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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高层建筑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设计人员在设计中更加关注建筑的功能、布
局和外观,却忽视了工程的安全。高层住宅建筑中,消防防火设计十分关键,这直接关系到住户的生命财
产安全,因此,在设计中必须充分满足高层建筑的防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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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number of high-rise buildings is obviously increasing, and the scale is also expanding.
Design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function, layout and appearance of buildings in the design, but ignore the
safety of the project. In high-rise residential buildings, fire protection design is very important, which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afety of residents' lives and property. Therefore, the fire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of high-rise
buildings must be fully met in th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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