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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建筑规模不断地扩大,各建筑主管部门加强了对防排烟设计系统的重视,基于此,本文
对其中的常见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完善建筑防排烟系统设计的措施。以提升建筑防排烟系统设
计水平,强化设计效果,为防排烟系统的稳定运行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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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ome common problems inthe design of building smoke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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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building scale in China, the competent building departments have
strengthen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smoke control design system.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mon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design of smoke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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