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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消防排烟系统是建筑火灾发生时,实现通风效果的重要建筑,对其进行合理设计,对于提高火灾
事故中烟雾和气体排放效率,降低内部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含量有着重要意义。消防排烟系统设计中,
风机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科学选型是加强排烟效果的关键。本文就重点对消防排烟系统设计及风机
选型展开详细分析探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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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design of fire smoke exhaust system and fan selection
Min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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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re and smoke exhaust system is an important building to achieve ventilation effect when building
fires occur. Reasonable desig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moke and gas emission in fire
accidents and reduce the content of harmful gases such as carbon dioxide inside. In the design of fire smoke
exhaust system, the fan is an important part, and its scientific selection is the key to enhance the smoke exhaust
effect. In this paper, the design of fire smoke exhaust system and fan selection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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