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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当中的建筑数量以及建筑的高度也在
不断的增加。为了可以更好地进行城市化建设,确保民用建筑的火灾尽可能地减少,就需要建筑施工人员
在进行建设的过程当中,需要提升民用建筑设计当中的建筑防火技术水平,这样才能更好地增强建筑的
防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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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the number and
height of buildings in the city are also increasing. In order to better carry out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ensure that the fires of civil buildings are reduced as much as possible, it is necessary for construction workers to
improve the technical level of building fire prevention in the design of civil building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so as to better enhance the fire prevention capability of buildings.
[Key words] the design of civil building; building fire prevention; tech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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