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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1042号 

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0720-2011，自 2011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3.2.1、4.2.1（1）、4.2.2（1）、4.3.3、5.1.4、5.3.5、5.3.6、5.3.9、

6.2.1、6.2.3、6.3.1（3、5、9）、6.3.3（1）条（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〇一一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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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09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

(建标[2009]88 号)的要求，由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和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

共同编制完成的。 

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认真总结我国建设工程施

工现场消防工作经验和火灾事故教训，充分考虑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工作的实际需要，广泛听取

有关部门和专家意见，最后经审定稿。 

本规范共分 6 章，主要内容有：总则、术语、总平面布局、建筑防火、临时消防设施、防火管

理。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由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规范在执行过程中，希望各单位注意经验的总结和积累，如发现需要

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建议寄至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地址：湖南省长沙市中意一路 

158 号，邮政编码：410004，邮箱：xfbz@cscec5b.com.cn)，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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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 CN00119 

1 总则 

1.0.1 为预防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火灾，减少火灾危害，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制定本规范。 

条文说明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等各类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防火。  条文说明 

1.0.3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防火必须遵循国家有关方针、政策，针对不同施工现场的火灾特点，立足

自防自救，采取可靠防火措施，做到安全可靠、经济合理、方便适用。  条文说明 

1. 0.4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防火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 

2.0.1 临时用房 temporary construction 

    在施工现场建造的，为建设工程施工服务的各种非永久性建筑物，包括办公用房、宿舍、厨房操

作间、食堂、锅炉房、发电机房、变配电房、库房等。  条文说明 

2.0.2 临时设施 temporary facility 

    在施工现场建造的，为建设工程施工服务的各种非永久性设施，包括围墙、大门、临时道路、材

料堆场及其加工场、固定动火作业场、作业棚、机具棚、贮水池及临时给排水、供电、供热管线等。 

条文说明 

2.0.3 临时消防设施 temporary fire control facility 

    设置在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用于扑救施工现场火灾、引导施工人员安全疏散等的各类消防设施， 包

括灭火器、临时消防给水系统、消防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识、临时疏散通道等。  条文说明 

2.0.4 临时疏散通道 temporary evacuation route 

    施工现场发生火灾或意外事件时，供人员安全撤离危险区域并到达安全地点或安全地带所经的路

径。  条文说明 

2.0.5 临时消防救援场地 temporary fire fighting and rescuesite 

    施工现场中供人员和设备实施灭火救援作业的场地。 

3 总平面布局 

3.1 一般规定 

3.1.1 临时用房、临时设施的布置应满足现场防火、灭火及人员安全疏散的要求。  条文说明 

3.1.2 下列临时用房和临时设施应纳入施工现场总平面布局： 

    1 施工现场的出入口、围墙、围挡。 

    2 场内临时道路。 

    3 给水管网或管路和配电线路敷设或架设的走向、高度。 

    4 施工现场办公用房、宿舍、发电机房、变配电房、可燃材料库房、易燃易爆危险品库房、可燃

材料堆场及其加工场、固定动火作业场等。 

    5 临时消防车道、消防救援场地和消防水源。  条文说明 

3.1.3 施工现场出入口的设置应满足消防车通行的要求，并宜布置在不同方向，其数量不宜少于 2 

个。当确有困难只能设置 1 个出入口时，应在施工现场内设置满足消防车通行的环形道路。 

条文说明 

3.1.4 施工现场临时办公、生活、生产、物料存贮等功能区宜相对独立布置，防火间距应符合本规范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45.htm#10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45.htm#10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45.htm#10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46.htm#20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46.htm#20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46.htm#20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46.htm#20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729.htm#3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729.htm#3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729.htm#313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GB 50720-2011                         中国消防规范网 gf.1190119.com 

6 

 

公众号 CN00119 

第 3.2.1 条和第 3.2.2 条的规定。  条文说明 

3.1.5 固定动火作业场应布置在可燃材料堆场及其加工场、易燃易爆危险品库房等全年最小频率风向

的上风侧，并宜布置在临时办公用房、宿舍、可燃材料库房、在建工程等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

侧。  条文说明 

3.1.6 易燃易爆危险品库房应远离明火作业区、人员密集区和建筑物相对集中区。 

3.1.7 可燃材料堆场及其加工场、易燃易爆危险品库房不应布置在架空电力线下。  条文说明 

3.2 防火间距 

3.2.1 易燃易爆危险品库房与在建工程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15m，可燃材料堆场及其加工场、固定

动火作业场与在建工程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10m，其他临时用房、临时设施与在建工程的防火间距

不应小于 6m。  条文说明 

3.2.2 施工现场主要临时用房、临时设施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3.2.2 的规定，当办公用房、宿舍成

组布置时，其防火间距可适当减小，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组临时用房的栋数不应超过 10 栋，组与组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8m。 

    2 组内临时用房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3.5m，当建筑构件燃烧性能等级为 A 级时，其防火间

距可减少到 3m。  条文说明 

 

 

3.3 消防车道 

3.3.1 施工现场内应设置临时消防车道，临时消防车道与在建工程、临时用房、可燃材料堆场及其加

工场的距离不宜小于 5m，且不宜大于 40m；施工现场周边道路满足消防车通行及灭火救援要求时，

施工现场内可不设置临时消防车道。  条文说明 

3.3.2 临时消防车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729.htm#31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729.htm#31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729.htm#31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737.htm#32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737.htm#3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746.htm#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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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临时消防车道宜为环形，设置环形车道确有困难时，应在消防车道尽端设置尺寸不小于 12m

×l2m 的回车场。 

    2 临时消防车道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 4m。 

    3 临时消防车道的右侧应设置消防车行进路线指示标识。 

    4 临时消防车道路基、路面及其下部设施应能承受消防车通行压力及工作荷载。  条文说明 

3.3.3 下列建筑应设置环形临时消防车道，设置环形临时消防车道确有困难时，除应按本规范第 3.3.2

条的规定设置回车场外，尚应按本规范第 3.3.4 条的规定设置临时消防救援场地： 

    1 建筑高度大于 24m 的在建工程。 

    2 建筑工程单体占地面积大于 3000m2 的在建工程。 

    3 超过 10 栋，且成组布置的临时用房。  条文说明 

3.3.4 临时消防救援场地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临时消防救援场地应在在建工程装饰装修阶段设置。 

    2 临时消防救援场地应设置在成组布置的临时用房场地的长边一侧及在建工程的长边一侧。 

    3 临时救援场地宽度应满足消防车正常操作要求，且不应小于 6m，与在建工程外脚手架的净距

不宜小于 2m，且不宜超过 6m。  条文说明 

4 建筑防火 

4.1 一般规定 

4.1.1 临时用房和在建工程应采取可靠的防火分隔和安全疏散等防火技术措施。  条文说明 

4.1.2 临时用房的防火设计应根据其使用性质及火灾危险性等情况进行确定。  条文说明 

4.1.3 在建工程防火设计应根据施工性质、建筑高度、建筑规模及结构特点等情况进行确定。 

条文说明 

4.2 临时用房防火 

4.2.1 宿舍、办公用房防火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等级应为 A 级。当采用金属夹芯板材时，其芯材的燃烧性能等级应为 A 

级。 

    2 建筑层数不应超过 3 层，每层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300m²。 

    3 层数为 3 层或每层建筑面积大于 200m²时，应设置至少 2 部疏散楼梯，房间疏散门至疏散楼

梯的最大距离不应大于 25m。 

    4 单面布置用房时，疏散走道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1.0m；双面布置用房时，疏散走道的净宽度不应

小于 1.5m。 

    5 疏散楼梯的净宽度不应小于疏散走道的净宽度。 

    6 宿舍房间的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30m²，其他房间的建筑面积不宜大于 100m²。 

    7 房间内任一点至最近疏散门的距离不应大于 15m，房门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0.8m；房间建筑面

积超过 50m²时，房门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1.2m。 

    8 隔墙应从楼地面基层隔断至顶板基层底面。 

4.2.2 发电机房、变配电房、厨房操作间、锅炉房、可燃材料库房及易燃易爆危险品库房的防火设计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等级应为 A 级。 

    2 层数应为 1 层，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200m²。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746.htm#33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746.htm#33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746.htm#33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748.htm#4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748.htm#4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748.htm#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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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可燃材料库房单个房间的建筑面积不应超过 30m²，易燃易爆危险品库房单个房间的建筑面积

不应超过 20m²。 

    4 房间内任一点至最近疏散门的距离不应大于 10m，房门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0.8m。 

4.2.3 其他防火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宿舍、办公用房不应与厨房操作间、锅炉房、变配电房等组合建造。  

    2 会议室、文化娱乐室等人员密集的房间应设置在临时用房的第一层，其疏散门应向疏散方向开

启。 

4.3 在建工程防火 

4.3.1 在建工程作业场所的临时疏散通道应采用不燃、难燃材料建造，并应与在建工程结构施工同步

设置，也可利用在建工程施工完毕的水平结构、楼梯。  条文说明 

4.3.2 在建工程作业场所临时疏散通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0.5h。 

    2 设置在地面上的临时疏散通道，其净宽度不应小于 1.5m；利用在建工程施工完毕的水平结构、

楼梯作临时疏散通道时，其净宽度不宜小于 1.0m；用于疏散的爬梯及设置在脚手架上的临时疏散通

道，其净宽度不应小于 0.6m。 

    3 临时疏散通道为坡道，且坡度大于 25 时，应修建楼梯或台阶踏步或设置防滑条。 

    4 临时疏散通道不宜采用爬梯，确需采用时，应采取可靠固定措施。 

    5 临时疏散通道的侧面为临空面时，应沿临空面设置高度不小于 1.2m 的防护栏杆。 

    6 临时疏散通道设置在脚手架上时，脚手架应采用不燃材料搭设。 

    7 临时疏散通道应设置明显的疏散指示标识。 

    8 临时疏散通道应设置照明设施。  条文说明 

4.3.3 既有建筑进行扩建、改建施工时，必须明确划分施工区和非施工区。施工区不得营业、使用

和居住；非施工区继续营业、使用和居住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区和非施工区之间应采用不开设门、窗、洞口的耐火极限不低于 3.0h的不燃烧体隔墙进

行防火分隔。 

  2 非施工区内的消防设施应完好和有效，疏散通道应保持畅通，并应落实日常值班及消防安全

管理制度。 

  3 施工区的消防安全应配有专人值守，发生火情应能立即处置。 

  4 施工单位应向居住和使用者进行消防宣传教育，告知建筑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的位置及使用

方法，同时应组织疏散演练。 

  5 外脚手架搭设不应影响安全疏散、消防车正常通行及灭火救援操作，外脚手架搭设长度不应

超过该建筑物外立面周长的 1／2。  条文说明 

4.3.4.外脚手架、支模架的架体宜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搭设，下列工程的外脚手架、支模架的架体应

采用不燃材料搭设： 

    1 高层建筑。 

    2 既有建筑改造工程。  条文说明 

4.3.5 下列安全防护网应采用阻燃型安全防护网： 

    1 高层建筑外脚手架的安全防护网。 

    2 既有建筑外墙改造时，其外脚手架的安全防护网。 

    3 临时疏散通道的安全防护网。  条文说明 

4.3.6 作业场所应设置明显的疏散指示标志，其指示方向应指向最近的临时疏散通道入口。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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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4.3.7 作业层的醒目位置应设置安全疏散示意图。  条文说明 

5 临时消防设施 

5.1 一般规定 

5.1.1  施工现场应设置灭火器、临时消防给水系统和应急照明等临时消防设施。  条文说明 

5.1.2  临时消防设施应与在建工程的施工同步设置。房屋建筑工程中，临时消防设施的设置与在建工

程主体结构施工进度的差距不应超过 3 层。  条文说明 

5.1.3  在建工程可利用已具备使用条件的永久性消防设施作为临时消防设施。当永久性消防设施无法

满足使用要求时，应增设临时消防设施，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5.2～5.4 节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5.1.4 施工现场的消火栓泵应采用专用消防配电线路。专用消防配电线路应自施工现场总配电箱的

总断路器上端接入，且应保持不间断供电。  条文说明 

5.1.5  地下工程的施工作业场所宜配备防毒面具。 

5.1.6  临时消防给水系统的贮水池、消火栓泵、室内消防竖管及水泵接合器等应设置醒目标识。 

5.2 灭火器 

5.2.1 在建工程及临时用房的下列场所应配置灭火器： 

    1 易燃易爆危险品存放及使用场所。 

    2 动火作业场所。 

    3 可燃材料存放、加工及使用场所。 

    4 厨房操作间、锅炉房、发电机房、变配电房、设备用房、办公用房、宿舍等临时用房。 

    5 其他具有火灾危险的场所。 

5.2.2 施工现场灭火器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灭火器的类型应与配备场所可能发生的火灾类型相匹配。 

    2 灭火器的最低配置标准应符合表 5.2.2-1 的规定。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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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灭火器的配置数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的有关规定经计

算确定，且每个场所的灭火器数量不应少于 2 具。 

    4 灭火器的最大保护距离应符合表 5.2.2-2 的规定。  

 

5.3 临时消防给水系统 

5.3.1 施工现场或其附近应设置稳定、可靠的水源，并应能满足施工现场临时消防用水的需要。 

    消防水源可采用市政给水管网或天然水源。当采用天然水源时，应采取确保冰冻季节、枯水期最

低水位时顺利取水的措施，并应满足临时消防用水量的要求。  条文说明 

5.3.2 临时消防用水量应为临时室外消防用水量与临时室内消防用水量之和。  条文说明 

5.3.3 临时室外消防用水量应按临时用房和在建工程的临时室外消防用水量的较大者确定，施工现场

火灾次数可按同时发生 1 次确定。  条文说明 

5.3.4 临时用房建筑面积之和大于 1000m²或在建工程单体体积大于 10000m3 时，应设置临时室外消

防给水系统。当施工现场处于市政消火栓 150m 保护范围内，且市政消火栓的数量满足室外消防用水

量要求时，可不设置临时室外消防给水系统。  条文说明 

5.3.5 临时用房的临时室外消防用水量不应小于表 5.3.5的规定。  条文说明 

 

5.3.6 在建工程的临时室外消防用水量不应小于表 5.3.6的规定。  条文说明 

 

5.3.7 施工现场临时室外消防给水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给水管网宜布置成环状。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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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临时室外消防给水干管的管径，应根据施工现场临时消防用水量和干管内水流计算速度计算确

定，且不应小于 DN100。 

    3 室外消火栓应沿在建工程、临时用房和可燃材料堆场及其加工场均匀布置，与在建工程、临时

用房和可燃材料堆场及其加工场的外边线的距离不应小于 5m。 

    4 消火栓的间距不应大于 120m。 

    5 消火栓的最大保护半径不应大于 150m。  条文说明 

5.3.8 建筑高度大于 24m 或单体体积超过 30000m3 的在建工程，应设置临时室内消防给水系统。 

条文说明 

5.3.9 在建工程的临时室内消防用水量不应小于表 5.3.9的规定。  条文说明 

 

 

5.3.10 在建工程临时室内消防竖管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消防竖管的设置位置应便于消防人员操作，其数量不应少于 2 根，当结构封顶时，应将消防竖

管设置成环状。 

    2 消防竖管的管径应根据在建工程临时消防用水量、竖管内水流计算速度计算确定，且不应小于 

DN100。  条文说明 

5.3.11 设置室内消防给水系统的在建工程，应设置消防水泵接合器。消防水泵接合器应设置在室外

便于消防车取水的部位，与室外消火栓或消防水池取水口的距离宜为 15m～40m。  条文说明 

5.3.12 设置临时室内消防给水系统的在建工程，各结构层均应设置室内消火栓接口及消防软管接口，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消火栓接口及软管接口应设置在位置明显且易于操作的部位。 

    2 消火栓接口的前端应设置截止阀。 

    3 消火栓接口或软管接口的间距，多层建筑不应大于 50m，高层建筑不应大于 30m。  条文说明 

5.3.13 在建工程结构施工完毕的每层楼梯处应设置消防水枪、水带及软管，且每个设置点不应少于 2

套。  条文说明 

5.3.14 高度超过 100m 的在建工程，应在适当楼层增设临时中转水池及加压水泵。中转水池的有效容

积不应少于 10m3，上、下两个中转水池的高差不宜超过 100m。  条文说明 

5.3.15 临时消防给水系统的给水压力应满足消防水枪充实水柱长度不小于 10m 的要求；给水压力不

能满足要求时，应设置消火栓泵，消火栓泵不应少于 2 台，且应互为备用；消火栓泵宜设置自动启

动装置。  条文说明 

5.3.16 当外部消防水源不能满足施工现场的临时消防用水量要求时，应在施工现场设置临时贮水池。

临时贮水池宜设置在便于消防车取水的部位，其有效容积不应小于施工现场火灾延续时间内一次灭

火的全部消防用水量。  条文说明 

5.3.17 施工现场临时消防给水系统应与施工现场生产、生活给水系统合并设置，但应设置将生产、

生活用水转为消防用水的应急阀门。应急阀门不应超过 2 个，且应设置在易于操作的场所，并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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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明显标识。  条文说明 

5.3.18 严寒和寒冷地区的现场临时消防给水系统应采取防冻措施。 

5.4 应急照明 

5.4.1 施工现场的下列场所应配备临时应急照明： 

    1 自备发电机房及变配电房。 

    2 水泵房。 

    3 无天然采光的作业场所及疏散通道。 

    4 高度超过 100m 的在建工程的室内疏散通道。 

    5 发生火灾时仍需坚持工作的其他场所。  条文说明 

5.4.2 作业场所应急照明的照度不应低于正常工作所需照度的 90％，疏散通道的照度值不应小于

0.5lx。  条文说明 

5.4.3 临时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宜选用自备电源的应急照明灯具，自备电源的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小于

60min。 

6 防火管理 

6.1 一般规定 

6.1.1 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管理应由施工单位负责。 

    实行施工总承包时，应由总承包单位负责。分包单位应向总承包单位负责，并应服从总承包单位

的管理，同时应承担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消防责任和义务。  条文说明 

6.1.2 监理单位应对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管理实施监理。  条文说明 

6.1.3 施工单位应根据建设项目规模、现场消防安全管理的重点，在施工现场建立消防安全管理组织

机构及义务消防组织，并应确定消防安全负责人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同时应落实相关人员的消防

安全管理责任。  条文说明 

6.1.4 施工单位应针对施工现场可能导致火灾发生的施工作业及其他活动，制订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消防安全教育与培训制度。 

    2 可燃及易燃易爆危险品管理制度。 

    3 用火、用电、用气管理制度。 

    4 消防安全检查制度。 

    5 应急预案演练制度。  条文说明 

6.1.5 施工单位应编制施工现场防火技术方案，并应根据现场情况变化及时对其修改、完善。防火技

术方案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施工现场重大火灾危险源辨识。 

    2 施工现场防火技术措施。 

    3 临时消防设施、临时疏散设施配备。 

    4 临时消防设施和消防警示标识布置图。  条文说明 

6.1.6 施工单位应编制施工现场灭火及应急疏散预案。灭火及应急疏散预案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应急灭火处置机构及各级人员应急处置职责。 

    2 报警、接警处置的程序和通讯联络的方式。 

    3 扑救初起火灾的程序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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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应急疏散及救援的程序和措施。  条文说明 

6.1.7 施工人员进场时，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应向施工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和培训。消防

安全教育和培训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制度、防火技术方案、灭火及应急疏散预案的主要内容。 

    2 施工现场临时消防设施的性能及使用、维护方法。 

    3 扑灭初起火灾及自救逃生的知识和技能。 

    4 报警、接警的程序和方法。  条文说明 

6.1.8 施工作业前，施工现场的施工管理人员应向作业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技术交底。消防安全技术交

底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施工过程中可能发生火灾的部位或环节。 

    2 施工过程应采取的防火措施及应配备的临时消防设施。 

    3 初起火灾的扑救方法及注意事项。 

    4 逃生方法及路线。  条文说明 

6.1.9 施工过程中，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负责人应定期组织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对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

进行检查。消防安全检查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可燃物及易燃易爆危险品的管理是否落实。 

    2 动火作业的防火措施是否落实。 

    3 用火、用电、用气是否存在违章操作，电、气焊及保温防水施工是否执行操作规程。 

    4 临时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 

    5 临时消防车道及临时疏散设施是否畅通。  条文说明 

6.1.10 施工单位应依据灭火及应急疏散预案，定期开展灭火及应急疏散的演练。  条文说明 

6.1.11 施工单位应做好并保存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的相关文件和记录，并应建立现场消防安全管

理档案。  条文说明 

6.2 可燃物及易燃易爆危险品管理 

6.2.1 用于在建工程的保温、防水、装饰及防腐等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 

条文说明 

6.2.2 可燃材料及易燃易爆危险品应按计划限量进场。进场后，可燃材料宜存放于库房内，露天存放

时，应分类成垛堆放，垛高不应超过 2m，单垛体积不应超过 50m3，垛与垛之间的最小间距不应小

于 2m，且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覆盖；易燃易爆危险品应分类专库储存，库房内应通风良好，并应

设置严禁明火标志。  条文说明 

6.2.3 室内使用油漆及其有机溶剂、乙二胺、冷底子油等易挥发产生易燃气体的物资作业时，应保

持良好通风，作业场所严禁明火，并应避免产生静电。  条文说明 

6.2.4 施工产生的可燃、易燃建筑垃圾或余料，应及时清理。 

6.3 用火、用电、用气管理 

6.3.1 施工现场用火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动火作业应办理动火许可证；动火许可证的签发人收到动火申请后，应前往现场查验并确认动

火作业的防火措施落实后，再签发动火许可证。 

    2 动火操作人员应具有相应资格。 

    3 焊接、切割、烘烤或加热等动火作业前，应对作业现场的可燃物进行清理；作业现场及其附近

无法移走的可燃物应采用不然材料对其覆盖或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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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施工作业安排时，宜将动火作业安排在使用可燃建筑材料的施工作业前进行。确需在使用可燃

建筑材料的施工作业之后进行动火作业时，应采取可靠的防火措施。 

    5 裸露的可燃材料上严禁直接进行动火作业。 

    6 焊接、切割、烘烤或加热等动火作业应配备灭火器材，并应设置动火监护人进行现场监护，每

个动火作业点均应设置 1 个监护人。 

    7 五级(含五级)以上风力时，应停止焊接、切割等室外动火作业；确需动火作业时，应采取可靠

的挡风措施。 

    8 动火作业后，应对现场进行检查，并应在确认无火灾危险后，动火操作人员再离开。 

    9 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严禁明火。 

   10 施工现场不应采用明火取暖。 

   11 厨房操作间炉灶使用完毕后，应将炉火熄灭，排油烟机及油烟管道应定期清理油垢。 

条文说明 

6.3.2 施工现场用电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现场供用电设施的设计、施工、运行和维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

电安全规范》GB 50194 的有关规定。 

    2 电气线路应具有相应的绝缘强度和机械强度，严禁使用绝缘老化或失去绝缘性能的电气线路，

严禁在电气线路上悬挂物品。破损、烧焦的插座、插头应及时更换。 

    3 电气设备与可燃、易燃易爆危险品和腐蚀性物品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4 有爆炸和火灾危险的场所，应按危险场所等级选用相应的电气设备。 

    5 配电屏上每个电气回路应设置漏电保护器、过载保护器，距配电屏 2m 范围内不应堆放可燃物，

5m 范围内不应设置可能产生较多易燃、易爆气体、粉尘的作业区。 

    6 可燃材料库房不应使用高热灯具，易燃易爆危险品库房内应使用防爆灯具。 

    7 普通灯具与易燃物的距离不宜小于 300mm，聚光灯、碘钨灯等高热灯具与易燃物的距离不宜小

于 500mm。 

    8 电气设备不应超负荷运行或带故障使用。 

    9 严禁私自改装现场供用电设施。 

   10 应定期对电气设备和线路的运行及维护情况进行检查。  条文说明 

6.3.3 施工现场用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储装气体的罐瓶及其附件应合格、完好和有效；严禁使用减压器及其他附件缺损的氧气瓶，严

禁使用乙炔专用减压器、回火防止器及其他附件缺损的乙炔瓶。 

    2 气瓶运输、存放、使用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气瓶应保持直立状态，并采取防倾倒措施，乙炔瓶严禁横躺卧放。 

    2) 严禁碰撞、敲打、抛掷、滚动气瓶。 

    3) 气瓶应远离火源，与火源的距离不应小于 10m，并应采取避免高温和防止曝晒的措施。 

    4) 燃气储装瓶罐应设置防静电装置。 

    3 气瓶应分类储存，库房内应通风良好；空瓶和实瓶同库存放时，应分开放置，空瓶和实瓶的间

距不应小于 1.5m。 

    4 气瓶使用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使用前，应检查气瓶及气瓶附件的完好性，检查连接气路的气密性，并采取避免气体泄漏的措

施，严禁使用已老化的橡皮气管。 

    2) 氧气瓶与乙炔瓶的工作间距不应小于 5m，气瓶与明火作业点的距离不应小于 10m。 

    3) 冬季使用气瓶，气瓶的瓶阀、减压器等发生冻结时，严禁用火烘烤或用铁器敲击瓶阀，严禁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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拧减压器的调节螺丝。 

    4) 氧气瓶内剩余气体的压力不应小于 0.1MPa。 

    5) 气瓶用后应及时归库。  条文说明 

6.4 其他防火管理 

6.4.1 施工现场的重点防火部位或区域应设置防火警示标识。  条文说明 

6.4.2 施工单位应做好施工现场临时消防设施的日常维护工作，对已失效、损坏或丢失的消防设施应

及时更换、修复或补充。  条文说明 

6.4.3 临时消防车道、临时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应保持畅通，不得遮挡、挪动疏散指示标识，不得挪

用消防设施。  条文说明 

6.4.4 施工期间，不应拆除临时消防设施及临时疏散设施。 

6.4.5 施工现场严禁吸烟。 

 

 

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別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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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本规范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GB 5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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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12.htm#63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36.htm#64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36.htm#64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36.htm#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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