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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

收管理暂行规定》，在城市更新建设领域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将消防审批“放管服”改革向纵深推进，结合既

有建筑改造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面临的新旧标准适用问题，研究制定了本导

则。 

本导则以鼓励改善、提升，确保不降低原建筑消防安全水平为原则，

对既有建筑不同改造形式下如何适用新旧消防规范提出了指导意见，旨在

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为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开展消防设计审查提供指导意见，

同时鼓励、指导既有建筑改造实施方（建设方）在项目实施前开展消防技

术可行性研究，分析项目改造中可能面临的消防问题。本导则共分七个部

分，主要内容包括：总则、基本规定、建筑构造与灭火救援设施改造可行

性研究、消防设施改造可行性研究、电气改造可行性研究、用词说明、既

有建筑改造消防技术可行性研究报告参考格式。 

大连市住建局结合消防审验工作实践，参考其他先进城市经验做法，

联合我市消防审验专家，共同研究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中遇

到的规范适用问题，再面向社会广泛征集了意见建议，进一步予以修改和

完善，形成了本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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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为保障既有建筑改造消防安全，明确既有建筑改造消防适用标准，特

编制本导则。 

1.2本导则不适用于住宅改造、房屋建筑扩建、工业厂房、仓库改造以及

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

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1.3既有建筑改造执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确有难度的，应力求改善、提升原

建筑消防安全水平，不得降低原建筑消防安全水平。 

1.4除本导则规定可适用原标准的情形外，其他消防设计审查均应执行国家

现行相关标准和法律、法规的规定。 

1.5按照有关标准和本导则不能解决的建筑改造工程，应针对具体问题进行

专项研究，按国家有关规定实施。 

1.6按照有关标准和本导则不能解决的建筑改造工程，应针对具体问题进行

专项研究，按国家有关规定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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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规定 

2.1改造可行性研究 

2.1.1改造实施方在项目决策实施前，宜依据国家现行标准和本导则，对以下内

容进行可行性研究。经可行性研究不具备改造技术条件的，不应开展后续实施

工作。 

1改造前的消防设施情况； 

2改造后的消防设施技术要求； 

3既有建筑改造实施技术可行性。 

2.1.2建筑使用功能改造为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儿童活动场

所，老年照料设施等项目应预先进行可行性研究。 

2.1.3可行性研究具体内容参照第3-5章执行；可行性研究宜由改造实施方委托具

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完成，具备条件的也可以自行完成；《既有建筑改造消防

技术可行性研究报告》按照附录B出具。 

2.2建筑功能改变的认定 

2.2.1下列情况可认定为建筑主体功能未发生改变： 

1在办公楼、科研楼增设对内服务的生活、文化娱乐设施; 

2文化、体育、教学、医疗建筑在保证主体功能的前提下增加每个分隔单位

建筑面积不大于300m²的商业服务配套设施； 

2.3.2前款规定内容以外改变使用用途的，应认定为建筑功能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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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改造形式 

2.3.1既有建筑改造形式分为：建筑内部装修、建筑整体改造和建筑局部改造。 

1建筑内部装修：指不改变原设计使用功能，不改动主要结构、承重墙，不

改变防火分区、防烟分区、疏散楼梯等，为满足使用需求，仅对建筑内部空间

所进行的修饰、保护及固定设施安装等活动。 

2建筑整体改造：整幢建筑地上、地上与地下局部或地上与地下全部同时

进行的改造。 

3建筑局部改造：部分楼层改造和部分楼层局部改造。 

2.3.2涉及下列内容的，宜对建筑进行整体改造： 

1因功能变化原二类高层建筑变为一类高层建筑的； 

2因功能变化需要增设消防电梯的； 

3因功能变化需要增设独立安全出口、独立疏散楼梯，经可行性研究不能

满足增设要求的； 

4因功能变化需要将敞开式楼梯间改为封闭楼梯间的； 

5因功能变化，原建筑疏散楼梯数量、总疏散净宽度不能满足要求的。 
 

2.4建筑内部装修 

2.4.1建筑内部装修相关内容应执行现行《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50222）的要求，其他消防设计可适用原标准。 

2.5建筑整体改造 

2.5.1建筑功能未改变的，下列内容可适用原标准： 

1改造建筑与其他相邻建筑的防火间距； 

2消防车道、救援场地； 

3疏散楼梯总净宽度； 

4消防水泵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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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消防电梯停靠楼层； 

6建筑原防烟系统，改造后继续使用的原排烟竖井和机械加压送风井； 

7建筑保温； 

8消防电梯前室面积、短边长度，合用前室面积； 

9走道隔墙、楼梯间隔墙的耐火极限。 

2.5.2建筑功能发生改变的,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前提下，除下列内容可适用原标

准外，其他执行现行标准。 

1改造建筑与其他相邻建筑的防火间距； 

2消防水泵房位置； 

3消防电梯地下部分停靠楼层； 

4消防电梯前室面积、短边长度，合用前室面积。 

2.5.3建筑功能发生改变后，火灾危险等级降低的，可参照第2.5.1条。 

2.5.4改造建筑与其他相邻建筑的防火间距不满足现行标准的，参照第2.5.1条和

2.5.2条执行的，应在防火间距不足的改造建筑相邻面外墙设防火墙或甲级防火

门、窗等防火加强措施。 

2.5.5

 

利用工业建筑改造为民用建筑的，执行现行标准。 

 

      2.6功能未改变的建筑局部改造 

2.6.1 
 

 

建筑局部改造不得影响非改造部分的消防安全。 

2.6.2 改造区域的平面布置、安全疏散距离、所用材料应执行现行标准，

其他内容可适用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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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功能改变的建筑局部改造 

下列内容可适用原标准： 

表2.7功能改变的建筑局部改造可执行原标准的情形 
 

改造内容 可执行原标准的内容 备注 

疏散楼梯间 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的顶部固定窗。  

新增自动喷

水灭火系统 
满足局部应用系统设计流量的室内消火栓系统。 采用自动喷水灭火局部应用系统。 

增加消防 

用水量 

1.不更换消火栓系统供水泵的消火栓栓口动压； 

2.高位消防水箱位置。 

消防泵能否继续使用应通过计算确定，
高位水箱容积按现行标准和4.3.3要求确
定。 

消防水池、
消防水泵房 

1.消防水池容积计算方式； 

2.消防水泵房位置。 

 

防烟系统 原建筑防烟系统。 新增防烟系统执行现行标准。 

排烟系统 1.改造后继续使用的原排烟竖井；            
2. 外窗（幕墙）的开启扇面积。 

原排烟竖井排烟量不符合现行标准的，
改造层排烟系统不得接入原排烟竖井。 

 

消防联动 

控制 

消火栓泵原控制方式。 应增加压力开关和流量开关控制方式。 

新增的防火卷帘、常开防火门、电动排烟窗、电

动挡烟垂壁采用消防联动控制方式。 

优先采用消防控制室集中控制，不具备
条件时可在相关联的部位设置火灾联动
装置进行联动控制。 

应急照明
和疏散指示 

供配电系统型式和控制方式。 
 

防火间距 
改造建筑与其他相邻建筑的防火间距。 

应在防火间距不足的改造建筑相邻面外墙

设防火墙、甲级防火门、窗等防火加强措

施。 

消防电梯 
1.消防电梯地下部分停靠楼层。 

2.消防电梯前室面积、短边长度，合用前室面积。 

 

建筑外保
温 

建筑外保温 具备条件时，应按现行标准执行。 

注：消防设施设置依据改造后的建筑整体功能情况按国家现行标准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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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筑构造与灭火救援设施改造可行性研究 

 

3.1独立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 

3.1.1需要增设独立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的有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

儿童游乐厅等儿童活动场所和影剧院、礼堂。增加这些功能时，应通过可

行性研究分析设置独立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的条件和可能性，不具备条件

的不得增设上述功能。 

3.2消防电梯 

3.2.1建筑高度大于24m、小于32m的非一类高层民用建筑，在24m以上部分

任一建筑面积大于1000m2的楼层设置商店、展览、电信、邮政、财贸金融

功能时变为一类高层民用建筑，要求增设消防电梯；在5层及以上建筑内增

设老年人照料设施要求增设消防电梯。 

3.2.2现行标准要求消防电梯到达建筑全部楼层（含地下），原消防电梯改

造时可适用原标准。局部改造时增加消防电梯难以实现，宜对建筑进行整

体改造。 

3.3疏散距离 

3.3.1不同功能建筑的疏散距离要求不同，将疏散距离要求低的功能改为

疏散距离要求高的功能（如办公改教学、医疗、老年人照料设施等）时，

平面布置应注意疏散距离能否满足要求。 

3.4防火分区 

3.4.1防火分区的划分、布置涉及建筑耐火等级、疏散楼梯、疏散距离、

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防烟和排烟系统。整体改造时应根据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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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火等级、改造后的功能，按现行标准划分；局部改造时不宜改变原防火

分区，需要改变原防火分区的，防火分区的划分和其他配套设施应执行现

行标准。 

3.5疏散楼梯间 

3.5.1疏散楼梯间形式有敞开式楼梯间、封闭楼梯间和防烟楼梯间。一类

高层建筑和建筑高度超过32m的二类高层建筑都设有防烟楼梯间，功能变

化不会导致楼梯间形式发生变化。 

3.5.2建筑高度超过24m、不超过32m的原有建筑一般设有封闭楼梯间。在

其中增设“老年人照料设施”等，需要将封闭楼梯间改为防烟楼梯间并增

设防烟前室。局部改造时，需要考虑原封闭楼梯间是否符合防烟楼梯间

相关要求、改造层是否具备增设防烟前室条件。 

3.5.3设敞开式楼梯间的建筑增加“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医疗、

旅馆及类似使用功能”、“商店、图书馆、展览、会议中心及类似使用功

能”时要求将敞开式楼梯间改为封闭楼梯间。封闭楼梯间要求各层封闭，

仅进行局部改造难以实现。 

3.5.4除疏散楼梯间形式外，部分功能变化还会导致总疏散净宽度不能满足

要求。按现行标准使用人数面积指标统计，人员密度从低到高基本为办公、

旅馆客房、宿舍、老年人照料设施、教育培训、餐饮、歌舞娱乐游艺、商

店。原建筑总疏散净宽度能否满足改建后的功能变化要求，建议通过计算

确定。 

3.5.5现行标准对二、三层“每百人疏散楼梯宽度”要求变化较大，对于

功能未发生变化的改造，楼梯宽度计算可适用原标准，其他改造应执行现

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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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消防救援窗和防烟楼梯间顶部固定窗 

3.6.1消防救援窗是现行标准新增要求，它对火灾救援有重要作用，改造 
 

范围内应执行现行标准。 

3.6.2属于功能发生变化的整体改造，防烟楼梯间顶部固定窗应执行现行标

准，其他类型改造可适用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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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消防设施改造可行性研究 

4.1新增消火栓系统 

4.1.1在“不超过5层或体积大于5000m3、不超过10000m3的办公楼、教学楼、

非住宅类居住建筑等其他民用建筑”中增设“展览、商店、旅馆、医疗、

老年人照料设施和图书馆”功能时，要求增设消火栓系统。 

4.1.2标准要求设消火栓系统的建筑所有场所（不能用水扑救的除外）都要

设消火栓保护。考虑局部改造无权改造其他使用楼层（非改造部分）的实

际情况，允许仅在改造层增设。 

4.2新增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4.2.1多层建筑增设展览、商店、餐饮和旅馆、医疗设施、幼儿园、老年人

照料设施，地下建筑或地下室（含半地下室）增设商店，新增回风道（管）集

中空调系统的建筑，需要增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4.2.2考虑建筑局部改造增加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难度，推荐使用自动喷水

灭火局部应用系统。当室内消火栓系统的设计流量能满足局部应用系统设

计流量时，局部应用系统可与室内消火栓合用室内消防用水量、稳压设施、

消防水泵及供水管道等；不能满足时，应按《自动喷水灭火设计规范》（

GB50084）要求执行。 

4.3增加消防用水量 

4.3.1多层建筑依据建筑体积、高层建筑依据建筑高度和功能确定室外消防

用水量，火灾延续时间和室内消火栓用水量依据建筑体积、功能、高度确

定，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用水量依据建筑功能确定。其中同一种功能建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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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消防用水量现行标准较原标准增加5-10L/s，高位消防水箱储水容积大

幅提高。 

4.3.2部分功能变化会导致室外消防用水量、室内消火栓用水量、自动喷水

灭火系统用水量和火灾延续时间的变化。 

4.3.3考虑高位消防水箱对初期火灾灭火的重要作用，以及一般改造建筑的

实际情况，现行标准要求高位消防水箱容积不超过36m3的按现行标准执行，

超过36m3需要对原建筑进行结构加固改造的允许按36m3设计。 

4.3.4新增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包括原消火栓系统用水量满

足要求的自动喷水灭火局部应用系统）、增加消防水量都要求增加消防水

池储水量。 

4.3.5由于相同功能建筑室外消防用水量标准普遍提高5-10L/s，消防水池

容量的标准计算方式发生较大变化，且增加消防水池容量的难度较大，建

筑改造时可采用下列措施： 

1功能发生变化的，按现行标准要求增加消防水池储水容积，按标准

规定符合利用条件的市政消火栓供水量可以扣减室外消防用水量； 

2根据《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第6.1.1、

6.1.5、6.1.11条规定，相邻建筑消防水池取水口与改造建筑间消防龙带可

通行距离小于150m，且两个产权单位或两个物业管理单位间订有授权使用协

议的，相邻建筑消防水池可作为备用消防水源，改造建筑消防水池储存的

室外消防用水量计算标准可扣减15L/s； 

3继续使用的消防水池容积计算方式可适用原标准。 
 

4.4消防水泵房 

4.4.1由于标准要求变化，现行标准规定“附设在建筑内的消防水泵房，不

应设置在地下三层及以下或室内地面与室外出入口地坪高差大于10m的地下

楼层”，原建筑消防水泵房设在地下三层及以下的，改造难以实现，可适

用原标准。 

4.4.2消防用水量提高，消防泵能否继续使用应通过计算确定，不符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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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应按现行标准更换。 

4.4.3考虑现行标准要求的压力开关、流量开关的控制方式较易实现，要求

改造项目消防泵控制执行现行标准；局部改造时原消防箱按钮可保留。

4.4.4现行标准对最不利点消火栓栓口动压要求大幅度提高（充实水柱基本

没有变化），导致既有建筑局部改造时原消防水泵扬程普遍不满足要求。局

部改造时，消火栓水枪充实水柱执行现行标准，消火栓栓口动压允许执行

原标准。 

4.5防烟系统 

4.5.1现行标准防烟系统机械送风竖井的材质要求和风量都发生了较大

变化，改造难度大，故防烟系统可适用原标准。 

4.6排烟系统 

4.6.1现行标准对排烟竖井的材质要求发生了较大变化，排烟竖井的改造

难度大，可采用下列措施： 

1原排烟竖井排烟量符合现行标准的，局部改造或功能未改变的整体

改造排烟可接入原排烟竖井，原排烟竖井可适用原标准。 

2原竖向排烟井排烟量不能满足改造要求的，应按现行标准采用其他

排烟方式。 

4.6.2既有排烟风机露天设置的，可以采用防护措施，使其免受风、雨、异

物等侵损破坏，防护装置的空间，应能满足新规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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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气改造可行性研究 

5.1消防电源 

5.1.1受功能变化影响，部分多层建筑需要将三级负荷改为二级负荷，部分

高层建筑需要将二级负荷改为一级负荷。 

5.1.2申请备用市政电源确有困难时，可采用独立于正常电源的发电机组、

蓄电池组作为应急电源，电源改造执行现行标准。 

5.2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5.2.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接入原系统，当原建筑无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时，

应设独立系统。独立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1当采用区域报警系统时，火灾报警控制器可设置在改造区域内合适

位置，报警信号送至有人值班场所，值班场所内设置声光报警器； 

2当采用集中报警系统时，火灾报警系统各主机设备应设置在值班室

内（24h值班）。 

5.2.2改造前，应对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产品情况和运行情况进行检测和评

估，确认产品的通讯接入方式。对于已淘汰产品或不支持扩展的产品，应

在原系统处设置区域报警控制器（有联动控制要求时，区域报警控制器应

选用联动控制型），区域报警控制器与原系统通过模块或转换模块实现通

讯。 

5.3消防联动控制 

5.3.1由于原消防箱内的报警按钮有启动消防泵和火灾报警两项功能，局部

改造应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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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改造区域设有防火卷帘、常开防火门、电动排烟窗、电动挡烟垂壁时，

优先采用消防控制室集中控制，不具备条件时可在相关联的部位设置火灾

联动装置进行联动控制。 

5.4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5.4.1原建筑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是集中控制系统的应执行现行

标准；原建筑不是采用集中控制系统的，可仅改造区域和本层与改造区域

相关联的疏散走道、楼梯按现行标准改造（含更换）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

指示装置。 

5.5消防电缆 

5.5.1现行标准供、配电电缆阻燃要求变化较大，改造难度不大，应执行

现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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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用词说明 

A.0.1现行标准 

国家现行工程建设技术标准。 

A.0.2原标准 

原建筑设计或最后一次改造设计审查（设计备案）时执行的国家工程

建设技术标准;施工图审查制度执行前设计的或施工图审查制度执行后不

需要经过施工图审查的,指原设计文件执行的国家工程建设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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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既有建筑改造消防技术可行性研究报告参考格式 

既有建筑改造消防技术可行性研究报告 
 

项目名称  产权单位名称  

项目地址  改造实施单位名称  

用地性质 
 改造可行性研究 

单位名称 

 

原建筑状况 

产权状况 □全部建筑产权证□改造部分产权证□全部建筑租赁使用合同□改造部分租赁使用合同 

建筑高度 m 建筑面积 2
m 建筑层数 地上：层、地下层 

建筑使用 

功能 

建设时批准的功能  

之前改建时批准的功能  

批准文件名称、文号  

拟改造情况 

改造形式 □建筑整体改造□局部x层、x层改造□x层局部改造 改造面积 2
m 

改建前功能 （功能及分布情况） 拟改建功能 （功能及分布情况） 

可行性研究情况 

可行性研究内容 改造前情况 
拟改造功能的现行 

标准要求 
改造条件 

备注 

（改造后符合原标准情况及加强措施） 

建筑耐火等级     

建筑防火间距     

建筑外保温     

消防车道     

消防救援场地     

独立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     

消防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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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距离（平面布置）     

防火分区     

疏散楼梯间（形式、宽度） 
   疏散楼梯间形式是否发生变化？疏散楼梯

总宽度是否满足改造后的要求？ 

消防救援窗和防烟楼梯间 

顶部固定窗 

    

消火栓系统    包括是否新增系统、系统用水量标准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包括是否新增系统、系统用水量标准 

消防用水量 
   包括高位消防水箱、消防水池位置和容积，

室内外消防用水量、市政供水条件等情况 

消防水泵房     

防烟系统    包括机械送风和自然排烟情况 

排烟系统    单独排烟系统仅可行性研究改造层情况 

消防电源    消防用电等级变化情况及解决方案建议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消防联动控制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 

系统 

    

消防电缆     

 

 

可行性研究结论 

依据《大连市既有建筑改造消防实施技术导则》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该项目改造消防技术可行 

性研究结论为：□可行□不可行。 

可行性研究专家（签名）：  
 

年月日 

可行性研究单位（公章）：  

 

年月日 

注：消防设施（即可行性研究内容）设置依据改造后的建筑整体功能情况按现行标准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