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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消防指挥信息化的意义,合成分析当前消防指挥系统中信息化现状,并综合提出相应
的消防系统信息化发展的改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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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ignificance of informatization of fire command, this paper synthetically analyzes the
current informatization situation of fire command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ly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thods of 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 of fire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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