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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保障建筑内部装修的消防安全 贯彻 预防为主 防

消结合 的消防工作方针 防止和减少建筑物火灾的危害 特制定

本规范

本规范适用于民用建筑和工业厂房的内部装修设计

本规范不适用于古建筑和木结构建筑的内部装修设计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应妥善处理装修效果和使用安全

的矛盾 积极采用不燃性材料和难燃性材料 尽量避免采用在燃烧

时产生大量浓烟或有毒气体的材料 做到安全适用 技术先进 经

济合理

本规范规定的建筑内部装修设计 在民用建筑中包括

顶棚 墙面 地面 隔断的装修 以及固定家具 窗帘 帷幕 床罩 家

具包布 固定饰物等 在工业厂房中包括顶棚 墙面 地面和隔断的

装修

注 隔断系指不到顶的隔断 到顶的固定隔断装修应与墙面规定相同

柱面的装修应与墙面的规定相同

兼有空间分隔功能的到顶橱柜应认定为固定家具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 除执行本规范的规定外 尚应符

合现行的有关国家标准 规范的规定



装修材料的分类和分级

装修材料按其使用部位和功能 可划分为顶棚装修材

料 墙面装修材料 地面装修材料 隔断装修材料 固定家具 装饰

织物 其他装饰材料七类

注 装饰织物系指窗帘 帷幕 床罩 家具包布等

其他装饰材料系指楼梯扶手 挂镜线 踢脚板 窗帘盒 暖气罩等

装修材料按其燃烧性能应划分为四级 并应符合表

的规定

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 表

等 级 装修材料燃烧性能

不燃性

难燃性

可燃性

易燃性

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应按本规范附录 的规

定 由专业检测机构检测确定 级装修材料可不进行检测

安装在钢龙骨上燃烧性能达到 级的纸面石膏板

矿棉声板 可作为 级装修材料使用

当胶合板表面涂覆一级饰面型防火涂料时 可做为

级装修材料使用 当胶合板用于顶棚和墙面装修并且不内含电

器 电线等物体时 宜仅在胶合板外表面涂覆防火涂料 当胶合板

用于顶棚和墙面装修并且内含有电器 电线等物体时 胶合板的

内 外表面以及相应的木龙骨应涂覆防火涂料 或采用阻燃浸渍处

理达到 级



注 饰面型防火涂料的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防火涂料防火性能试验方法及

分级标准 的有关规定

单位重量小于 的纸质 布质壁纸 当直接粘

贴在 级基材上时 可做为 级装修材料使用

施涂于 级基材上的无机装饰涂料 可做为 级装

修材料使用 施涂于 级基材上 湿涂覆比小于 的有机

装饰涂料 可做为 级装修材料使用 涂料施涂于 级基材

上时 应将涂料连同基材一起按本规范附录 的规定确定其燃烧

性能等级

当采用不同装修材料进行分层装修时 各层装修材料

的燃烧性能等级均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 复合型装修材料应由专

业检测机构进行整体测试并划分其燃烧性能等级

常用建筑内部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划分 可按本规

范附录 的举例确定



民 用 建 筑

一 般 规 定

当顶棚或墙面表面局部采用多孔或泡沫状塑料时 其

厚度不应大于 且面积不得超过该房间顶棚或墙面积的

除地下建筑外 无窗房间的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

等级 除 级外 应在本章规定的基础上提高一级

图书室 资料室 档案室和存放文物的房间 其顶棚

墙面应采用 级装修材料 地面应采用不低于 级的装修材料

大中型电子计算机房 中央控制室 电话总机房等放

置特殊贵重设备的房间 其顶棚和墙面应采用 级装修材料 地

面及其他装修应采用不低于 级的装修材料

消防水泵房 排烟机房 固定灭火系统钢瓶间 配电

室 变压器室 通风和空调机房等 其内部所有装修均应采用 级

装修材料

无自然采光楼梯间 封闭楼梯间 防烟楼梯间及其前

室的顶棚 墙面和地面均应采用 级装修材料

建筑物内设有上下层相连通的中庭 走马廊 开敞楼

梯 自动扶梯时 其连通部位的顶棚 墙面应采用 级装修材料

其他部位应采用不低于 级的装修材料

防烟分区的挡烟垂壁 其装修材料应采用 级装修

材料

建筑内部的变形缝 包括沉降缝 伸缩缝 抗震缝等

两侧的基层应采用 级材料 表面装修应采用不低于 级的装

修材料



建筑内部的配电箱不应直接安装在低于 级的装

修材料上

照明灯具的高温部位 当靠近非 级装修材料时

应采取隔热 散热等防火保护措施 灯饰所用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不应低于 级

公共建筑内部不宜设置采用 级装饰材料制成的

壁挂 雕塑 模型 标本 当需要设置时 不应靠近火源或热源

地上建筑的水平疏散走道和安全出口的门厅 其顶

棚装饰材料应采用 级装修材料 其他部位应采用不低于 级

的装修材料

建筑内部消火栓的门不应被装饰物遮掩 消火栓门

四周的装修材料颜色应与消火栓门的颜色有明显区别

建筑内部装修不应遮挡消防设施 疏散指示标志及

安全出口 并且不应妨碍消防设施和疏散走道的正常使用 因特殊

要求做改动时 应符合国家有关消防规范和法规的规定

建筑物内的厨房 其顶棚 墙面 地面均应采用 级

装修材料

经常使用明火器具的餐厅 科研试验室 装修材料的

燃烧性能等级 除 级外 应在本章规定的基础上提高一级

单层 多层民用建筑

单层 多层民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

等级 不应低于表 的规定

单层 多层民用建筑内面积小于 的房间 当采

用防火墙和甲级防火门窗与其他部位分隔时 其装修材料的燃烧

性能等级可在表 的基础上降低一级

当单层 多层民用建筑需做内部装修的空间内装有自

动灭火系统时 除顶棚外 其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可在表

规定的基础上降低一级 当同时装有火灾自动报警装置和



自动灭火系统时 其顶棚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可在表

规定的基础上降低一级 其他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可不限制

单层 多层民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建筑物及场所 建 筑 规 模 性 质
顶棚墙面地

候机楼的候机大厅 商

店 餐厅 贵宾候机室
售票厅等

汽车站 火车站 轮船客
运站的候车 船 室 餐
厅 商场等

影院 会堂 礼堂 剧院
音乐室

体育馆

商场营业厅

建筑面积 的候机楼

建筑面积 的候机楼

建筑面积 的车站 码头

建筑面积 的车站 码头

座位

座位

座位

座位

每层建筑面积 或总建筑面积

的营业厅

每层建筑面积 或总建筑面

积为 的营业厅

每层建筑面积 或总建筑面积

营业厅



建筑物及场所 建 筑 规 模 性 质
顶棚墙面地

饭店 旅馆的客房及公
共活动用房等

歌舞厅 餐馆等娱乐 餐
饮建筑

幼儿园 托儿所 中小学
医院病房楼 疗养院

养老院

纪念馆 展览馆 博物
馆 图书馆 档案馆 资
料馆等

办公楼 综合楼

住宅

设有中央空调系统的饭店 旅馆

其他饭店 旅馆

营业面积

营业面积

国家级 省级

省级以下

设有中央空调系统的办公楼 综合楼

其他办公楼 综合楼

高级住宅

普通住宅



高层民用建筑

高层民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不应低于表 的规定

除 以上的高层民用建筑及大于 座位的观

众厅 会议厅 顶层餐厅外 当设有火灾自动报警装置和自动灭火

系统时 除顶棚外 其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可在表

规定的基础上降低一级

高层民用建筑的裙房内面积小于 的房间 当

设有自动灭火系统 并且采用耐火等级不低于 的隔墙 甲级防

火门 窗与其它部分分隔时 顶棚 墙面 地面的装修材料的燃烧性

能等级可在表 规定的基础上降低一级

电视塔等特殊高层建筑的内部装修 装饰织物应不低

于 级 其它均应采用 级装修

地下民用建筑

地下民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不应低于表 的规定

注 地下民用建筑系指单层 多层 高层民用建筑的地下部分 单独建造在地下的

民用建筑以及平战结合的地下人防工程

地下民用建筑的疏散走道和安全出口的门厅 其顶

棚 墙面和地面的装修材料应采用 级装修材料



地下民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表

建筑物及场所
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

顶棚墙面地面隔断固定家具装饰织物其他装饰材料

休息室和办公室等

旅馆的客房及公共活动
用房等

娱乐场所 旱冰场等
舞厅 展览厅等
医院的病房 医疗用房等

电影院的观众厅
商场的营业厅

停车库
人行通道
图书资料库 档案库



高层民用建筑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建筑物 建筑规模 性质

装修材料燃烧

顶棚 墙面 地面 隔断 固定家具
窗

高级旅馆

商业楼 展览楼 综合

楼 商住楼 医院病房

楼

电信楼 财贸金融楼

邮政楼 广播电视楼

电力调度楼 防灾指

挥调度楼

座位的观众厅 会

议厅 顶层餐厅

座位的观众厅 会

议厅

其他部位

一类建筑

二类建筑

一类建筑

二类建筑



建筑物 建筑规模 性质

装修材料燃烧

顶棚 墙面 地面 隔断 固定家具
窗

教学楼 办公楼 科研

楼 档案楼 图书馆

住宅 普通旅馆

一类建筑

二类建筑

一类普通旅馆

高级住宅

二类普通旅馆

普通住宅

注 顶层餐厅 包括高在高空的餐厅 观光厅等

建筑物的类别 规模 性质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的有关规



单独建造的地下民用建筑的地上部分 其门厅 休息

室 办公室等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可在表 的基础

上降低一级要求

地下商场 地下展览厅的售货柜台 固定货架 展览

台等 应采用 级装修材料



工 业 厂 房

厂房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不应低于

表 的规定

当厂房中房间的地面为架空地板时 其地面装修材料

的燃烧性能等级不应低于 级

装有贵重机器 仪器的厂房或房间 其顶棚和墙面应

采用 级装修材料 地面和其他部位应采用不低于 级的装修

材料

厂房附设的办公室 休息室等的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

性能等级 应符合表 的规定

工业厂房内部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表

工业厂房分类 建筑规模
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

顶棚 墙面 地面 隔断

甲 乙类厂房

有明火的丁类厂房

丙类厂房

地下厂房

高层厂房

高度 的单层厂房

高度 的单层 多层厂房

无明火的丁类厂房

戊类厂房

地下厂房

高层厂房

高度 的单层厂房

高度 的单层 多层厂房



附录 装修材料燃烧性能等级划分

试验方法

级装修材料的试验方法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材料不燃性试验方法 的规定

级顶棚 墙面 隔断装修材料的试验方法 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材料难燃性试验方法 的规定 级顶棚 墙

面 隔断装修材料的试验方法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材料可

燃性试验方法 的规定

级和 地面装修材料的试验方法 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铺地材料临界辐射通量的测定 辐射热源法 的规定

装饰织物的试验方法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纺织织

物 阻燃性能测试 垂直法 的规定

塑料装修材料的试验方法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塑

料燃烧性能试验方法 氧指数法 塑料燃烧性能试验方法 垂

直燃烧法 塑料燃烧性能试验方法 水平燃烧法 的规定

等级的判定

在进行不燃性试验时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材料 其

燃烧性能等级应定为 级

炉内平均温度不超过

试样表面平均温升不超过

试样中心平均温升不超过

试样平均持续燃烧时间不超过

试样平均失重率不超过

顶棚 墙面 隔断装修材料 经难燃性试验 同时符



合下列条件 应定为 级

试件燃烧的剩余长度平均值 其中没有

一个试件的燃烧剩余长度为零

没有一组试验的平均烟气温度超过

经过可燃性试验 且能满足可燃性试验的条件

顶棚 墙面 隔断装修材料 经可燃性试验 同时符合

下列条件 应定为 级

对下边缘无保护的试件 在底边缘点火开始后

内 五个试件火焰尖头均未到达刻度线

对下边缘有保护的试件 除符合以上条件外 应附

加一组表面点火 点火开始后的 内 五个试件火焰尖头均未到

达刻度线

地面装修材料 经辐射热源法试验 当最小辐射通量

大于或等于 时 应定为 级 当最小辐射通量大于或

等于 时 应定为 级

装饰织物 经垂直法试验 并符合表 中的条

件 应分别定为 和 级

装饰织物燃烧性能等级判定 表

级 别 损毁长度 续燃时间 阻燃时间

塑料装饰材料 经氧指数 水平和垂直法试验 并符

合表 中的条件 应分别定为 和

塑料燃烧性能判定 表

级 别 氧指数法 水平燃烧法 垂直燃烧法

级 级

级 级

固定家具及其他装饰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其试验

方法和判定条件应根据材料的材质 按本附录的有关规定确定



附录 常用建筑内部装修材料燃烧性能

等级划分举例

表

材料

类别
级
别

材 料 举 例

各部位

材料

花岗石 大理石 水磨石 水泥制品 混凝土制品 石膏板 石灰制

品 粘土制品 玻璃 瓷砖 马赛克 钢铁 铝 铜合金等

顶
棚
材
料

纸面石膏板 纤维石膏板 水泥刨花板 矿棉装饰吸声板 玻璃棉装

饰吸声板 珍珠岩装饰吸声板 难燃胶合板 难燃中密度纤维板 岩

棉装饰板 难燃木材 铝箔复合材料 难燃酚醛胶合板 铝箔玻璃钢

复合材料等

墙

面

材

料

纸面石膏板 纤维石膏板 水泥刨花板 矿棉板 玻璃棉板 珍珠岩

板 难燃胶合板 难燃中密度纤维板 防火塑料装饰板 难燃双面刨

花板 多彩涂料 难燃墙纸 难燃墙布 难燃仿花岗岩装饰板 氯氧

镁水泥经装配式墙板 难燃玻璃钢平板 塑料护墙板 轻质高强

复合墙板 阻燃模压木质复合板材 彩色阻燃人造板 难燃玻璃钢等

各类天然木材 木制人造板 竹材 纸制装饰板 装饰微薄木贴面板

印刷木纹人造板 塑料贴面装饰板 聚脂装饰板 复塑装饰板 塑纤

板 胶合板 塑料壁纸 无纺贴墙布 墙布 复合壁纸 天然材料壁

纸 人造革等

地面

材料

硬 塑料地板 水泥刨花板 水泥木丝板 氯丁橡胶地板等

半硬质 塑料地板 卷材地板 木地板氯纶地毯等

装饰

织物

经阻燃处理的各类难燃织物等

纯毛装饰布 纯麻装饰布 经阻燃处理的其他织物等

其
他
装
饰
材
料

聚氯乙烯塑料 酚醛塑料 聚碳酸酯塑料 聚四氟乙烯塑料 三氯氰

胺 脲醛塑料 硅树脂塑料装饰型材 经阻烯处理的各类织物等 另

见顶棚材料和墙面材料内中的有关材料

经组燃处理的聚乙烯 聚丙烯 聚氨酯 聚苯乙烯 玻璃钢 化纤织

物 木制品等



附录 本标准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

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作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作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作的

正面词采用 宜 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执行时 写法为

应符合 的规定 或 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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