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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人们生活生产的要素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的持
续增加,建筑物所承担的职能也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我们在进行建筑设计的过程中,不仅要能够满足建
筑物最基本的功能,还要在功能性、安全性和稳定性方面加大投入,不断提升建筑物的综合性能。这其中,
安全性是建筑设计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一旦在安全性方面存在问题,其隐患和有可能带来的损失往往
难以估量。建筑安全设计涉及多个方面,而建筑防火设计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尤其是随着建筑物内各类
电线电器的不断增加,更对建筑物的防火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当前在进行建筑设计的过程
中,要充分考虑建筑防火设计的科学运用,不断提升建筑设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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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chitecture is not only the basis of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one of the elements of people's life
and production.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population, the functions of buildings are also increasing day by day. In this context, in the process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we should not only meet the most basic functions of buildings, but als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functionality, safety and stability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of buildings.
Among them, safety is a priority issue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Once there are problems in safety, its hidden
dangers and possible losses are often difficult to estimate. Building safety design involves many aspects, and
building fire protection design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Especially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all kinds of
wires and electrical appliances in the building, it puts forward higher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fire
protection capacity of the building.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we should fully consider
the scientific application of architectural fire protection design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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