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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PyroSim软件的数值模拟方法,模拟了高程建筑火灾,得出在开窗与关窗两种工况下,关窗
时房间温度更高,能见度更小,火灾危险性更大。根据模拟结果提出完善建筑物内的消防设施的建议和预
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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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of PyroSim software, the fire of elevation building is
simulated. It is concluded that under the two working conditions of window opening and window closing, the
room temperature is higher, visibility is smaller and the fire risk is greater when the window is closed. According
to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ome suggestions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fire fighting
facilities in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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