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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自 2014 年出版以

来，作为应试人员的必备指南已经指导几百万考生参考注册消防工程师，受到了

全国消防行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深

入发展，有关消防的方针政策也随之调整完善，国家也同时制定和修订了一批消

防技术标准规范。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和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的需要，应急

管理部消防救援局组织专业人员对《大纲》进行了重新修订。本次修订进一步明

确了考试目的，以加强考生掌握专业基础知识为出发点，注重《大纲》与考试内

容紧密衔接，并根据注册消防工程师的执业特点增强了实用性。按照熟悉、掌握

以及运用“熟悉”和“掌握”的知识内容，增强辨识、分析、判别实际工作中遇

到的相关问题，以及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021 年版《大

纲》主要修订的内容： 

一、新增加内容 

（一）消防安全技术实务新增加了典型电气火灾隐患检查的技能要求；厨房

等燃气使用场所防火防爆技术要求；典型装修、外墙保温材料的火灾危险性及防

火要求；灭火救援力量等相关技术内容。 

（二）消防安全技术综合能力新增加了建筑防火封堵的检查要求；人员密集

场所消防安全评估方法与技术；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的检查、检测与维护

保养要求、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要求等内容。 

    二、删减或权重调整内容 

（一）消防安全技术实务对原《大纲》考试内容的权重进行了调整： 

1.加强了消防设施部分考试内容的权重；减少了特殊建筑或场所的防火技术

要求，以及消防安全评估中的建筑性能化防火设计评估方面考试内容的权重。 

2.减少了建筑防火设计方面考试内容的权重；加强了辨识、分析及解决实际

工作中经常遇到的消防安全问题的权重。 

（二）消防安全技术综合能力删除了一些与注册消防工程师执业范围关联不

大的内容，包括：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建筑性能化防火设计评估、建设工程

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等内容。为了匹配国家标准《社会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

案编制及实施导则》 GB/T38315-2019和考试辅导教材，将“消防应急预案制定

与演练方案”调整改为“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编制与实施”；进一步调整明确了

电气火灾、燃气火灾防控以及微型消防站、专职消防队管理等相关内容。 

（三）消防安全案例分析部分在本次修订中，对案例分析样题按近几年考试

真题形式进行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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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安全技术实务 

一、考试目的 

考查消防专业技术人员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对消防基础知识、消

防技术标准规范与消防安全管理要求的熟悉、掌握及应用情况。 

二、考试内容及要求 

（一）燃烧与火灾 

1.燃烧 

熟悉燃烧的本质与条件、不同的燃烧类型及其特点；判别典型物质的燃烧产

物及其毒害性。 

2.火灾 

熟悉火灾发生的常见原因、建筑火灾发展及蔓延的机理；掌握预防和扑救火

灾的基本原理；辨识不同的火灾类别，分析火灾发生的常见原因，了解火灾事故

技术分析，判别预防和扑救火灾措施的合理性。 

3.爆炸 

熟悉爆炸的分类和特点、可燃气体、液体蒸气及粉尘的爆炸极限和爆炸危险

性；辨识典型爆炸危险源，分析引起爆炸的主要原因，判别爆炸危险场所防爆措

施的合理性。 

4.易燃易爆危险品 

熟悉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分类、特点；辨识典型易燃易爆危险品的类别，分析、

判别典型易燃易爆危险品防火防爆要求与灭火方法的正确性及其安全管理措施

的合理性。 

（二）通用建筑防火 

1.生产和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 

掌握生产和储存物品的危险性分类依据；辨识典型场所的火灾危险性类别，

分析、判别相关防控措施的合理性。 

2.建筑分类与耐火等级 

掌握建筑的分类要求、建筑材料的燃烧性能及分级要求、建筑构件的燃烧性



能和耐火极限要求及建筑耐火等级分类依据；辨识典型建筑的分类、耐火等级，

分析、判别典型建筑的建筑分类、耐火等级的正确性及相关防控措施的合理性。 

3.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 

掌握建筑规划选址、总平面布局要求；分析、判别建筑防火间距、建筑物内

平面布置的正确性及相应技术措施的合理性。 

4.防火防烟分区与分隔 

掌握建筑防火分区、防火分隔和防烟分区划分要求；分析、判别防火分区划

分和防烟设施设置的合理性。 

5.安全疏散 

熟悉安全疏散基本参数、逃生疏散辅助设施的基本性能；掌握安全出口、疏

散出口、疏散走道、避难走道、疏散楼梯和避难层（间）的设置要求；分析、判

别建筑安全出口、疏散走道、避难走道、疏散楼梯、避难层（间）等设置的合理

性。 

6.建筑电气防火 

熟悉典型电气火灾隐患特征、电气火灾危险性；掌握电气火灾发生的原因；

辨识典型电气火灾隐患，分析、判别电气火灾预防措施的正确性及电气线路、用

电设备防火技术措施的合理性。 

7.建筑防爆 

熟悉建筑防爆基本原则和措施；掌握爆炸危险性厂房、库房的布置要求；分

析、判别爆炸危险环境电气防爆措施的正确性、爆炸危险性厂房和库房的构造防

爆技术措施的合理性、爆炸危险环境电气防爆选型的正确性。 

8.建筑设备和燃气设施防火防爆 

熟悉燃油、燃气锅炉和电力变压器等设施、厨房等燃气使用场所以及采暖、

通风与空调系统的火灾爆炸危险性；掌握厨房等燃气使用场所，变压器室，锅炉

房，采暖、通风与空调系统的防火防爆措施；分析、判别厨房等燃气使用场所，

变压器室，锅炉房，采暖、通风与空调系统防火防爆措施的合理性。 

9.建筑装修和保温系统防火 

熟悉顶棚、墙面、地面等部位的典型装修材料和岩棉、聚苯乙烯、聚氨酯等

典型保温材料的火灾危险性；掌握装修材料的分类与分级、典型装修材料和外墙

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装修防火的通用要求和特殊功能部位及用房的装修防火要

求；辨识、分析不同建筑物（场所）内部装修存在的消防安全技术问题，判别建

筑装修做法及不同建筑物外墙保温系统的消防安全措施的正确性。 

10.灭火救援设施 

掌握消防车道、消防车登高操作面（场地）、灭火救援窗口、屋顶直升机停

机坪、消防电梯等消防救援设施的设置要求；辨识、分析建筑灭火救援设施存在

的问题，判别建筑灭火救援设施设置的正确性。 



11.灭火救援力量 

熟悉建立专职消防队的企事业单位的范围，熟悉乡镇消防队分类分级、人员

及器材配备要求；掌握城市消防站分类、布局及装备配备要求，掌握社区、消防

安全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建设原则、人员及器材配备要求；判别微型消防站人员、

器材配备的符合性。 

（三）建筑消防设施 

1.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 

熟悉消防给水及设施、室内和室外消火栓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和设计参数；

掌握室内、室外消火栓系统的选型和设置要求；综合运用室内外消防给水、消火

栓系统选型、设置及消防用水量和消防水池有效容积计算等技术要求，辨识、分

析、解决消防给水系统相关工程技术问题。 

2.自动水灭火系统 

熟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水喷雾灭火系统、细水雾灭火系统、自动跟踪定位

射流灭火系统等自动水灭火系统的分类、组成、工作原理和适用范围；掌握自动

水灭火系统的选型、主要组件及设置要求；综合运用自动水灭火系统的选型、设

置、系统控制要求及系统主要设计参数，辨识、分析、解决自动水灭火系统相关

工程技术问题。 

3.气体灭火系统 

熟悉气体灭火系统的灭火机理、分类和组成、工作原理和控制方式、适用范

围；掌握气体灭火系统的选型、主要组件及设置要求；综合运用气体灭火系统的

选型、设置、系统控制要求及系统主要设计参数，辨识、分析、解决气体灭火系

统相关工程技术问题。 

4.泡沫灭火系统 

熟悉泡沫灭火系统的灭火机理、组成和分类、工作原理；掌握泡沫灭火系统

的选型、主要组件及设置要求；综合运用泡沫灭火系统的选型、设置、系统控制

要求及系统主要设计参数，辨识、分析、解决泡沫灭火系统相关工程技术问题。 

5.干粉灭火系统 

熟悉干粉灭火系统的灭火机理、组成和分类、工作原理和适用范围；掌握干

粉灭火系统的选型、主要组件及设置要求；综合运用干粉灭火系统的选型、设置、

系统控制要求及系统主要设计参数，辨识、分析、解决干粉灭火系统相关工程技

术问题。 

6.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熟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类型、组成、工作原理和适用范围；掌握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的选型、组件设置和系统布线要求；综合运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选型、

设置、消防联动控制设计及消防控制室设计要求，辨识、分析、解决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相关工程技术问题。 

7.建筑防烟排烟系统 

熟悉自然通风防烟、自然排烟的原理，熟悉机械加压送风防烟、机械排烟系

统的组成和工作原理；掌握建筑防烟、排烟系统的选型和设置要求；综合运用防

烟、排烟系统的选型、设置、控制要求及系统主要设计参数，辨识、分析、解决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相关工程技术问题。 

8.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熟悉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的分类、组成和工作原理；掌握消防应急

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的选型和设置要求；综合运用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的选型、设置、控制要求及系统主要设计参数，辨识、分析、解决消防应急照明

和疏散指示系统相关工程技术问题。 

9.灭火器 

熟悉灭火器的分类和构造；掌握灭火器的灭火机理和适用范围；综合运用灭

火器的灭火机理、适用范围和配置要求，辨识、分析、解决建筑灭火器配置相关

工程技术问题。 

10.消防供配电 

熟悉消防用电及负荷等级划分；掌握消防电源供配电系统的设计要求，综合

运用消防用电负荷等级划分和供配电系统设计要求，辨识、分析、解决建筑消防

供配电系统相关工程技术问题。 

（四）特殊建筑、场所防火 

1.石油化工防火 

熟悉石化企业的分类，火灾危险性及其特点；掌握石油化工生产和储运的防

火要求。 

2.地铁防火 

熟悉地铁火灾危险性及其特点；掌握地铁防火要求和地铁火灾工况运作模式。 

3.城市交通隧道防火 

熟悉城市交通隧道的分类；掌握隧道的火灾危险性及其特点，掌握隧道及其

附属用房的防火要求。 

4.汽车加油加气站防火 

熟悉汽车加油加气站的分类分级、加油加气站的火灾危险性及其特点；掌握

加油加气站的防火要求；分析加油加气站的火灾危险性，判别加油加气站火灾防

控措施的合理性。 

5.火力发电厂和变电站防火 



熟悉火力发电厂的分类、火力发电厂和变电站的火灾危险性和火灾特点；掌

握火力发电厂、变电站的防火要求。 

6.飞机库防火 

熟悉飞机库的分类、火灾危险性及其防火要求。 

7.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防火 

掌握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的分类及其火灾危险性；分析汽车库、修车库、

停车场的火灾危险性，判别其火灾防控措施的合理性。 

8.洁净厂房防火 

熟悉洁净厂房的分类及其火灾危险性；掌握洁净厂房的防火要求。 

9.数据中心防火 

熟悉数据中心的分类及其火灾特点；掌握数据中心的防火要求 

10.古建筑防火 

熟悉古建筑的分类及其火灾危险性；掌握古建筑的防火措施。 

11.人民防空工程防火 

熟悉人民防空工程的分类及其火灾危险性；掌握人民防空工程的防火要求；

分析人民防空工程火灾危险性，判别其火灾防控措施的合理性。 

12.城市综合管廊防火 

熟悉城市综合管廊的分类及其火灾危险性；掌握城市综合管廊的防火要求；

分析城市综合管廊火灾危险性，判别其火灾防控措施的合理性。 

（五）消防安全评估 

1.火灾风险识别 

熟悉火灾风险评估概念辨析；掌握火灾风险来源、风险源分析；判别预防措

施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2.火灾风险评估方法 

掌握安全检查表法、预先危险性分析法、事件树分析法、事故树分析法；辨

识和分析区域和建筑的火灾风险，判别火灾风险评估基本流程、评估方法以及基

本手段的合理性。 

3.建筑性能化防火设计评估 

熟悉建筑消防安全目标，火灾场景设定原则；掌握火灾烟气流动和人员疏散

特性以及影响建筑结构耐火性能因素；判断火灾烟气和人员疏散模拟计算及建筑

耐火性能分析计算手段的合理性。 
 



消防安全技术综合能力 

一、考试目的 

考查消防专业技术人员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运用相关消防技术和

标准规范，独立解决消防安全技术问题和消防安全管理问题的综合能力。 

二、考试内容及要求 

（一）消防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与注册消防工程师职业道德 

1.消防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熟悉《消防法》《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消防

产品监督管理规定》《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注册消防工程师管理规定》、

《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等法律、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掌握

《民法典》《行政处罚法》《刑法》等法律相关内容，辨识和分析消防安全管理

过程中存在的消防违法行为及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2.注册消防工程师执业 

熟悉注册消防工程师职业道德的原则、规范和修养的相关内容，掌握《消防

法》《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和《注册消防工程师管理规定》的有关要求，

确认注册消防工程师执业活动的合法性和注册消防工程师履行义务的情况，辨识

和分析注册消防工程师执业行为及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建筑防火检查 

1.总平面布局与平面布置检查 

熟悉总平面布局与平面布置的检查内容和方法，掌握总平面布局与平面布置

的相关技术要求。根据消防技术标准规范，运用相关消防技术，确定总平面布局

与平面布置的检查方案，辨识和分析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建筑耐火等级、消

防车道和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及其他灭火救援设施等方面存在的不安全因素，组

织研究解决建筑总平面布局与平面布置的消防安全技术问题。 

2.防火防烟分区及防火封堵检查 

熟悉防火防烟分区及防火封堵的检查内容和方法，掌握防火防烟分区及防火

封堵的相关技术要求。根据消防技术标准规范，运用相关消防技术，确定防火防

烟分区及防火封堵的检查方案，辨识和分析防火防烟分区划分、防火防烟分隔设

施设置及防火封堵等方面存在的不安全因素，组织研究解决防火防烟分区及防火



封堵的消防安全技术问题。 

3.安全疏散设施检查 

熟悉安全疏散设施的检查内容和方法，掌握安全疏散设施的相关技术要求。

根据消防技术标准规范，运用相关消防技术，确定安全疏散设施的检查方案，辨

识和分析安全疏散设施方面存在的不安全因素，组织研究解决建筑中安全疏散的

消防技术问题。 

4.易燃易爆场所和燃气使用场所检查 

熟悉甲、乙类生产和储存等易燃易爆场所，厨房、锅炉房等燃气使用场所的

检查内容和方法，掌握易燃易爆场所、燃气使用场所的相关技术要求。根据消防

技术标准规范，运用相关消防技术，确定易燃易爆场所、燃气使用场所防火防爆

的检查方案，辨识和分析易燃易爆场所、燃气使用场所存在的火灾、爆炸等不安

全因素，组织研究解决易燃易爆场所、燃气使用场所防火防爆的技术问题。 

5.建筑装修和建筑保温系统检查 

熟悉建筑装修和建筑保温系统的检查内容和方法，掌握建筑装修和建筑保温

系统的相关技术要求。根据消防技术标准规范，运用相关消防技术，确定建筑室

内外装修和建筑保温系统的检查方案，辨识建筑室内外装修材料、建筑内、外保

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分析建筑室内外装修和建筑保温系统的不安全因素，组织研

究解决建筑装修和建筑保温系统的消防安全技术问题。 

（三）消防设施检测与维护管理 

1.通用要求 

熟悉消防设施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内容和方法，掌握消防设施检查、检

测与维护保养的技术要求。根据消防技术标准规范，运用相关消防技术，确定消

防设施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实施方案，辨识消防控制室技术条件、维护管理

措施和应急处置程序的正确性。 

2.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 

熟悉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内容和方法，掌握消防

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技术要求。根据消防技术标准规范，

运用相关消防技术，确定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实施方

案，辨识和分析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运行过程中出现故障的原因，指导相关从

业人员正确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解决消防给水及消火

栓系统的技术问题。 

3.自动水灭火系统 

熟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水喷雾灭火系统、细水雾灭火系统及其组件检查、

检测与维护保养的内容和方法，掌握系统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相关技术要求。

根据消防技术标准规范，运用相关消防技术，确定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水喷雾灭

火系统、细水雾灭火系统及其组件检测、验收的实施方案，辨识和分析系统出现



故障的原因，指导相关从业人员正确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自动水灭火系统，解

决该系统技术问题。 

4.气体灭火系统 

熟悉气体灭火系统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内容和方法，掌握系统检查、检

测与维护保养的相关技术要求。根据消防技术标准规范，运用相关消防技术，确

定气体灭火系统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实施方案，辨识和分析系统运行过程中

出现故障的原因，指导相关从业人员正确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气体灭火系统，

解决该系统技术问题。 

5.泡沫灭火系统 

熟悉泡沫灭火系统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内容和方法，掌握系统检查、检

测与维护保养的相关技术要求。根据消防技术标准规范，运用相关消防技术，确

定泡沫灭火系统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实施方案，辨识和分析系统出现故障的

原因，指导相关从业人员正确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泡沫灭火系统，解决该系统

的消防技术问题。 

6.干粉灭火系统 

熟悉干粉灭火系统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内容和方法，掌握系统检查、检

测与维护保养的相关技术要求。根据消防技术标准规范，运用相关消防技术，确

定干粉灭火系统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实施方案，辨识和分析系统出现故障的

原因，指导相关从业人员正确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干粉灭火系统，解决该系统

消防技术问题。 

7.灭火器 

熟悉各种灭火器安装配置、检查与维修的内容和方法，掌握各种灭火器安装

配置、检查与维修的相关技术要求，辨识和分析灭火器安装配置、检查与维修过

程中常见的问题，指导相关从业人员正确安装配置、检查和维修灭火器，解决相

关的技术问题。 

8.建筑防烟排烟系统 

熟悉防烟排烟系统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内容和方法，掌握系统检查、检

测与维护保养的技术要求。根据消防技术标准规范，运用相关消防技术，确定防

烟排烟系统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实施方案，辨识和分析系统运行过程中出现

故障的原因，指导相关从业人员正确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防烟排烟系统，解决

该系统消防技术问题。 

9.消防用电设备的供配电与电气防火防爆 

熟悉消防供配电系统、电气防火以及电气防爆的检查内容和方法，掌握消防

供配电系统、电气防火以及电气防爆的相关技术要求，组织制定消防供配电系统、

电气防火以及电气防爆的检查实施方案，确定电气防火技术措施，辨识和分析常

见的电气消防安全隐患，解决电气防火以及电气防爆方面的消防技术问题。 

10.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熟悉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内容和方法，掌

握该系统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相关技术要求。根据消防技术标准规范，运用

相关消防技术，确定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的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实

施方案，辨识和分析系统运行过程中出现故障的原因，指导相关从业人员正确检

查、检测与维护保养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解决该系统的技术问题。 

1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熟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内容和方法，掌握该系统检

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相关技术要求。根据消防技术标准规范，运用相关消防技

术，确定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实施方案，辨识和分析系

统运行过程中出现故障的原因，指导相关从业人员正确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解决该系统消防技术问题。 

12.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 

熟悉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的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检查内容和方法，

掌握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的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相关技术要求。根据

消防技术标准规范，运用相关消防技术，确定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的检查、

检测与维护保养的实施方案，辨识和分析设施运行过程中出现故障的原因，指导

相关从业人员正确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解决防火

卷帘、防火门、防火窗的消防技术问题。 

（四）消防安全评估方法与技术 

1.区域火灾风险评估 

熟悉区域火灾风险评估的内容和方法，掌握区域火灾风险评估的相关要求。

根据相关规定和标准，运用区域消防安全评估技术与方法，辨识和分析影响区域

消防安全的因素，确认区域火灾风险等级，组织制定控制区域火灾风险的策略。 

2.建筑火灾风险评估 

熟悉建筑火灾风险评估的内容和方法，掌握建筑火灾风险评估的相关要求。

根据有关规定和相关消防技术标准规范，运用建筑消防安全评估技术与方法，辨

识和分析影响建筑消防安全的因素，确认建筑火灾风险等级，组织制定控制建筑

火灾风险的策略。 

3.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评估方法与技术 

熟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评估的内容和方法，掌握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

评估的相关要求，根据有关规定和相关消防技术标准规范，运用人员密集场所消

防安全评估技术与方法，辨识和分析影响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的因素，确认人

员密集场所火灾风险等级，组织制定控制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风险的策略。 



（五）消防安全管理 

1.社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 

熟悉社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的内容和方法，掌握社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的相

关要求。根据消防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组织制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的原则、目

标和要求，检查和分析单位依法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辨识单位消防安全管

理存在的薄弱环节，判断单位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的完整性和适用性，解决单位消

防安全管理问题。 

2.单位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和培训 

熟悉单位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和培训的内容和方法，掌握单位消防安全宣传教

育和培训的相关要求。根据消防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确认消防宣传教育和培训

的主要内容，制定消防宣传教育和培训的方案，分析单位消防宣传教育和培训制

度建设与落实情况，评估消防宣传教育和培训效果，解决消防宣传教育和培训方

面的问题。 

3.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编制与实施 

熟悉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编制与实施的内容和方法，掌握灭火和应急疏散预

案编制与实施的相关要求，根据消防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确认应急预案制定的

方法、程序与内容，分析单位消防应急预案的完整性和适用性，确认消防演练的

方案，指导开展消防演练，评估演练的效果，发现、解决预案制定和演练方面的

问题。 

4.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安全管理 

熟悉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安全管理的内容和方法，掌握大型群众性活动消防

安全管理的相关要求。根据消防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辨识和分析大型群众性活

动的主要特点和火灾风险因素，组织制定消防安全方案，解决消防安全技术问题。 

5.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安全管理 

熟悉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安全管理的方法，掌握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安全管

理的相关要求。根据消防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辨识和分析大型商业综合体的火

灾风险因素，检查履行消防安全职责、微型消防站建设、专职消防队等灭火应急

救援组织运行和管理情况，解决单位消防安全管理问题。 

 

 

 

 



消防安全案例分析 

一、考试目的 

考查消防专业技术人员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运用《消防安全技术

实务》和《消防安全技术综合能力》科目涉及的理论知识、专业技能与管理要求，

在实际应用时体现的综合分析能力与实际执业能力。 

二、考试内容及要求 

本科目考试内容和要求参照《消防安全技术实务》和《消防安全技术综合能

力》两个科目的考试大纲，考试试题的模式参见考试样题。 

 



考试样题 

一、消防安全技术实务 

（一）单项选择题(从备选项中选择一个最符合题意的选项作为答案) 

1. 关于火灾类别的说法，错误的是（  ）。 

A.D 类火灾是物体带电燃烧的火灾 

B.A 类火灾是固体物质火灾 

C.B 类火灾是液体火灾或可溶化固体物质火灾 

D.C 类火灾是气体火灾 

  

2.灭火器组件不包括（  ）。 

A.筒体、阀门                 B. 压力开关 

C.压力表、保险销             D.虹吸管、密封阀 

  

3.单台消防水泵的设计工作压力和流量分别不大于（  ）时，消防泵组应在

泵房内预留流量计和压力计接口。 

A.0.50MPa、25L/s              B.1.00MPa、25L/s 

C.1.00MPa、20L/s              D.0.50MPa、20L/s 

 

4.某商业综合体建筑，裙房与高层建筑主体采用防火墙分隔，地上 4 层，

地下 2 层，地下二层为汽车库，地下一层为超市及设备用房，地上各层功能包

括商业营业厅、餐厅及电影院。下列场所对应的防火分区建筑面积中，错误的是

（  ）。 

A.地下超市，2100 m2           B.商业营业厅，4800 m2 

C.地上餐饮区，4200 m2         D.电影院区域，3100 m2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备选项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符合题意的选项，错选不

得分) 

1.末端试水装置开启后，（  ）等组件和喷淋泵应动作。 

A.水流指示器                  B.水力警铃 

C.闭式喷头                    D.压力开关 

E.湿式报警阀 

  

2.关于消防水泵控制的说法，正确的有（  ）。 

A.消防水泵出水干管上设置的压力开关应能控制消防水泵的启动 

B.消防水泵出水干管上设置的压力开关应能控制消防水泵的停止 



C.消防控制室应能控制消防水泵启动 

D.消防水泵控制柜应能控制消防水泵启动、停止 

E.手动火灾报警按钮信号应能直接启动消防水泵 

 

3.某商业建筑，建筑高度 23.3m，地上标准层每层划分为面积相近的 2 个

防火分区，防火分隔部位的宽度为 60m，该商业建筑的下列防火分隔做法中，正

确的有（  ）。 

A.防火墙设置两个不可开启的乙级防火窗 

B.防火墙上设置两樘常闭式乙级防火门 

C.设置总宽度为 18m、耐火极限为 3.00h 的特级防火卷帘 

B.采用耐火极限为 3.00h 的不燃性墙体从楼地面基层隔断至梁或楼板地面

基层 

E.通风管道在穿越防火墙处设置一个排烟防火阀 

  

4.某学校设置了集中报警系统，下列关于火灾声光警报器的做法中，正确的

有（ ）。  

A.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能同时启动和停止所有火灾声光警报器工作 

B.火灾声光警报器采用火灾报警控制器控制  

C.火灾声警报与消防应急广播同步播放 

D.礼堂采用具有同一种火灾变调声的火灾声警报器  

E.教学楼采用警铃作为火灾声警报器  

  

二、消防安全技术综合能力 

（一）单项选择题(从备选项中选择一个最符合题意的选项作为答案) 

1.一栋综合楼，高 60 m,设有集中空调系统，地下一层为设备层，地下二层

为汽车库，地上一至三层为商场，地上四层及以上是写字间。在计算室内消火栓

系统消防用水量时，该建筑的火灾延续时间应按(  )h计算。 

A.1                      B.2 

C.2.5                    D.3 

 

2.排烟防火阀是安装在排烟系统管道上，在一定时间内能满足耐火稳定性和

耐火完整性要求，起隔烟阻火作用的阀门。当管道内的烟气温度达到（ ）°C

时，阀门自动关闭。 

A.100                    B.200 

C.180                    D.280 

 

3.某公司租用创业大厦十五层办公，公司总经理发现防烟楼梯间的前室面积

较大。遂摆放沙发作为公司休息室使用，该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应责令其改正，并(  )。 

A.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B.对总经理处一日以上三日以下拘留 

C.对责任人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D.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4.对某厂区进行防火检查，消防电梯设置的下列防火检查结果中，不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要求的是(  )。 

A.设置在冷库穿堂区的消防电梯未设置前室 

B.高层厂房兼做消防电梯的货梯在设备层不停靠 

C.消防电梯前室的短边尺寸为 2.40m 

D.消防电梯井与相邻电梯井之间采用耐火极限为 2.00h的防火隔墙分隔 

  

（二）多项选择题（毎题备选项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符合题意的选项，错选

不得分） 

1.灭火的基本原理包括（ ）。 

A.冷却 

B.窒息 

C.隔离 

D.化学抑制 

E.溶解 

 

2.某商业综合体建筑，在进行性能化评估时火灾场景的设计应考虑的内容包

括（ ）。 

A.火源位置 

B.火灾的增长模型 

C.楼梯的宽度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D.防烟排烟系统是否有效 

E.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是否有效 

 

3.某商业综合体，建筑高度为 31.6m，总面积为 35000m
2
，设置临时高压消

防给水系统，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下列维保

检查结果中不符合规范要求的有(  )。 

A.消防水泵吸水管上的控制阀釆用暗杆闸阀，无开启刻度和标志 

B.消防主泵切换到备用泵的时间为 60s 

C.高位消防水箱有效容积为 36m3，设置有水位报警装置 

D.联动控制器处于手动状态时，高位水箱的消火栓出水干管的流量开关动作，

消防水泵启动 

E.消防水泵启动后不能自动停止运行 

 

4.对某厂樟脑油提炼车间配置的灭火器进行检查，下列检查结果中，不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要求的有(  )。 

A.灭火器铭牌朝向墙面 



B.用挂钩将灭火器悬挂在墙上，挂钩最大承载力为 45kg 

C.灭火器顶部离地面距离为 1.60m 

D.配置的灭火器类型为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和碳酸氢钠干粉灭火器 

E.灭火器套有防护外罩 

三、案例分析题 

（一）某大型商业综合体，在建筑内设置了商场营业厅、儿童游乐场所、

KTV、餐饮场所、电影放映厅、汽车库和设备用房，并按规范设置了建筑消防设

施。甲公司是该商业综合体建筑的建设和经营管理单位，经营期间每日开展防火

巡查，每月开展一次防火检查，每半年组织一次消防演练，并建立了微型消防站。

乙公司法定代表人朱 xx 租甲公司仓库和冷库存放商品。丙公司为消防技术服务

机构。 

2019年 1月 5 日，甲公司委托丙公司对商业综合体建筑进行了一次消防安

全检查，发现甲公司未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未设置消防工作的归口管理职能部

门；未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工作；将建筑首层部分疏散走道改为商铺；将地下一层

局部区域改建为冷库，冷库墙面和顶棚贴聚苯板保温材料等问题。丙公司向甲公

司消防安全责任人提交了书面检查报告。 

    2019 年 6 月 1 日 19 时许，朱 xx 租用的冷库着火，当日消防控制室值班员

李 xx 发现火灾报警控制器报警后仅做了消音处理，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器自动与

手动转换开关一直处于手动状态。地上 2 层 KTV 服务员张 xx 在火灾发生时自顾

逃生，未组织顾客疏散。 

这起火灾过火面积 3000 ㎡，造成 8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2100 万元。

起火原因是朱 xx 在地下一层冷库内私接照明电源线，线路短路引燃可燃物，并

蔓延成灾。此外，消防救援机构还发现，截止火灾发生之日，丙公司检查报告中

所提消防安全问题均未整改。 

根据以上材料，回答下列问题（每题 2 分。每题的备选项中，有 2 个或 2

个以上符合题意，至少有一个错顶。错选，本题不得分；少选，所选的每个选顶

0.5分）： 

1.根据《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61

号)，甲、乙公司应当承担相应消防安全责任，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甲公司应提供给乙公司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建筑物 

B.甲公司与乙公司在订立合同中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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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乙公司经营场所内的共用疏散设施应当由乙公司独自管理 

E.涉及公共消防安全的建筑消防设施可以委托丙公司统一管理 

  

2.根据《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61号），属于甲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失职行为有（   ）。 

A.未及时组织拆除占用疏散通道的商铺 

B.未及时组织拆除冷库内的可燃保温材料 

C.未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 

D.未设置消防工作的归口管理职能部门 

E.未聘用取得注册消防工程师执业资格人员从事消防控制室值班工作 



3.根据《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61号），甲公司应履行的消防安全职责有（   ）。 

A.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 

B.每年对员工进行一次安全培训 

C.每年对建筑消防设施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 

D.每日开展一次防火巡查 

E.建立消防档案 

  

4.下列行为中，违反用火用电安全管理规定的有（   ）。 

A .KTV服务员张 XX在营业结束后切断非必要电源 

B.商场营业厅在营业期间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后进行维修动火作业 

C.朱 XX将通电的电源插座及用电器具搁置在库房内的纸箱上 

D.库房内堆放的货物距库房顶部照明灯具 0.5m 

E.朱 XX在冷库内自行拉接照明电源线 

  

5.根据《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61号），甲公司应对员工进行消防培训，消防培训的内容应包括（   ）。 

A.冷库的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 

B.报告火警，自救逃生的知识和技能 

C.消火栓的性能，使用方法和操作规程 

D.灭火器的维修技术 

E.消防控制室应急处置程序 

  

6.火灾确认后，消防控制室值班员李 XX应当立即采取的措施有（   ）。 

A.到现场参与火灾扑救 

B.启动该单位内部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C.拨打“119”电话报警 

D.确认消防联动控制器处于自动状态 

E.切断商场总电源 

  

7.根据《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部令第

61 号），该商业综合体建筑的（   ）场所或部位应确定为消防安全重点部位。 

A.儿童游乐场所 

B.餐饮厨房 

C.汽车库 

D.消防控制室 

E.电梯间 

  

8.关于甲公司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制定和演练，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中应设置 3 个组织机构，分别是：灭火行动组、疏

散引导组、通讯联络组 

B.每年应与当地消防救援机构联合开展消防演练 

C.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应明确疏散指示标识图和逃生线路示意图 

D.每半年应组织开展一次消防演练 



E.演练结束后应进行总结讲评 

  

9.根据《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61号），甲公司的下列（  ）等文件资料应归入消防安全管理情况档案。 

A.消防安全例会记录和决定 

B.消防安全制度 

C.火灾情况记录 

D.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E.消防安全培训记录 

  

10.此起火灾事故，应认定甲公司法定代表人（   ）。 

A.负有直接领导责任 

B.负有主要责任 

C.涉嫌失火罪 

D.涉嫌消防责任事故罪 

E.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二）某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对湿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进行了下列系统功能

测试： 

1.使用秒表测得 2#湿式报警阀组延时器的延时时间为 90s，测试方法见下表：  

测试方法表 

测试方法 开始计时 停止计时 延时时间 
1 打开湿式报警阀组的试铃阀 水力警铃发出报警声 90s 

2 打开湿式报警阀组的试铃阀 消防控制室接到压力开关报警信号 90s 

3 打开湿式报警阀组的试铃阀 喷淋泵启动 90s 

4 打开的末端试水装置的放水阀门 至水力警铃发出报警声 90s 

5 打开湿式报警阀组的试验排水阀 水力警铃发出报警声 90s 

2.使用声级计测得 1#湿式报警阀组的水力警铃声强为 55dB； 

3.打开 3#湿式报警阀组所辖区域内最不利点处末端试水装置，使用秒表测

得喷淋泵启泵时间为 360s； 

4.打开 4#湿式报警阀组所辖区域内最不利点处末端试水装置，压力表指针

剧烈跳动，喷水口间断性喷水和空气。 

根据以上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2#湿式报警阀组的延时器延时时间是否满足规范要求？关于延时器延

时时间的测试，哪个测试方法是正确的？ 

（2）按照规范要求，1#湿式报警阀组水力警铃的声强值应该是多大？分析

可能存在的原因，提出解决措施。 

（3）按照规范要求，打开 3#湿式报警阀组所辖区域末端试水装置，喷淋泵

启动时间应为多少？分析可能存在的原因，提出解决措施。 

（4）分析造成 4#湿式报警阀组所辖区域内最不利点末端试水装置处压力表

剧烈跳动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参考答案 

一、 消防安全技术实务 

（一）1.A  2.B  3.D  4.A 

（二）1.BD  2.ACD  3.CD  4.AD 

二、消防安全技术综合能力 

（一）1.D  2.D  3.D  4.B 

（二）1.ABCD  2.ABDE  3.AC  4.ABCD 

三、案例分析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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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技术综合能力 

一、考试目的 

考查消防专业技术人员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运用相关消防技术和

标准规范，解决常见消防技术问题和消防安全管理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及要求 

（一）消防法规及相关知识运用 

1.消防专业理论应用 

掌握消防专业相关理论常识。运用燃烧、火灾及相关爆炸机理，辨识火灾和

爆炸的类别及其特点，分析各种燃烧物质的燃烧产物及其有毒有害性，提出预防

火灾、爆炸和扑救火灾的技术方法。 

2.易燃易爆危险品管理 

掌握易燃易爆危险品管理的相关要求。运用燃烧和爆炸机理及相关标准规范，

分析易燃易爆危险品火灾、爆炸的危险性，提出易燃易爆危险品安全管理的措施、

方法与要求。 

3.消防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掌握《民法典》《行政处罚法》《刑法》等法律相关内容，熟悉《消防法》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

《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注册消防工程师管理规定》《消防安全责任制

实施办法》等法律、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辨识和分析消防安全管

理过程中存在的消防违法行为及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4.消防职业道德行为 

熟悉注册消防工程师职业道德的原则、规范和修养的相关内容，根据《消防

法》《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和《注册消防工程师管理规定》的有关要求，

辨识注册消防工程师执业活动的合法性，确认注册消防工程师履行义务的情况以

及规范注册消防工程师执业行为和职业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分析界定注

册消防工程师执业行为的法律责任。 

（二）建筑消防安全检查 

1.建筑总平面布局与平面布置 



熟悉建筑总平面布局与平面布置的相关技术要求，运用消防技术和标准规范，

辨识建筑分类及其耐火等级，开展建筑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检查，排查存在的

消防安全隐患，分析原因，提出隐患整改的措施、方法和要求。 

2.建筑防火防烟分区及防火封堵 

熟悉建筑防火分区与防烟分区及建筑防火封堵的相关技术要求，运用消防技

术和标准规范，开展建筑防火防烟分区划分、防火防烟分隔设施设置及建筑防火

封堵的消防安全检查，排查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分析原因，提出隐患整改的措

施、方法和要求。 

3.建筑安全疏散设施 

熟悉建筑安全疏散设施的相关技术要求，运用消防技术和标准规范，开展建

筑安全疏散设施的消防安全检查，排查安全疏散设施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分析

原因，提出隐患整改的措施、方法和要求。 

4.易燃易爆场所和燃气使用场所检查 

熟悉易燃易爆场所、燃气使用场所防火防爆的相关技术要求，运用消防技术

和标准规范，辨识易燃易爆场所、燃气使用场所火灾危险性分类，开展防火防爆

检查，排查火灾、爆炸等消防安全隐患，分析原因，提出隐患整改的措施、方法

和要求。 

5.建筑装修和建筑保温系统 

熟悉建筑装修和建筑保温系统的相关技术要求，运用消防技术和标准规范，

辨识建筑室内外装修材料和建筑内、外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开展建筑室内外装

修和建筑保温系统的消防安全检查，排查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分析原因，提出

隐患整改的措施、方法和要求 

（三）消防设施检测与维护管理 

1.通用要求 

熟悉消防设施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技术要求，运用消防相关技术和标准

规范，开展建筑消防设施的监测和检查，开展单体建筑面积 40000m² 及以下建

筑的消防设施的检测与维护保养。 

2.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 

掌握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的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技术要求，运用相关

消防技术和标准规范，开展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的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发

现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的常见故障，分析原因，解决相关技术问题。 

3.自动水灭火系统 

掌握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技术要求，熟悉水喷雾灭

火系统、细水雾灭火系统的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技术要求，运用相关消防技

术和标准规范，开展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水喷雾灭火系统、细水雾灭火系统的检



查、检测与维护保养，发现系统的常见故障，分析原因，解决相关技术问题。 

4.气体灭火系统 

熟悉气体灭火系统的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技术要求，运用相关消防技术

和标准规范，开展二氧化碳、IG541、七氟丙烷等气体灭火系统的检查、检测与

维护保养，发现系统的常见故障，分析原因，解决相关技术问题。 

5.泡沫灭火系统 

熟悉泡沫灭火系统的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技术要求，运用相关消防技术

和标准规范，开展各种泡沫灭火系统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发现系统的常见故

障，分析原因，解决相关技术问题。 

6.干粉灭火系统 

熟悉干粉灭火系统的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技术要求，运用相关消防技术

和标准规范，开展干粉灭火系统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发现系统的常见故障，

分析原因，解决相关技术问题。 

7.灭火器 

掌握建筑灭火器安装配置、检查和维修的的相关技术要求，运用相关消防技

术和标准规范，对建筑灭火器进行安装配置、检查和维修，发现建筑灭火器安装

配置、检查以及灭火器维修过程中常见的问题，分析原因，解决相关技术问题。 

8.建筑防烟排烟系统 

熟悉建筑防烟排烟系统的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技术要求，运用相关消防

技术和标准规范，开展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发现系统的常

见故障，分析原因，解决相关技术问题。 

9.消防用电设备的供配电与电气防火防爆 

熟悉消防供配电系统、电气防火以及电气防爆的相关技术要求，运用相关消

防技术和标准规范，开展消防供配电系统、电气防火以及电气防爆检查，提出电

气防火技术措施，发现常见的电气消防安全隐患。 

10.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系统 

熟悉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系统的相关技术要求，运用相关消防技术

和标准规范，开展建筑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的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

发现常见故障，分析原因，解决相关技术问题。 

1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掌握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相关技术要求。运用相关消防技术和标准规范，开

展火灾探测报警系统、消防联动控制系统、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电气火灾监

控系统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发现系统的常见故障，分析原因，解决相关技术

问题。 

12.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 



熟悉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的检查、检测与维护保养的技术要求。运用

相关消防技术和标准规范，开展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的检查、检测与维护

保养，发现设施的常见故障，分析原因，解决相关技术问题。 

（四）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评估 

熟悉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评估的相关要求。根据有关规定和相关消防技术

标准规范，运用消防安全评估技术与方法，确定单位消防安全评估的内容、方法

和步骤，开展对除建筑高度 100 m （含）以上公共建筑、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

大型的危险化学品单位外的火灾高危单位进行消防安全评估活动，辨识和分析其

火灾风险，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方法和要求。 

（五）社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 

熟悉社会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的相关要求。根据消防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运用相关消防技术和标准要求, 对除 250 m（含）以上公共建筑、大型危险化学

品单位外的社会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要求。组织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操作规程和

消防工作计划。组织实施防火检查、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维护保养，整改火灾隐

患。组织开展消防知识、技能的宣传教育和培训。组织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制

定和演练。组织管理专职消防队、微型消防站和志愿消防队。检查单位依法履行

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解决单位消防安全管理问题。 

 

消防安全案例分析 

一、考试目的 

考查消防专业技术人员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运用《消防安全技

术综合能力》科目涉及的理论知识、专业技能与管理要求，在实际应用时体现的

综合分析能力与实际执业能力。 

二、考试内容及要求 

本科目考试内容和要求参照《消防安全技术综合能力》科目的考试大纲，

考试试题的模式参见考试样题。 



考试样题 

一、单项选择题（从备选项中选择一个最符合题意的选项作

为答案） 

1.国家标准《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2012 )确定为 A级

的材料，其燃烧性能为( )。 

A.不燃 

B.难燃 

C.可燃 

D.易燃 

 

2.在对火灾报警探测器进行故障报警功能检测时，摘下与控制器连接的一

只火灾报警探测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能在( )s 内发出与火灾报警信号有明

显区别的故障声、光信号。 

A.60 

B.100 

C.150 

D.200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备选项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符合题

意的选项，错选不得分) 

1.按照《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2005 )的要求，下列灭火

器配置场所的危险等级判定正确的是( )。 

A.设有集中空调、电子计算机、复印机等设备的办公室是严重危险等级 

B.体育馆的观众厅是中危险等级 

C.建筑面积为 560 m²综合商场的库房是中危险等级 

D.旅馆、饭店的客房是轻危险等级 

E.建筑面积 280 m²的网吧是中危险等级 

 

2.防火门的检查应注意( )等方面的内容。 

A.防火门应为向疏散方向开启的平开门，并在关闭后应能从任何一侧手动

开启 

B.用于疏散走道、楼梯间和前室的防火门，应具有自行关闭的功能 

C.双扇和多扇防火门，应具有按顺序关闭的功能 

D.常开的防火门，当发生火灾时，应具有自行关闭和信号反馈的功能 

E.在变形缝处附近的防火门，应设在楼层数较少的一侧，且门开启后不应



跨越变形缝 

三、案例分析题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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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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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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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将火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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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下方存放的润滑油纸箱和泡沫塑料包装物，

随后蔓延成灾。调查组还发现该仓库 1.消防水泵均损坏；2.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联动控制器自动与手动转换开关设置在手动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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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检测记录，且存在长时间

超负荷运行、线路绝缘老化现象；5.5#仓库疏散出口被大量堆积的纸箱和包装物

封堵。上述问题在消防救援机构限期整改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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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报告，维修保养记录、巡查记录中，所有项目

均填报为合格，但存在问题并未整改。 

根据以上材料，回答下列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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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选本题不得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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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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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机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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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根据《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61

号)，乙公司法定代表人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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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制定消防安全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并检查督促其落实 

D.组织制定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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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根据《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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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关于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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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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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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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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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下列哪些人员对这起火灾负有责任，涉及刑事犯罪，应采用刑事强制措

施的有(   )。 

A.甲公司赵某 

B.乙公司钱某 

C.丙公司孙某 

D.职工吴某 

E.乙公司周某和郑某 

  

（二）某单位办公楼 2015年 10月 10 日通过消防验收并投入使用，建筑高

度 54m，地下 1层，地上 17层。办公楼按照消防有关标准规范设置了消防设施。

2021 年 7 月 2 日，某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按照合约对消防设施完好性进行年度检

测，测试结果如下：关闭排烟防火阀后，排烟风机继续正常运行；模拟触发 15

楼消防电梯前室的感烟火灾探测器报警，15 楼火灾显示盘指示位置为“走道北

段”，且无声音报警；8、11、15层消防电梯前室的正压送风口手动开启后无法

人工复位；4层数据中心机房使用 3mm厚钢化玻璃隔出一间 9㎡的办公室，钢瓶

间内高压二氧化碳储瓶标签显示药剂充装日期 2015年8月；其他系统功能正常。 

根据以上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分析排烟防火阀无法连锁排烟机停机的故障原因，提出修复故障方法。 

（2）分析产生报警信息错误和无声音报警信号的原因，提出修复故障方法。 

（3）分析部分正压送风口无法手动复位的原因，提出修复故障方法。 

（4）数据中心机房气体灭火系统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 

  

  

   



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 A   2. B 

二、多项选择题 

1. BCD   2. ABCD 

三、案例分析题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