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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建筑正在朝着高层发展,建筑内单位面积人口急
剧上升,建筑价值得到充分利用。但是,高层建筑的消防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如
果不能在有效时间内,采取科学的处置措施,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无疑是巨大的。因此,如何在火灾发生
时快速、有效疏散高层建筑人员,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降低火灾给予建筑物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成为
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工作的关键所在。本文就如何加强高层建筑消防灭火救援工作进行一系列的论述和
思考。
[关键词] 高层建筑；消防；灭火救援
中图分类号：TU97 文献标识码：A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fire fighting and rescue in high-rise buildings
Yiwei Luo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and the expansion of urban scale, urban buildings are
developing towards high-rise buildings, the population per unit area in the building has risen sharply, and the
building value has been fully utilized. However, the fire protection problem of high-rise buildings has gradually
emerged. Once a fire occurs in a high-rise building, if scientific measures cannot be taken within an effective
time, casualties and economic losses will undoubtedly be huge. Therefore, how to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evacuate people in high-rise buildings when a fire occurs, and take practical measures to reduce the economic
losses caused by fires to buildings, has become the key to fire-fighting and rescue work in high-rise buildings.
This article makes a series of discussions and thoughts on how to strengthen fire fighting and rescue work in
high-rise buildings.
[Key words] high-rise buildings; fire fighting; fire fighting and resc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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