.③宿舍楼一次火灾室内消火栓消防用水量为 72 立方米
答案：ABCE
解析：根据《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
范》GB50084-2017
该厂区建筑群中，服装生产车间火灾延续时间为 3.0h；布料仓库和成品仓库火灾延续时间均为
2.0h；其它建筑均为 2.0h。
3.6.1 消防给水一起火灾灭火用水量应按需要同时作用的室内、外消防给水用水量之和计算，
两座及以上建筑合用时，应取最大者。
该建筑群中，成品仓库用水量最大：（45+25）×3×3.6+78×2×3.6=1317.6m³，A 正确。
该建筑群中，成品仓库室内用水量最大：25×3×3.6+78×2×3.6=831.6m³，B 正确。
办公楼室外用水量：40×2×3.6=288m³，C 正确。
车间一次火灾自动喷水消防用水量：28×1×3.6=100.8m³，D 错误。
宿舍楼一次火灾室内消火栓消防用水量：10×2×3.6=72m³，E 正确。
5.改工厂下列建筑室内消火栓系统的消防水泵接合器设置数量中，正确的有()
A.①车间:0 个
B.②车间:0 个
C.③车间:1 个
D.④车间:3 个
E.⑦办公楼:1 个
答案：DE
解析：《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5.4.1 下列场所的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应设置消防水泵接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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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层民用建筑；
2.设有消防给水的住宅、超过五层的其他多层民用建筑；
3.超过 2 层或建筑面积大于 10000m2 的地下或半地下建筑（室）、室内消火栓设计流量大于
10L/s 平战结合的人防工程；
4.高层工业建筑和超过四层的多层工业建筑；
5.城市交通隧道。
5.4.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水喷雾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和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等水灭火系
统，均应设置消防水泵接合器。
5.4.3 消防水泵接合器的给水流量宜按每个 10L/s～15L/s 计算。每种水灭火系统的消防水泵接
合器设置的数量应按系统设计流量经计算确定，但当计算数量超过 3 个时，可根据供水可靠性
适当减少。想获取更多资料，欢迎关注大立教育“消防工程师备考助手”！
5.4.4 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向多栋建筑供水时，消防水泵接合器应在每座建筑附近就近设置。
6.对该工厂临时高低消防栓水系统流量开关进行动作流量测式，动作流量选取范围不适宜的有
A.大于系统漏水量，小于系统流量水量与 1 个消防栓的设计流量之和
B.大于系统水量与 1 个喷的设计流量之和
C.大于系统漏水量，小于系统漏水量-1 个喷头的最低设计流量之和，
D.大于系统漏水量，小于系统漏水量与 1 个消防栓的最低设计量之和
E.小于系统漏水量与 1 个喷头的最低设计流量和 1 个消防栓的最低设计流量之和
答案：ADBE
解析：《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5.3.2 稳压泵的设计流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稳压泵的设计流量不应小于消防给水系统管网的正常泄漏量和系统自动启动流量；
2 消防给水系统管网的正常泄漏量应根据管道材质、接口形式等确定，当没有管网泄漏量数据
时，稳压泵的设计流量宜按消防给水设计流量的 1%～3%计，且不宜小于 1L/s；
11.0.4 消防水泵应由消防水泵出水干管上设置的压力开关、高位消防水箱出水管上的流量开
关，或报警阀压力开关等开关信号应能直接自动启动消防水泵。
大于系统漏水量是前提保证。另，本题是合用系统，无论是最不利点喷头或最不利消火栓动作
时，系统应启动。
7.该工厂消防水泵房的下列选址方案中经济合理的有()
A.消防水泵房与⑤仓库贴邻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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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消防水泵房设置在①车间内
C.消防水系房设置在⑥仓库内
D.消防水泵房设置在⑦办公楼地下室
E.消防水泵房设置在⑩仓库
答案：CD
解析：从管道选型与节约用地考虑
8.关于该工厂消防水泵启平的说法，正确的有()
A.消防水泵应能自动启停和手动启动
B.消火栓按钮不宜作为直接启动消防水泵的开关
C.机械应急启动时，应确保消防水泵在报警后 50min 内正常工作
D.当功率较大时，消防水泵宜采用有源器件启动
E.消防控制室设置专用线路连接的手动直接启动消防泵按钮后，可以不设置机械应急泵功能。
答案：BC
解析：《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11.0.2 消防水泵不应设置自动停泵的控制功能，停泵应由具有管理权限的工作人员根据火灾扑
救情况确定。A 错误
11.0.14 火灾时消防水泵应工频运行，消防水泵应工频直接启泵；当功率较大时，宜采用星三
角和自耦降压变压器启动，不宜采用有源器件启动。D 错误
11.0.12 消防水泵控制柜应设置机械应急启泵功能，并应保证在控制柜内的控制线路发生故障
时由有管理权限的人员在紧急时启动消防水泵。机械应急启动时，应确保消防水泵在报警
5.0min 内正常工作。E 错误。
9.改工厂下列建筑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置场所火灾危险等级的划分中，正确的有()
A.⑦办公楼:中危险级
B.③车间:中危险级
C.⑤仓库:仓库危险级
D.⑥仓库:仓库危险级
E.⑩车库:中危险 l 级
答案：BCD
解析：根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2017
单多层办公楼轻危险，A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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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车间为高层服装生产车间，中危险Ⅱ级，B 正确。
⑤仓库为布料仓库，⑥仓库为成品服装，两座仓库均为仓库危险Ⅱ级，CD 正确。
⑩车库，地下车库为中危险Ⅱ级，E 错误。
第三题
某 家 具 生 产 厂 房 ， 每 层 建 筑 面 积 13000m2 ， 现 浇 混 凝 土 框 架 结 构 ( 截 面 积 最 小 尺 寸
400mm*500mm，保护层厚度 20mm)，黏土砖墙围护。不燃性楼板耐火极限不低于 1.50h,屋
顶承重构件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1.00h 的钢结构，不上人屋面采用芯材为岩棉的彩钢夹芯板
(质量为 58kg/m2),建筑相关信息及总平面布局见图 1。家具生产厂房内设置建筑面积为
300m2 半地下中间仓库，储存不超过一昼夜用量的油漆和稀释剂，主要成分为甲苯和二甲苯。
在家具生产厂房二层东南角贴临外墙布置 550m2 喷漆工段，采用封闭喷漆工艺，并用防火隔
墙与其他部位隔开，防火隔墙上设置一樘在火灾时能自动关闭的甲级防火门。中间仓库和喷漆
工段采用防静电不发火花地面，外墙上设置通风口，全部电气设备按规定选用防爆设备。在一
层室内西北角布置 500m2 变配器室(每台设备装油量 65kg)，并用防火隔墙与其他部位隔开，
该家具生产厂房的安全疏散和建筑消防设施的设置符合消防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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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材料，回答下列问题(共 20 分):
1.该家具生产厂房的耐火等級为几级?分别指出该厂房、厂房内的中间仓库、喷漆工段、变配
电室的火灾危险性类别。
2. 家具生产厂房与办公楼、玩具生产厂房、瓶装液氯仓库、电解食盐水厂房的防火间距分别
不应小于多少米?
3. 家具生产厂房地上各层至少应划分几个防火分区?该厂房在平面布置和建筑防爆措施方面
存在什么问题?
4. 喷漆工段内若设置管、沟和下水道，应采取哪些防爆措施?
5.计算喷漆工段泄压面积(喷漆工段长径比<3，C=0.110m2 /m3 ， 5502/3 =67，27502/3=196，
120002/3=524，130002/3=553)。
参考答案：
1.该家具生产厂房的耐火等级为几级？分别指出该厂房、厂房内的中间仓库喷漆工段，配电室
的火危险性类别。
【答案】
一级耐火等级，从构件耐火等级判断。中间仓库的火灾危险性为甲类（甲苯和二甲苯）喷漆工
段火灾危险性为甲类，变配电室（每台设备装油量 65kg）丙类，因为 550/13000=4.23%所以厂
房的危险性也是丙类
2.家具生产厂房动办公楼，玩具生产厂房，瓶装液氯仓库，电解食盐水厂房的防火间距分另别
不应小于多少米？
【答案】
1）与办公楼防火间距：15 米
一级耐火等级多层丙类厂房与二类高层民用建筑防火间距 15m
2）与玩具生产厂房间距 13m
一级耐火多层丙类厂房与二级耐火丙类高层厂房防火间距 13m
3）与电解食盐水厂房间距：12+0+0=12 米
一级耐火多层丙类厂房与二级耐火等级甲类多层厂房
4）与液氯仓库间距：10+0-0=10 米
一级耐火多层丙类厂房与一级耐火乙类单层仓库防火间距 10m
3.家具生产厂房地上各层至少应划分几个防火分区该厂房在平面布置和建筑防爆措施方面存
在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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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防火分区问题
丙类一级多层厂房，防火分区面积 6000m2，设自喷 12000m2，每层 2 个防火分区
（2）平面布置防爆措施问题
1）甲类中间仓库设置在半地下不对。甲类中间仓库不能设置在地下半地下应设置在顶层靠外
墙，并设置泄压设施，并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4.00h 的防火墙与其他区域分隔
2）中间仓库面积超过规定值，甲 1 项面积不得超过 250m2；
3）外墙上直接设通风口，不合理甲类危险气体应经过处理再排放；
4.喷漆工段内若设置管，沟和下水道，应采取哪些防爆措施？
【答案】
（1）中间仓库，其管、沟不应与相邻厂房的管、沟相通，下水道应设置隔油设施。
（2）中间仓库应设置防止液体流散的设施
（3）不宜设置地沟，若设置盖板要严密采取防止可燃气体、可燃蒸气和粉尘、纤维在地沟积
聚。
（4）生产厂房中排出的空气，如含有燃烧或爆炸危险的粉尘、纤维如棉、毛、麻等），易造
成火灾的迅速蔓延应在通风机前设滤尘器对空气进行净化处理后排放
5.计算喷漆工段泄压面积（喷漆工段长径比<3，C-0.110m2/m3，5502/3 =67，27502/3=196，
120002/3=524，130002/3=553）
【答案】
泄压面积=10CV23-10×0.11×（550×5）93=215.6m2
第四题
某综合楼，地下 1 层，地上 5 层，局部 6 层，一层室内地坪标高为±0.000m，室外地坪标高为
-0.600m，屋顶为平屋面。该楼为钢筋混凝土现浇框架结构，柱的耐火极限为 5.00h，梁、楼板、
疏散楼梯的耐火极限为 2.50h:防火墙、楼梯间的墙和电梯井的墙均采用加气混凝土砌块墙，耐
火极限均为 5.00h: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和房间隔墙均采用钢龙骨两面钉耐火纸面石膏板(中间
填 100mm 厚隔音玻璃丝棉)，耐火极限均为 1.50h:以上构件燃烧性能均为不燃性。吊顶采用木
吊顶搁栅钉 10mm 厚纸面石膏板，耐火极限为 0.25h。想获取更多资料，欢迎关注大立教育“消
防工程师备考助手”！
该综合楼除地上一层层高 4.2m 外，其余各层层高均为 3.9m，建筑面积均为 960 ㎡，顶层建筑
面积 100 ㎡。各层用途及人数为:地下一层为设备用房和自行车库，人数 30 人；一层为门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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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餐厅，人数 100 人；二层为餐厅，人数 240 人；三层为歌舞厅(人数需计算)；四层为健
身房，人数 100 人；五层为儿童舞蹈培训中心，人数 120 人。地上各层安全出口均为 2 个，地
下一层 3 个，其中一个为自行车出口。
楼梯 1 和楼梯 2 在各层位置相同，采用敞开楼梯间。在地下一层楼梯间入口处设有净宽 1.50m
的甲级防火门(编号为 FM1)，开启方向顺着人员进入地下一层的方向。
该综合楼三层平面图如图 2 所示。图中 M1、M2 为木质隔音门，净宽分别为 1.30m 和 0.90m；
M4 为普通木门，净宽 0.90m；JXM1、JXM2 为丙级防火门，门宽 0.60m。
该建筑全楼设置中央空调系统和湿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消防设施，各消防系统按照国家消防
技术标准要求设置且完整好用。

根据以上材料，回答下列问题(共 24 分)
1.计算该综合楼建筑高度，并确定该综合楼的建筑分类。
2.判断该综合楼的耐火等级是否满足规范要求，并说明理由。
3.该综合楼的防火分区划分是否满足规范要求，并说明理由。
4.计算一层外门的最小总净宽度和二层疏散楼梯的最小总净宽度。
5.指出该综合楼在平面布置和防火分隔方面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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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指出题干和图 2 中在安全疏散方面存在的问题。
参考答案（图片不清晰答案仅供参考）
1. 计算该综合楼建筑高度，并确定该综合楼的建筑分类。
解析：
建筑高度二 4. 2+3. 9*5+0. 6=24. 3m,该建筑为二类高层公共建筑。
解析：局部突出屋顶的瞭望塔、冷却塔、水箱间、微波天线间或设施、电梯机房、排风和排烟
机房以及楼梯出口小间等 辅助用房占屋面面积不大于 1/4 者，可不计入建筑高度。本题为说
明局部面积的使用用途，所以要计入。
2. 判断该综合楼的耐火等级是否满足规范要求，并说明理由。
解析：
该综合楼的耐火等级满足要求。
理由：
二类高层公共建筑，地上部分建筑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地下部分建筑耐火等级不低于一级。
该建筑其他建筑构件满足一级耐火等级要求，木吊顶搁栅钉 10mm 厚纸面石膏板为难燃 0. 25h,
符合二级耐火等级难燃 0. 25h 的要求。地下部分是 设备用房和自行车库不考虑吊顶，故地上
耐火等级不满足要求，地下满足要求。
3. 该综合楼的防火分区划分是否满足规范要求，并说明理由。
解析：
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防火分区均满足要求：
原因：
(1) 地上部分防火分区满足要求。原因：二类高层公共建筑，地上部分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
许面积不大于 1500 m2, 设置自喷为 3000 m2,本题每层 960 m2,故一个防火分区满足要求。
(2) 地下部分防火分区满足要求，地下部分自行车设自喷库防火分区最大面积是 1000 m2,设备
用房最大是 2000 m2 地 下就算按最不利的 1000 廿来划分 1 个防火分区也是满足要求。
4. 计算一层外门的最小总净宽度和二层疏散楼梯的最小总净宽度。
解析：
一层外门最小总净宽度：三层人数:740*0. 5/100=3. 7m (图不清晰，无法计算准确面积，记得是
740)
二层疏散楼梯最小总净宽度：740*0. 54/100=3. 7m (图不清晰，无法计算准确面积，记得是 740)
解析：该建筑 5 层，百人宽度指标为 Im/百人：歌舞娱乐场所可以不考虑内部走道和厕所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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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只计入厅室的面积。
5. 指出该综合楼在平面布置和防火分隔方面存在的问题。
解析
平面布置：
儿童舞蹈培训中心不应该布置在 5 层，不得超过 3 层。
防火分隔：
① 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和房间隔墙均耐火极限均为 1. 50h,不合理；应釆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
OOh 的防火隔墙进行分隔。
② Ml、M2 为木质隔音门，不合理；应釆用乙级防火门。
③ 疏散楼梯间没有在首层进行分割，不合理；疏散楼梯间应在首层釆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 小
时的防火隔墙和乙级防火门 进行分隔。
6. 指出题干和图 2 中在安全疏散方面存在的问题。
问题：
在地下一层楼梯间入口处设有净宽 1.50m 的甲级防火门，开启方向顺着人员进入地下一层的方
向，不合理；疏散门
① 应 向疏散方向开启。
② 图示中，大包间、大舞厅疏散门的方向均向内开启，不合理；应向外开启。
③ 大包间面积为 60m2，超过 50 m2,设置 1 个疏散门，不合理；应设置不少于 2 个疏散门
④ 楼梯 1 和楼梯 2,釆用敞开楼梯间，不合理；应釆用封闭楼梯间
疏散楼梯的宽度为 1.5m,不满足要求，本层需要的总净宽为 3. 7m, 一个楼梯最少是 1. 85m
⑤ 大舞厅的 Ml 和 M2 宽度不足，至少应大于 1.4m
⑥ 大舞厅的疏散距离超标，最大为 11. 25,图中为 14. 5m
⑦ 自行车库 1 个出口不合理，至少 2 个安全出口
⑧ 右边疏散楼梯首层没有直通室外，且没有做封闭的扩大前室
⑨ 疏散楼梯间没有在首层进行防火分隔，不合理
第五题
某高层商业综合楼，地下 2 层，地上 30 层，地上一层至五层为商场，按规范要求设置了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防排烟系统等建筑消防设施，业主委托某消防
技术服务机构对消防设施进行了检测，检测过程及结果如下:
1，火灾自动报警设施功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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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随机抽查 20 只感烟探测器，加烟进行报警功能试验。其中，1 只不报警，1 只报警位置信
息显示不正确，其余 18 只报警功能正常。
2.火灾警报器及消防应急广播联动控制功能检测
将联动控制器设置为自动工作方式，在八层加烟触发 1 只感烟探测器报警，八层的声光警报器
启动，再加烟触发八层的另 1 只感烟探测器报警，七、八、九层的消防应急广播同时启动、同
时播放报警及疏散信息。
3.排烟系统联动控制功能检测
将联动控制器设置为自动工作方式，在二十八层走道按下 1 只报警按钮，控制器输出该层排烟
阀启动信号，现场查看排烟阀已经打开，对应的排烟风机没有启动。按下排烟风机现场电控箱
上的手动启动按钮，排烟风机正常启动。
4.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功能检测
在商业综合楼一层模拟触发火灾报警系统 2 只探测器报警，火灾报警控制器发出火灾报警输出
信号，商业综合楼地面上的疏散指示标志灯具一直没有应急点亮，手动操作应急照明控制器应
急启动，所有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灯具转入应急工作状态。
根据以上材料，回答下列问题(共 20 分)
1.该商业综合楼感烟探测器不报警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报警位置信息不正确应如何解决？想
获取更多资料，欢迎关注大立教育“消防工程师备考助手”！
2.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该商业综合楼火灾警报器及消
防应急广播的联动控制功能是否正常？为什么？
3.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该商业综合楼排烟系统联动控
制功能是否正常？为什么？联动控制排烟风机没有启动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4.商业综合楼地面上的疏指示标志灯县应选用哪种类型？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功能
是否正常？为什么？
5.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功能检测过程中，该商业综合楼地面上的疏散指示标志灯具一
直没有点亮的原因有哪些？
参考答案
1. 该商业综合楼感烟探测器不报警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报警位置信息不正确应如何解决？
解析：
(1) 探测器不报警原因
① 探测器本身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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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探测器与底座脱落
③ 报警总线与底座接触不良
④ 探测器接口板故障
(2) 位置信息不正确解决措施：重新给这个探测器编码并登记正确的位置信息。
2.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该商业综合楼火灾警报器及消
防应急广播的联动控 制功能是否正常？为什么？
解析：
不正常；
理由：
背景描述不满足以下要求：
① 联动触发信号应釆用两个独立的报警触发装置报警信号的“与”逻辑组合。
②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在确认火灾后启动建筑内的所有火灾声光警报器和消防应急广播。
③ 火灾声警报应与消防应急广播交替循环播放。
3.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该商业综合楼排烟系统联动
控制功能是否正常？为什 么？联动控制排烟风机没有启动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解析：
不正常
理由：
背景描述不满足以下要求：
① 应由同一防烟分区内的两只独立的火灾探测器的报警信号，作为排烟口、排烟窗或排烟阀
开启的联动触发信号。
② 火系统中任一排烟阀或排烟口开启时，排烟风机应自动启动
(2) 风机未启动原因：
① 联动逻辑错误
② 排烟风机电控箱处于手动状态
③ 联动控制器至风机电控箱的连线故障
④ 模块故障。
4. 商业综合楼地面上的疏指示标志灯具应选用哪种类型？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功能
是否正常？为什么？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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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集中控制型、集中电源 A 型灯具。
(2) 不正常
理由：应急照明控制器接收到火灾报警控制器的火灾报警输出信号后，应自动控制系统所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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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功能检测过程中，该商业综合楼地面上的疏散指示标志灯具一
直没有点亮的原因有哪 些？
解析：
(1) 联动逻辑错误
(2) 应急照明控制器处于手动状态。
(3) 火灾报警控制器至应急照明控制器的连线故障
(4）模块故障。
第六题
东北某金数据中心建筑，共 4 层，总建筑面积为 11200m3，一层为高低压配电室，消防水泵房，
消防控制室，办公室等，二层为记录(纸)介质库，三层为记录(纸)介质(备用)及重要客户档案室
等，四层为数据处理机房，通讯机房，二、三层设置了预作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使用酒水喷
头 896 只(其中吊顶上，下使用喷头的数量各为 316 只，其余部位使用喷头数量为 264 只)，高
低压配电室，数据处理机房。
通讯机房不用组合分配方式 IG541 混合气体灭火系统进行防护，IG541 混合气体灭系统的灭火
剂储瓶共 96 只，规格为 90L，一级充压，储瓶间内的温度约 5℃。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进行检测时发现：
1.预作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置了 2 台预作用报警阀组，消防技术务机构人员认为其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现范》(GB50084)的相关现定。
2.预作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处于瘫状态，据业主反映:该系统的气泵控制箱长期显示低压报警，
导致气泵一直运行，对所有的供水供气管路，组件及接口进行过多次水压试验及气密性检查，
对气泵密闭性能做了多次核查，均没有发现问题，无奈才关闭系统。
3.高低压配电室的门扇下半部为百叶，作为泄压口使用。
4.IG541 气体灭火系统灭火剂储存装置的压力表显示为 13.96MPa，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人员认为
压力偏低，有可能存在灭火剂而缓慢泄漏情况。

根据以上材料，回答下列问题(共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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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预作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至少应设置几台预作用报警阀组？为什么？
2.对预作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行检测时，除气泵外，至少还需检测哪些设备或组件？
3.列举可能造成预作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气泵控制箱长期显示低压报警，气泵一直运行的原
因。
4.高低压配电室的泄压口设置合标准规范要求吗？简述理由。
5.消防技水服务机构人员认为 IG541 气体灭火系统灭火剂储存“压力偏低”“有可能存在灭火
剂缓慢泄漏情况”是否正确？简述理由。
参考答案：
1. 该预作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至少应设置几台预作用报警阀组？为什么？
解析：
1套
理由：316+264W80V800 只喷头。
2. 对预作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进行检测时，除气泵外，至少还需检测哪些设备成组件？
解析：
（1）预作用阀组
（2）水流指示器
（3）末端试水装置
（4）喷头
（5）压力开关
（6）水力警铃。
3. 列举可能造成该预作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泵控制箱长期显示低压报警、气泵一直运行的原
因。
解析：
（1）系统侧管道有渗漏
(2)有喷头损坏
(3) 末端试水装置未关闭
(4) 气泵控制箱故障
(5) 供气管道压力开关故障或设定值不正确
(6) 气泵损坏。
4, 高低压配电宝的泄压口设置符合标准规范要求吗？简述理由。

华科培优—培养优秀之才
解析：
符合要求。
理由：IG541 气体灭火系统对泄压口的设置位置没有要求，可以利用门窗下半部的百叶作为泄
压口。
5.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人员认为 IG541 气体灭火系统灭火剂储存“压力偏低”有可能存在灭火剂
缓慢泄漏情况是否正确？ 简述理由。
解析：
正确。理由：
(1) 检测要求同验收检测，IG541 压力不应低于设计压力。
(2) IG541 系统一级充压压力 15MPa (20°C),在 5°C 时压力应为 14. 23MPa。
背景中检测压力为 13.93MP&显然是有压力泄露或压力表有故障。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人员认为
有可能存在灭火剂 缓慢泄漏情况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