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一级消防工程师《技术实务》考试教材变化对比

2018 页码 2018 教材 2017 教材

第 一 篇

消 防 基

础知识

第 一 章

燃烧

P1 倒数第二段，最后一句话“如

果有一个条件不具备，那么燃

烧就不会发生”这句话

P2

P1 增加：“但是导致燃烧的发生，

不仅需要满足三要素……上述

三者相互作用”

P2

P2 二、助燃物，后删除“（氧化

剂）”

三、引火源，后删除“（温度）”

引火源的慨念发生变化

引火源的种类，增加了“雷击”，

删除了“（5）自燃引火源”

最后一段，增加：“四个必要条

件……四个面”

P2

P3 2、自燃，自燃的概念第一句话

发生变化

（1）化学自燃，第一句话和一

二句话调换位置

（二）爆炸，最后一句话，第

三章第一节把“第一节删除”

P3

P4 扩散燃烧的特点，删除了最后

一句话“对稳定的扩散燃烧，

只要控制的好……一旦发生火

灾也较易扑救”

二 液体燃烧，那段，最后一句

话“可燃液体会产生闪燃的想

象”

1. 闪燃，闪燃的概念发生了变

化

2. 沸溢，增加了“在含有水分、

黏度较大的重质石油产品……

称为沸溢（扬沸和喷溅）”

P4

P5 3、喷溅内容第二段，第二行，

直径之比均在 10 以上，修改为

“10:1 以上”

5、动力燃烧（爆炸）内容删减

P5

P6 1、闪点的定义，内容有变化

2、燃点的定义有变化

3、燃点与闪点的关系最后一

句话“因此，一般用闪点评

定……危险性大小”

P6

第二章 P12 按照国家标准《火灾分类》改 P10



火灾 成“按照《火灾分类》”

P14 第一段删除：“1994 年 11 月 15

日，吉林省……毁于一旦”

第三段删除：“2009 年 2 月 9

日，正值元宵节，……造成了

很大的社会反响”

第九段，据有关资料显示，这

段话内容有变

倒数第三段，最后一句话，改

成：2016 年，全国吸烟引发的

火灾占总火灾的 7.7%

P12

P15 第一段，删除“家中烧香……

火灾总数的 17.6%”，增加

“2016 年，全国因……总数的

21.2%”

第五段，删除 2009 年 2 月 9

日……总数的 3.3%

增加“2016 年，全国因玩

火……总数的 3.5%”

第六段，把最后三个案例删除，

改成“2016 年，全国放火引发

的……1.4%”

P16 第一段，增加一句话，“火场上，

可以用……辐射热通量”

P14

P16 即使空间是高度稀薄的太空改

为“即使是太空，热幅度也能

照常进行”

P15

P17-P20 “二、建筑火灾的烟气蔓延”

改成“建筑火灾烟气的流动过

程”整个知识点的的描述有变

化

P20-P21 三、建筑火灾发展的几个阶段

改成“三、建筑室内火灾发展

阶段”整个描述有少许变化

P21-P22 增加，四、建筑室内火灾的特

殊现象的内容

第四节 灭火的基本原理与方

法改成“防火和灭火的基本原

理与方法”

P22-P23 增加：防火的基本方法

第三章

爆炸

P30 “三、爆炸极限在消防上的应

用”内容有变化

（四）明火改成“化学火源”

三、最小点火能量改成“最小



点火能”描述有变化

危险品的概念有变化

第二节 易燃气体，燃烧范围不

小于 12 个百分点改成

第三节 易燃液体，第一段话第

一句有变化

（一）易燃固体的分类与分级

内容有变化

删除“（二）易燃固体包括的范

围”

第 二 篇

建 筑 防

火

P31 P47 第二行 增加 排烟系统是指采

用机械排烟……能见度的系统

来源

P41

P32 P53 4. 乙 类 第 五 项 ， 删 除 如

1983……的生产

P47

P53 乙类第六项 第一段 删除举例 P47

P54 表格 2-2-2 乙类 火灾特征 1

变为闪点大于等于 28℃至

60℃

P48

P55 表格中原来“<”改为“小于”，

符号描述改为文字描述

甲 举例：1.删除“乙酸甲酯”，

改为“甲酸甲酯”

P49

P56 乙 举例：1.“乙酸”改为“甲

酸”

P49

P57 删除旧教材“（4）丁类、戊类

物品的包装材料。”

P50

P57-58 （四）石油库储存……两段内

容增加，表格内容新增内容较

多

P50-51

P35 P59 表格

公共建筑 二类 由“除住在建

筑和……”改为“除一类高层

公共……”

P52

P38 P60 第一段：由“GB-8624-1987”

改为“GB-8624-88”

P53

P40 P61 燃烧性能的基本分级改为了下

标：A B1 B2 B3表格里同时改为

下标，（二）所在段落内容也修

改为下标形式。

P54

P63 变革下面增加文字“图 2-3-1

燃烧性能等级标识示意”

P56

第三节

建筑构件

P64 “1.不燃性/2.难燃性/3.可燃

性”改为“（一）不燃性构件/

P56



的燃烧性

能和耐火

极限

（二）难燃性构件/（三）可燃

性构件”

p64 二、（一）耐火极限的概念 改

为“耐火极限是指在标准……

承载能力是指在标准耐火试验

条件下（第三行）”

P57

P65 5.材料的老化性能，删除原段

落中的括号

P58

6.火灾种类 删除原教材倒数

第三行“我国现有工程防火设

计中对……相应的调整”

P58

第四节

建筑耐火

等级要求

无

第 四 章

总平面布

局和平面

布置

第一节

建筑消防

安全布局

无

第二节

建筑防火

间距

P70 （二）保障灭火救援场地需要

第二行“对低层建筑”改为“对

单、多层建筑”

P63

P72 新增整段 5.同一座 U 形或

形……

P64

第三节

建筑平面

布置

P76 第一段：删除原教材第一行“单

体建筑内，除了考虑满足功能

需要外”

P69

P77-78 （二）消防控制室布置变成第

四点。

新增“（三）液化石油气瓶组”

P70

P78 三、人员密集场所的布置（一）

多功能厅后新增“（包括宴会

厅）”

P70

P79 （一）最后一行，变化：老年

人及儿童在火灾时难以进行适

当的自救或逃生。

P71

P80 删除旧教材 GB50016-2014 后

“第 5.5.17 条表 5.5.17”

P72

P81 （一）办公室、休息室，新增

（1）甲、乙类.（5）在丙、丁

类仓库

P72

第五章 防 P86 二、功能区域分隔 P78



火防烟分

区与分隔

第二节

防火分隔

（一）第二行改为：当其布置

在地下或一、二级耐火等级建

筑的四层及以上楼层……不大

于 400.

第一段删除旧教材：设置

在……自动灭火系统。内容

第二段删除旧教材：设置在三

级耐火……等消防设置。内容

P88 四、中庭防火分隔 删除原教材

2-3 行内容“近年来……良好

的效果”

P79

P89 五、建筑幕墙防火分隔，整段

描述细微变化

P80

第三节

防火分隔

设施与措

施

P90 一、防火墙 4）第二段第一行：

严禁穿过防火墙后新增“防火

墙内不应设置排气道……”

P82

P93 （2）“按材质”改为“按材料” P84

第四节

防烟分区

一、防烟分区面积划分 第二句

后面整体变动。防烟分区的最

大允许面积……不应大于 200

㎡。

P85

第六章

安全疏散

P96 学习要求删除“学会利用百人

宽度指标确定不同建筑的疏散

宽度”

P87

P101 “（三）住在建筑安全疏散距

离”内容编写，知识点内容有

变化

P91

P103 删除“（四）公共建筑安全出口

的设置里 4）点和 5）点”

P93-93

P105 删除第二节最后一段“高层建

筑内设有固定座位的观众

厅……不应超过 250 人”

P95

P106 第四节第一段，表述更精炼 P96

P106 “一、疏散楼梯间的一般要

求 ”内容有新增和调整，并且

顺序有变化

P96

P107 “二、敞开楼梯间”内容有变

化

P97

P107-108 “三、封闭楼梯间和四、防烟

楼梯间”内容均有调整

P97-98

P110 “六、剪刀楼梯”有新增内容

或调整内容

P100

P110 “第五节避难层（间）”第一段

内容更加精简

P100



P112 “二、避难间（6）内容和最后

段删除 c 类防火窗”

P101

P112 “（一）应急照明”内容有所调

整

P102

P115 “六、缩放式滑道”最后一段

内容精减

P104

第七章

建筑电气

防火

P116 第七章 学习要求第二段。内容

描述有所变化

P105

P116 （一）电线电缆选择的一般要

求，第一句话里，由“高温”

变为“温度”

P105

P116 （二）电线电缆导体材料的选

择 内容有变化

P105

P109 （二）照明灯具的设置要求 删

除“（11）”

P109

P123 “（一）电动机的火灾危险性

7.铁损过大”标题改变

P111

第八章

建筑防爆

P125 学习要求程度有变化 P113

P126 “（二）减轻性措施，1.采取泄

压措施，第一句话，括号里由’

面积’改为’泄压面’”

P114

P126 1. 爆炸性气体环境，第一句话

“第 3.2.1 条规定”删除这几

个字

2. 爆炸性粉尘环境，第一句话

“第 4.2.2 条规定”删除这几

个字

P114

P127 “1.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域

划分”标题改变

P114

P132 “（5）作为泄压设施的的……

不宜大于 60kg”60kg 后面删除

“/平方米”

P119

P132 “二、抗爆”上面一段，删除

原本括号里的内容“即重力惯

性”

P120

P133 1.防爆墙 第三段 数字有变

化，由 MU7.5 变为 MU10

P120

P137 2.爆炸性粉尘的分级，新增最

后一句话

P123

第九章

建筑设备

防火防爆

P143/P13

0

14）第二行 不应暗敷 14）第二行 不应暗敷

P144/P13

1

表 2-9-1 性能和用途合并

“防烟类”的性能和用途略有

电闸不设后盖



P149/P13

5

P153/P13

9

改动

删除“排烟窗”

（一）厨房的火灾危险性第

（3）点开关不设底盖

删减部分思考题

第十章

建 筑 装

修、保温

材料防火

P154/P140 删除原教材第三段

例子

P155/P141表 2-10-1增加F级

P157/P143 原 教 材

A2-GB/T20284 中 分 级 判 断

500s变为600s；删除表2-10-4

中 B1 难燃玻璃钢

P161/P147 删除原教材七、建

筑内厨房中的材料举例

P162/P147 增加第四段第四

行；表 2-10-5 有变化

P164/P149表2-10-6上面一段

以及表也有变化

P166/P150 表 2-10-7 有变化

P166/P151 倒数第二行变为

（GB-50222-2017）；

P168/P151 JG 158-2013

第十一章

灭火救援

设施

P171 新增最后一段最后一句话 P155

P172 消防车道的最小转弯半径有变

化

P155

P174 消防电梯的设置要求中前室的

面积有变化

P155

第 三 篇

建 筑 消

防设施

第一章

概述

P178 （二）安全疏散设施有变化 P163

P179 删除原教材（十三）可燃气体

报警系统

P163

P180 第（3）点新增 3C 认证 P163

第二章

消防给水

及消防栓

系统

第三章

自动喷水

灭火系统

P213 学习要求有变化 P184

P213 第一节，内容和图片都有变化 P184

P213 倒数第二行，管道内变为配水

管道内

P184 知识点一

P214 图 3-3-2、3-3-3 变化 P185

P215 知识点三、预作用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 内容图片都有变化

P184-185

P215-216 知识点四、雨淋系统 内容和图

片都变化

P185-187



P215 知识点五，①或感温雨淋阀变

为或感温雨淋报警阀组，②新

增，水幕系统的组成与……系

统示意图

P186-187

P215 知识点六，变为防护冷却系统，

内容整体变化

P187

P216 最后一行，新增 建筑特征 P187 中间

P217 （一）工作原理 ①第二行由压

力变为冲水压力；②最后三行

有变化，图片 3-3-7 变化

P187-188

P218 ①第四行，变为高水位防水箱

流量开关或管网压力开关动作

并输出启泵信号，②图 3-3-8

变化

P188 图片，189 第一行

P218 最后一段①倒数第三行，开启

雨淋报警阀不安慰开启预作用

报警阀的电磁阀，②最后第二

行新增

P188（一）工作原理

P219 图 3-3-9 变化 P189

P219 图 3-3-9 下面（二）适用范围

严禁管道漏水变为严禁管道充

水

P189

P219 最后一行，变为火灾危险性等

级属于严重……

P190（二）适用范围

P220 知识点五，（一）最后二行变化

（二）新增 因此适用于……冷

却保护

P190

P220 第三节 内容（GB50084-2001）

2005 年 版 变 为

（GB50084-2017）

P190

P221 （二）中危险级 最后一句 变

为 再细分为中危险级 I 级和

中危险级 II 级

P191

P221 标题（四）变为仓库危险级 P191

P221 表 3-3-1 中，①庆危险级，设

置场所新增住宅建筑、幼儿园、

老年人建筑

②中危险级和严重危险级中的

自选商场变为超级市场

P191

P222 顺数第四行，变为 3-3-2 的要

求，仅在走道设置洒水喷头的

闭式系统

P191-192

P222 表3-3-2净空高度/m变为最大

净空高度 h/m,≦8m 变为 8m

P192



P222 知识点（二）标题、内容、表

格整体变化

P192

P222-227 知识点（三）不同仓库系统设

计基本参数，内容、表格整体

变化

P192-194

P227 知识点（四）局部应用系统设

计基本参数，内容、表格整体

变化

P194

P227-228 知识点（五）水幕系统设计基

本参数，内容整体变化，表格

没变

P194-195

P228 一、洒水喷头 概念变化 P195

P228 图 3-3-11 变化 P195

P228 （一）喷头分类①新增按

照……喷头②，最后一段有内

容调整

P196

P230 （二）喷头选型与设置要求 P197

231 2.喷头选项（1）知识点（1）

内容有调整（2）知识点（4）

内容调整 知识点（5）变化

197

231-234 删除原有知识点 2.设置要求、

新增知识点

197-198

235 顺数第五行，变为，水力警铃

不发出警报

199

236 最后一行，变为及机械方式开

启电磁阀或平衡阀来打开雨淋

阀

200 最后一段

237-238 最后一行，变为设有报警阀组

的部位......0.05MPa

201 倒数第三行

238 新增顺数第二段、第三段有调

整

201 最后两行

238 1. 知识点（一）水流指示器的

组成，将所有叶片变为桨片

2. （二）水流指示器设置要

求，整体变化调整

202

238 最后一段，有变化 202

239 （二）压力开关的设置要求（1）

有变化

202

239 知识点（二）末端...设置要求

（2）（3）有变化

203

239-240 六、管道 整体变化 203

240-241 新增第五节 系统的控制

第 四 章

水喷雾灭

242 学习要求变化 204

242 一、表面冷却，第一句话有变 204



火系统 化

243 第二节 系统分类 概念变

化

205

244 删除原有的按应用方式分类 206

245 第五行 扑灭变为扑救 207

245 （二）防护冷却的适用范围（1）

有变化

207

245 标题三、变为典型设置场所

内容整体变化

207

246 二、水喷雾灭火系统的响应时

间 内容调整

208

247 删除知识点五、自动喷水....

系统设计

209

248 倒数第五行，变为 扑救电气

火灾应选用离心雾化型水雾喷

头

210

252 顺数第三行，变为向值班室（消

防控制室）发出

213

第 五 章

细水雾灭

火系统

P255 把二级小标题（一）提至一级

标题一、“细水雾的定义与分

级”后面对应层级的标题相应

发生变化，都提上了一级。内

容无变化

P260 P223 原教材的第四节

系统适用范围变为新教

材中第三节的第三点，

同时“系统的特性”内

容删除

第 六 章

气体灭火

系统

P270 学习要求第二段完全变化

P270 二、七氟丙烷灭火系统

从第二行“该灭火剂为结净药

剂释放后无残余物，.....”到

本段最后

P231 倒数第二段

P271 第一行“.....对大气层臭氧没

有损耗.....，也不会产生温室

效应”与 17 相比表述稍微有点

变化

P231 最后

P271 一、系统分类中的 1.二氧化碳

灭火系统的表述第一行发生变

化

P232 第二节 第七行

P271 一、系统分类的第三段“......

控制在-20°~-18°C”

P232 一、系统分类的第

三段“......控制在



-18°~20°C 之间”

271 2.七氟丙烷灭火系统第二行表

述改变

2.七氟丙烷灭火系统第

二行删除“但与卤代烷

1211 灭火器相比”这句

话

P278 第二段：“....不应大于有毒性

反应浓度（LOAEL 浓度）”

P237 倒数第二句

P278 （二）全淹没灭火系统的设计

公式部分后面增加（3-6-1）

（3-6-2）（3-6-3）

P238

P279 公式后面增加（3-6-4）

P281 公式后面增加（3-6-5）类似编

号

P286 （三）选择阀第三段最后一句

变化

“系统启用时，选择阀应在二

氧化碳储存器的容器阀动作之

前打来或同时打开”

P245 最后一行“系统启

动时，选择阀应在容器

阀动作之前或同时打

开”

P287 倒数第三段“.....使用应符合

《气瓶安全检查规程》等相关

规定”。

P246 倒数第五段

P288 第六段 第二行《高压锅炉用无

缝钢管》（GB/5310-2017）《铜

及 铜 合 金 拉 质 管 》

（GB/1527-2017）

P24 第六行《高压锅用

无 缝 钢 管 》

（GB/5310-2008）《铜及

铜 合 金 拉 质 管 》

（GB/1527-2006）

P289 第 四 行 “ ..... 反 应 浓 度

（NOAEL）的防护区和采用热气

溶胶预制灭火系统的防护区，

应设.....”

P247 倒数第三段，第四

行 “ ..... 反 应 浓 度

（NOAEL）的防护区，应

设......”

P289 参照文献改变 P248

第七章泡

沫灭火系

统

P291 二、系统的分类中（一）改为：

按喷射方式划分（二）改为：

安系统结构划分

P250（一）按喷施方式

分为液上喷射、液下喷

射、半液下喷射（二）

按系统结构分类分为固

定式、半固定式和移动

式

P292 （三）按发泡数划分

（四）按系统形式划分

P251（三）按发泡数划

分...

（四）按系统形式划

分.....

P293 一、系统选择基本要求第四小

点变化

P252

2.设计要求（1）比例混合



P304 器.......，但其压差不应大于

0.2MPa

3.将原材料“3.使用条件”改

为“3.使用方法”

求 P262 2.设计要求

P 306 （三）高倍数泡沫产生器 开头

删除“发泡原理”四个字

（四）中倍数泡沫产生器 开头

删除“发泡原理”四个字

P263

P306 参考文献改变 P263

第 八 章

干粉灭火

系统

P307 学习要求第二段：

最后一句话改为：干粉灭火系

统是传统的四大固定灭火系统

之一，应用广泛

265

307 一、干粉灭火器 灭火基料括号

内删除“碳酸铵”，和适量的流

动助剂（.....）以及防潮剂（硅

油）...。整段变化

265

308 三、注意事项 删除（4） 266

310 （四）1.储气式 括号原来“氮

气或二氧化碳”内改为（氮气、

二氧化碳），“进而携带”改为

“进而驱动”

267

311 （二）系统不适用范围 原来 3

点改为 2 点，内容全部变化

269

317 删除原教材 274 页 BC 类..整

段内容

274

第 九 章

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

P326 第二段表述稍微有点变化，但

是表达意思完全没有变

P330 （三）4）中第三行“宜设置具

有实时文段监测功能的线型光

纤感温火灾探测器”删除

P286

P335 第八小点，标题由原来的“其

他说明”变成感烟火灾探测器

在格栅吊顶场所位置，内容无

变化

P338 （二）1.（1）湿式系统和干式

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介绍更加

全面。

P340 2.（1）中第 1）点由原来的第

四点提至第一点，新增第 5）

点“启动气体.....火灾声光警

报器”

P340-341 （2）中，第 1）点由原来的第



四点提至第一点，新增 5）启

动气体.....火灾声光警报器”

（五）（1）中简化表述

（五）（2）新增 3）“由同一防

烟....调节系统”

第十章防

排烟系统

P359 P312 6）7）8）删除

P367 四、由原来的“机械排烟系统

的主要设计参数”变为“排烟

系统设计计算”内容相应改变

第十四章

消防供配

电

P411 内容变化：

二、消防用电的负荷等级

（二）一级负荷（2）一级负

荷.....或干电池

P365

三．消防用电的负荷等

级

（二）一级负荷（2）一

级负荷.....电源供电。

P412 内容变化：三、消防备用电源 P366-367

三、消防备用电源

P413 （二） 消防备用电源的设计

内容变化：备用电源消防电源

的供电时间....均衡装置。

P 368

(二) 消防备用电源

的设计

消防备用电源应.....

均衡装置。

第

四篇 其

他建筑、

场所防

火

第 一 章

概述

P415-416 小标题删除：一、其他建筑、

场所的范围

小标题修改：

二、其他建筑、场所的火灾特

点修改为一、火灾特点

二、其他建筑、场所的火灾特

点（四）（五）修改为（四）灭

火救援困难（五）火灾损失难

以估量

三．其他建筑、场所防火基本

要求修改为二、防火基本要求

P370-371

一、其他建筑、场所的

范围

二、其他建筑、场所的

火灾特点（四）具有灭

火救援的艰难性、（五）

具有火灾损失无法估量

的可能性

三、其他建筑、场所防

火基本要求

第 二 章

石油化工

防火

P419 删除内容：由于石油化工.....

工艺防火。

P374

第一段：由于石油...

化工产品。

第 三 章

地铁防火

P435 增加内容：地铁是指...设计要

求。

删除：表 4-3-1 1969-1-2015

年世界各国城市地铁火灾案例

举例

P387

表4-3-1 1969-1-2015

年世界各国城市地铁火

灾案例举例

P437-438 （三）防火分隔措施（1）（2）

（3）（4）

增加内容：（3）车站公共区....

P388-P389

（三）防火分隔措施（1）

（2）（3）



进行分隔。

整个内容变化：二、安全疏散

二、安全疏散（一）（二）

（三）（四）

P440 （二）防排烟措施 2.设置标准

增加内容：4）地下车站....

的要求。

P391

（二）防排烟措施 2.设

置标准 1）2）3）

P440 内容全变 P391

第 四 章

城市交通

隧道防火

无变化

第 五 章

加油加气

站防火

P454-474 无变化

第 六 章

发电厂与

变电站防

火

P485 参考文献

修改为：

惠忠玉：现代消防管理手册{M}

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6.

P429

P488 第二节：飞机库的火灾危险性

修改为：

一段：由于飞机进库维修时...

往往损失巨大。

P431

现代飞机是高科技产

品.....往往损失巨大。

P491 小标题变化：

五、供配电

P434

五、电气

P495 参考文献变化 P438

第 八 章

汽车库、

修车库防

火

P505 参考文献变化 P447

第九章

洁净厂房

防火

P508 小标题及内容变化：

三、防火分区

P451

防火分区和分隔

P513 参考文献变化 P455

P518 2018 版新增 五、消防设施

（一）灭火系统中的 C 级信息

机房“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有关规定执行”

P459

P523 删除 2017 版 五、用火用电多，

管理难度大的“古建筑火灾不

同于....强烈反应”

P464

P524 2018 版一、做好消防专项规

划，改善消防安全环境（一）

建立多种形式的消防站的第三

段落内容全部

P464

P525 2018 版 三、开辟防火隔离带，

打通消防通道 新增“木结构建

筑....火烧连营”

P465-466



2018 版六、配置消防设施（一）

消火栓 新增“文物建筑。。。不

得设置内消火栓”

2018 版六、配置消防设施（二）

自动灭火系统 首段内容全变；

删除 2017 版的“对性质重

要.....自动灭火装置”

2018 版 六、配置消防设施

（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内

容全变

第 五 篇

消 防 安

全评估

第 一 章

概述

无变化

P542 删除 2017 年版一、火灾风险评

估的相关概念的全部内容

P 480

第 二 章

火灾风险

识别

无变化

无变化

无变化

第 三 章

火灾风险

评估方法

概述

无变化

无变化

截止到 P504 无变化

第 四 章

建筑性能

化防火设

计评估

第 三 章

活在风险

评估方法

概述

P568-577 无变化

第 四 章

建筑性能

化防火设

计评估

P579-581 知识点变化：

二、性能化防火设计的主要内

容

P515-520

删减二、三、四点

P581 P521

删减一句：在进行火灾

场景设计时....墙角或

门边。

P593-614 无变化 P531-549

P615 三、计算分析模型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

P550

四、计算分析模型



（GB 5149-2017）所以钢结构

均需要进行....通过抗火验算

确定防火保护层厚度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

规 范 》 (CECS ：

2006).....进行构件抗

火验算。

P618 （四）结构构件抗火验算基本

规定

2、基于....根据《建筑钢结构

防 火 技 术 规 范 》（ GB

5149-2017）.....

增加最后一句：对钢结构来

说 ...... 需 要 注 意 的

是.........不是我们日常说

的钢材临界温度。

P552

P619 4.钢结构构件抗火验算

增加：《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

范》（GB 5149-2017）

P554

P620 （6）高温下，压弯钢构件的稳

定性应按下式验算。按《钢结

构设计规范》（GB 50017-2017）

确定。

P555

（6）高温下，压弯钢构

件的稳定性应按下式验

算。

（7）按《钢结构设计规

范》（GB 50017-2003）

确定。

P 622 思考题减少：1~13

参考文献有变化

P556 思考题：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