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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紫峰大厦为鉴谈

超高层的消防管理



主讲人简介
    朱军同志，长期从事超高层物业管理，是行业内知名的

超高层物业管理专家，现任南京绿地科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从90年代起，从事上海金茂大厦、南京紫峰大厦等

世界超高层地标建筑的物业管理工作，其工作论文《上海金

茂大厦的消防策略和措施》、《保障超高层建筑长期良性运

行“紫峰回头看”》等在中国现代物业杂志、金陵晚报等知

名媒介发表，有广泛的影响。

     从业以来，朱军同志当选为南京市鼓楼区人大代表、湖

南路商会会长、楼宇商会会长、南京市工商联代表、公安部

江苏省消防代言人，2019年光荣当选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物业

管理杰出人物。



前  言
 各位物业同仁:

    超高层的兴起和发展，有着一段较长时间的演

变，而江苏省、南京市的超高层建筑方兴未艾，不

断刷新着超高层的高度记录。

   我们大多数物业企业都接触或直接管理着超高

层建筑，在管理过程中，超高层建筑的特性，超高

层建筑的火情，都时时刻刻聚焦着人们的关注点。

   依据计划安排，下面由我将超高层消防管理工

作，与大家分享下个人心得，不足之处，请予以批

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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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超高层的基本概念



  1.1 超高层建筑的定义

对超高层建筑的定义，具有时代的特征，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划分标准。

以时间为划分标准，对超高层的定义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1972年以前，7层的建筑一般就被认为是超高层建筑。

第二个阶段 1972年国际高层建筑会议，规定了按照层数的多少把高层建筑划分为以下

四类：

◆ 第一类高层：9一16层(最高到50米)；

◆ 第二类高层：17一25层(最高到75米)；

◆ 第三类高层：26一40层(最高到100米)；

◆ 第四类高层：超高层建筑，40层以上(100米以上)。



  第三个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建筑、工程技术的进步，对超高层建筑的划分标准，

呈上升趋势，但没有明确的划分标准，一般认为:

◆ 8-29层，高度30米以上100米以内为中高层建筑

◆ 30-60层，高度100米以上200米以内为高层建筑

◆ 60层以上，高度超过200米的为超高层建筑。

第四个阶段 当前，对超高层的界定有了不同的观点，比如美国著名的结构工程师查尔

斯·汤顿认为:

◆  40层以下(500英尺或164米以下)为中高层建筑;

◆  40－100层(500一1200英尺或164一393米)为高层建筑;

◆ 100层以上(1200英尺或393米以上)为超高层建筑



    1.2 超高层建筑的特点总结

尽管目前国际上关于超高层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但一般划分尺度仍是建筑高度。

但关于建筑高度的定义，国际上也众说纷纭，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楼层高度 (Floor Height)，指建筑使用者所在楼层的相对标高。

(2)屋顶高度 (Roof Height)，指建筑主体部分的屋面相对标高，且不包括建筑顶部装

饰构件所占的高度。

(3)极点高度(Pinnacle Height)，指建筑外轮廓的最高点，包括建筑顶部装饰构件或

者天线所占的高度。



举例

举例来讲，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上海金茂

大厦420.5米的高度，其实指的是它的

极点高度，如果按照屋顶高度计算，它

的高度其实是370米;

    而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它的极点高

度为492米，而当按照屋顶高度计算时，

便得先去除那个倒梯形的门洞，从而使

得高度降低到460米。

    所以，所谓的世界第一高楼，如果

按照不同的评判标准，那么头衔的归属

也会是不同的。



    1.3 我国超高层建筑的定义

    就我国来说，没有严格的超高层概念界定，但从目前的《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来看，一般将100米以上的高层建筑统称为超高层建筑。当然，这种分类方法是否具有充分

的科学依据以及是否符合国际一般标准还有待商榷，因为目前超过100米的建筑已经越来越

多。

     事实上，在100米的高度，建筑物无论从结构还是设备及施工等方面均无明显的质的变

化。根据理论及经验分析，一般在40层(大约巧150米)左右，是超高层建筑设计的敏感高度。

所谓“敏感”，是指在这一高度以上，建筑物的超长尺度特性(绝对高度以及巨大规模)将引

起建筑设计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促使建筑师必须提出有效的设计对策，调整设计观念，应

用适宜的建筑技术。



    1.4 超高层发展历史和各阶段特点

    超高层建筑，作为建筑大家庭中十分年轻的一员，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也仅仅只有100

多年的历史。在这短短的一个多世纪里，超高层建筑在其结构形式、垂直交通、功能布局

以及建筑形态等等各个方面都发展出了一套庞大而又丰富的科学与技术体系。

    鉴于这种建筑类型最早诞生于欧美国家，之后又在那儿得到其早期的发展，再往后才

慢慢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便将分国外和国内两部分分别对超高层建筑的发展史做出不同角

度的阐述。



1.5 超高层建筑的分类

1 地标建筑

  属这一类的高层建筑数量最多，也最普遍，它们的体形多采用超高层的塔式建筑，层数一般

在40层以上，重点强调塔顶部位的高耸尖顶处理，以便形成为城市的主要标志。

2 高科技建筑

  这一类的高层建筑数量不多，但在世界上的影响却很大，它主要在建筑内外表现了高科技的

时代特点，使人们可以在传统艺术王国之外看到一个技术美的新世界。

3 纪念建筑

  这一类的高层建筑常隐喻某一思想，或象征某一典范，以取得永恒的纪念形象。

4 生态建筑

   这类高层建筑的生态设计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它们都注重把绿化引入楼层，考虑日照、防晒、

通风，以及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等因素，使建筑重新回到自然中去，成为大自然的一员，并努

力做到相互共生，这也是人类的理想。

5 文化建筑

  这类高层建筑将文化寓意寄托在高层建筑之上，通过建筑来展现文化内涵。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城市人口高度的集中，高层建筑的发展是自然的结果，它

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在技术上更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就。与此同

时，国外高层建筑的发展，仍存在着不少矛盾。由于土地私有和缺乏统一的城市总体规划，

大量建造高层建筑不仅对城市交通、日照、城市艺术等方面造成令人厌恶的严重后果，而

且就高层建筑本身也有不少非议。有些人指出，高层建筑的造价高，管理费用多，能量消

耗大，使用不便等等。

    尽管如此，目前由于社会需要的因素仍占主导地位，所以高层建筑还将继续发展。



最新的世界超高层排名

排名 名称 建筑高度（极点高度） 所在国家

1 王国大厦 1600米 沙特

2 哈利法塔 828米 迪拜

3 印度塔 720米 印度

4 武汉绿地中心 636米 中国

5 上海中心大厦 632米 中国

6 麦加皇家钟塔饭店 601米 沙特

7 天津117大厦 596.5米 中国

8 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 592.5米 中国

9 世界贸易中心一号大楼 541.3米 美国

10 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 530米 中国



   1、王国大厦

高度：1007米；

状态：在建。

    位于沙特阿拉伯的吉达，预计2019年建成。

建筑将包括酒店 、办公室 、豪华套间和一座购

物中心，将成为沙特的标志性建筑，由迪拜哈利

法塔的设计者设计。



     2、哈利法塔

    高828米，楼层总数162层，造价15亿美元。

大厦本身的修建耗资至少10亿美元，还不包括其

内部大型购物中心、湖泊和稍矮的塔楼群的修筑

费用。

    哈利法塔总共使用33万立方米混凝土、6.2

万吨强化钢筋，14.2万平方米玻璃。为了修建哈

利法塔，共调用了大约4000名工人和100台起重

机，把混凝土垂直泵上逾606米的地方，打破上

海环球金融中心大厦建造时的492米纪录。



    3、印度塔

共计125层，拥有882，000平方英尺

的多层使用空间。

塔内的每一旋转区域层都有完全不同

的用途，分为住宅区、办公区、零售区、

娱乐区等等。



    4、武汉绿地中心

    （Wuhan Greenland Center）

    是中国武汉市的一座超高层地标式摩

天大楼 ，设计高度636米。由曾主持设计

迪拜塔、上海金茂大厦等多个世界著名超

高层的建筑设计团队——美国AS+GG建筑

设计事务所设计建。截止2018年7月，武

汉绿地中心已施工至550米。



    5、上海中心大厦

     （Shanghai Tower）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的一座 超

高层地标式摩天大楼 ，其 设计高度超过

附近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大厦项

目面积433954平方米，建筑主体 为118层，

总高为632米，结构高度为580米，机动车

停车位布置在地下，可停放2000辆。



6、麦加皇家钟塔饭店（610米）

由众多大楼组成，其中最高的一栋做

为饭店，高度达601米，当前是全球第四高

的建筑（超越 台北101 ，比广州塔高出1

米），为全球最高的饭店建筑（超越酋长

公园塔饭店）；整个复合建物将拥有广达

150万平方米的楼板面积，为全球之最。



7、天津117大厦（596.5米）

  

位于天津市西青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

一栋大楼，整个项目由中央商务区、配套

居住区及天津环亚国际马球运动主题公园

组成，因117层而得名。另外,《易经》中

奇数为阳，偶数为阴。《易经》认为，阳

是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数字7为“少阳”，

因此大厦与数字“7”结缘，597米与117层

的高度与层数设计由此而生。



8、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592.5米)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

集团旗下公司）2007年11月6日竞得深圳中

央商务区 一商务地块，平安国际金融中心

项目建筑核心筒结构高度592.5米，建成后

总高度为592.5米。



9、世界贸易中心一号大楼

原称为 自由塔 （英语：Freedom 

Tower），是兴建中的美国纽约 新世界贸

易中心 的 摩天大楼 ，坐落于九一一袭击

事件中倒塌的原世界贸易中心的旧址附近。

高度541.3米，1776英尺，为 独立宣言 发

布年份。地上82层（不含天线），地下4层。

建筑面积241540平方米。



10、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530米)

规划名称为广州东塔（Canton East 

Tower），由香港周大福集团直接投资，耗

资超100亿元人民币，将集超五星级酒店及

餐饮、服务式公寓、甲级写字楼、地下商

城等功能于一体。位于珠江新城CBD中心地

段， 该项目高达530米。



第二部分 紫峰大厦消防的现状



 高层楼宇就像一条竖立起来的街道，存在着安全、内部交通、环境、能源消耗等多种

难以妥善解决的问题，越是向高处发展，安全性、耐久性及适用舒适等问题就愈多，对结构、

建筑、机电、暖通、电梯等专业的要求就越高。超高层楼宇的物业管理，有别于一般物业的

管理，因为建筑的特殊性、专业性、科技性，必然存在着有别于一般物业管理的难点。

 而消防管理因为超高层管理的特性，存在着烟囱效应大、扑救自救难、消防设备维护

要求高、消防专业人员要求高等特点。

 我们以紫峰大厦为例，来看下紫峰大厦的消防管理现状，通过窥一斑而见超高层消防

管理的特点和特性。

   



一  紫峰大厦整体概况介绍

二  紫峰大厦消防系统介绍

 



1  紫峰大厦整体概况介绍

 

    紫峰大厦由上海绿地集团和南京国资集团合作成立的南京国资绿地金

融中心有限公司投资建造，整体建筑高度为450米，是中国第三、世界第

七高楼，坐落于江苏省南京市政治文化中心的鼓楼广场，是南京市乃至江

苏省的地标性超高层建筑。聘请美国S0M设计事务所参与设计的紫峰大厦。



建筑造型主要取材于与南京有关的三个重要元素：

蜿蜒流淌的扬子江

绿树成荫的花园城市

以及龙与南京的历史渊源。 

紫峰大厦的设计理念  



不同的视角
•2019-12-17



紫峰大厦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总用地面积 18721平方米

建筑占地面积 9361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264351平方米

地上建筑面积 184336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 61015平方米

绿地总面积 3884平方米

绿地率 20.75%

容积率 11.09

建筑覆盖率 50%

建筑层数 89层

建筑高度 450米

小型机动车停车位 673个

 



实际楼层 名义楼层 楼层功能

B1-B4 B1-B4 停车场

B1-6F B1-6F 绿地广场购物中心

7-8F 7-9F
宴会厅、健身中心、游泳馆、室外花园、

SPA

9-34F 10-41F 超5A写字楼

35F 45-46F 空中大堂

37F 47F 咖啡吧

38-58F 49-71F 洲际酒店客房

59F 72F 观光厅

61F 76-77F 中餐厅

62F 78-79F 特色西餐厅

63-64F 80-81F 总统套房

65F 82F 俱乐部

紫峰大厦功能分区
 



2  紫峰大厦的消防系统介绍



        1 消防报警系统

        2 消防水系统

        3 防排烟系统

        4 消防资源配备

        5 消防通道



  消防报警系统  紫峰大厦的消防报警系统选用日本能美防灾株式会社上海

工厂生产的R23系列产品，整个系统分为一主四副，整个系统分为两级联网系统，

一个一级主控中心，四个二级控制中心。各二级中心按各自功能区域划分，各

系统独立运行。主控中心除了能对自己区域的消防报警系统控制，还能监视和

控制其他三个二级中心区域的消防报警系统。

      根据建筑布局，设置以下4个系统控制机房：

      地下公共区域控制机房（地下B1MF）

      主楼酒店区域控制机房（主楼48MF）

      主楼办公区域控制机房（主楼10F）

      裙房商场区域控制机房（裙房1F）



   消防报警系统  主控室（B1MF）主要负责地下车库区域，共有3台消防

主机和约2000个控制点。主楼办公分控室（10F）主要负责主楼办公区域，共

有4台消防主机和约2900个控制点。副楼分控室主要负责副楼办公区域，共有2

台消防主机和约1000个控制点。商场分控室主要负责裙房区域和主楼办公大堂，

共有4台消防主机和约3000个控制点。酒店分控室（37MF）主要监控酒店区域，

共5台消防主机和约5000个控制点。

 



  

消防系统

主控室消防主机（日本能美，左图）及控制室照片



消防水系统  消火栓和喷淋系统为设置二级重力串联供水系统，顶层压力不足

部分设置临时高压给水系统。通过B4层水泵房内3台消防水泵将消防水箱的水输送

到35F设备层的消防水箱，然后通过35F的3台消防水泵将消防水输送到楼顶（

66M2F）消防水箱，并在酒店及写字楼区域各设置了一个过渡消防水箱，酒店的设

置在55F，写字楼设置在21F。

    其中66楼、B4楼消防水箱设计容量均是576立方，35楼消防水箱设计容量是

350立方，较好的保证了应急情况下消防水的供给。

    紫峰大厦水泵房设置在负四楼，配备消防水箱、消防传输泵、及相关控制柜

等设施。



左图：
紫峰大厦负四楼
消防泵房
（主要起传输作用）

右图：
紫峰大厦消防水箱



消防水系统  建筑的消防电梯前室、人员出入口、楼梯附近、走道等明显易

于取用的地方，设置室内消火栓（和消防卷盘）。主楼办公标准层每层设置9个

消火栓（走廊5个，客梯厅1个，3个货梯厅各一个），副楼办公标准层每层设置

5个消火栓（走廊4个，货梯厅一个）。

 

     消火栓消防系统分为4个区

分区 1区 2区 3区 4区

楼层 B4~13F 14~27F 28~47F  48~66F



消防系统

       

消火栓使用方法张贴

消火栓独有身份台账

消火栓悬挂检查记录



       防排烟系统  紫峰大厦依据工程实际情况、消防性能化设计评估结果和国

家规范要求进行了消防防排烟系统设计。

    紫峰大厦主副楼楼梯间、前室、避难区设置了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加压送风

系统共分五个区，分别是负四楼至十楼，十一楼至二十六楼，二十七楼至三十五

楼，三十六楼至五十楼，五十楼至六十六楼，上述区域共有正压送风机八十台。

   紫峰大厦地下室、商场，办公、洲际酒店楼层走道设置了机械排烟系统，避难

区、办公区域内、客房等区域采用了自然排烟方式。排烟系统共分四个区，分别

是负四楼至二十五楼，二十六楼至三十五楼，三十六楼至五十楼，五十楼至六十

六楼，上述区域共有排烟风机六十四台。



消防系统

左上为避难层自然排烟

右上为避难层机械送风

左下为楼道正压送风

右下为楼层走道机械排烟



   消防资源配备  紫峰大厦是集超五星洲际酒店、高端购物广场、5A写字楼为一体

的综合性商办楼宇，保障大厦整体运营的三家业态员工超过1000人，写字楼办公人员超

过5000人，加之入住酒店、商场购物人员，每日大厦出入人员超过10000人次，是典型的

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区域。

     为保障大厦消防工作严格落实，大厦共有义务消防队员近400名，专职消防队员20

人，防爆队员6人，通过定期的培训、演练，保障大厦消防工作的有效、有序开展。



消防系统

   疏散通道  

   紫峰大厦共计楼层66层，依据原设计

，大厦避难层分别位于10楼夹层、35层

、60层（名义楼层为11楼夹层、42层、

73层）

     楼内配备了以干粉为主的灭火器， 

重要机房（变电所、柴油发电机房、锅

炉房和消控机房等）的灭火系统为七氟

丙烷气体灭火系统。



第三部分 超高层消防管理的难点



前面，我们以紫峰大厦为例我们

对超高层的消防设备设施有了基本的

了解，我们对紫峰大厦的消防人员配

备，也有了基本的了解。超高层建筑

在拥有其光彩夺目的绚丽外观、标志

性建筑的特性的同时，消防管理工作

的责任、消防应急处置的难度也更高、

更难。

    通过多年的工作积累，以金茂大

厦、紫峰大厦的实际管理经验总结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超高层业态众多，消防管理界面混淆，容易出现管理的死角和真空

   2、各业态二装频繁，消防报验程序变化，对于物业管理部门责任增加

   3、消防设计要求高，局部联动关系复杂，物业培养消防明白人难度高

   4、楼宇电器设备多，全天候运行时间长，电器火灾隐患大扑救难度高；

   5、超高层的餐饮多，油烟管清洗欠规范，管理问题产生火灾难以防范；

   6、办公楼小业主多，消防意识缺乏薄弱，吸烟超荷用工问题层出不穷；

   7、物业成本压力大，消防投入经费有限，减少消防维保内容故障增加；

   8、消防演练成演戏，人员实战经验匮乏，发生重大火情处置能力不足；



    一般超高层楼宇，都是集中了商业、办公楼、酒店为一体的综合性楼宇，虽然

大楼有物业公司管理，而酒店、商业甚至大的业主，如银行、会所等，都有自己的

管理团队，对于管理界面中出现的问题，容易产生界面的死角，出现职责不清楚的

地方。

    物业管理设备设施一般不会有异议，自用设备存在问题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对

于交叉面的管理，会容易出现死角。

     1、如酒店管理的机房、工程管理的机房在物业区域的，往往会认为是物业管

理范围；

     2、一个管理单位内部，部门之间也会出现职责不清楚的地方，如配电房的灭

火器更换等；

     3、自管区域的大系统，如酒店区域内的水系统、报警系统，需要明确和细化；

 1、超高层业态众多，消防管理界面混淆，容易出现管理的死角和真空



2、各业态二装频繁，消防报验程序变化，对于

物业管理部门责任增加

   超高层的二次装修，充斥着管理的全过程，

二次装修是超高层火灾的重要部分。

   而对于消防责任的鉴定，随着消防机制的改

革，物业企业消防责任越来越大。

   早期：受理部门为消防局，装修费用三十万

和面积超高300个平方的装修，要递交资料到消

防窗口进行报验，特点是超高层审核验收的比

例大；（右上图片显示）

   目前：受理部门为住建局，对于易燃易爆、

人员密集场所的审核验收多，而楼宇办公的审

核率比较低。（右下图示）



 3、消防设计要求高，局部联动关系复杂，物业培养消防明白人难度高

     超高层楼宇存在着蔓延快、扑救难的实际困难，对于楼宇消防报警系统，消

防自救系统的设置

要求高。一般楼宇会设置了消防自救系统，主要有几个问题:

     1 地下室防火分区多

     2 楼层联动关系复杂

     3 消防自救系统使用需要培训

   案列：1、金茂大厦的七氟丙烷的伤人事件

         2、超高层声光系统、门禁系统的一键启停



 

    有别于一般楼宇，超高层建筑24小时运行设备较多，如设

备层机房的空调，不停运转的空调外机，大厦外墙亮化设备一

般都在隐蔽处、楼顶处、夹层处；

    大楼管理年限的增加，业户电容的配比，二次装修的电器

管理，大功率的电器都容易产生消防火灾隐患。

  4、楼宇电器设备多，全天候运行时间长，电器火灾隐患大扑救难度高；



   5、超高层的餐饮多，油烟管清洗欠规范，管理问题产生火灾难以防范；

   餐饮的增加，必然增加消防管理难度，甚至破坏了原有的消防设计。而餐饮的

管理，也是日常消防

管理的重点

   1）一般高区禁止使用明火

   2）使用明火期间，人员不得离开

   3）每个后厨人员，必须培训使用灭火毯，才能上岗

   4）清场后的检查

   5）餐饮源头的自动灭火系统

   6）油烟管道的清洗



   6、办公楼小业主多，消防意识缺乏薄弱，吸烟超荷用电问题层出不穷；

      小业主的消防单薄意识，造成了超高层楼宇的消防管理实际困难，主要有

      1） 吸烟问题普遍，没有立法禁烟，管理难度增加；

      2） 超负荷的用电，使用大功率电器，容易引发火灾；

      3） 电瓶车电池上楼，违规长时间充电，极为危险；

      4）不申报进行动火作业，缺乏安全监护，产生消防隐患

   



   7、物业成本压力大，消防投入经费有限，减少消

防维保内容故障增加；

  1）强制规定的消防第三方检测

  2）恶性市场竞争，消防第三方检测留于形式

  3）定期的消防维保，通过专业的消防维保单位，

进行规范的审图，提出意见

  4）监控人员持证上岗，如何解决监控室双岗的问

题（紫峰大厦鼓励秩序维护员学习监控上岗证，合同

期间予以报销，在换岗期间在监控室坐岗，保证了双

岗，也没有增加额外的人员）

   



   8、消防演练成演戏，人员实战经验匮乏，发生重大火情处置能力不足；

   超高层一旦发生火灾，有以下因素会造成扑救难

   1）超高层的烟囱效应，蔓延非常迅速

   2）超高层通道众多，报警位置复杂，准确找到报警点有难度

   3）报警位置处于高层，考验处置人员的速度和方法

   4）火灾时期的通讯保障，与各业态独立的使用通信频点的矛盾

   5）日常商业广播，在消防状态时期的统一使用

   6）大厦消防的统一指挥

   7）消防联动支援的能力

   8）消防应急预案的合理性（什么时候报警、各业态协调）



    超高层建筑，楼内强弱电、给排水、垂直电梯、中央空调，专业设施设备的系统多，

建成的垂直竖井多，整幢大厦就是一个巨大的井筒，从下向上的烟囱效应十分明显，一

旦楼层发生火灾，火势形成快，燃点温度高，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

    2006年我们承接了翠峰大厦项目，2009年我们入驻云峰大厦管理，超高层的管理特

性对于火灾的扑救，对于初期火灾，员工的自救能力有很大的考验。

    而一般秩序维护员，经过训练，虽然能掌握一般的消防技能，但是对于火场，他们

还是缺乏实战经验，对于防火还是缺乏方法。



第四部分     超高层消防管理的对策



本人从事物业管理二十余年，大多数时间是进行超高层物业的管理，对于超高层既充

满了感情，也有很强的敬畏心里，只有将繁琐的事情做细致，将工作形成标准化，对于

可能发生的问题多思考，形成可操作的应急预案，物业管理工作如此，其中消防管理更

是如此。我们只有把超高层消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透彻，针对性的开展预防和管理

工作，才能做到制度落实、应对得当。

    针对前期谈到的超高层消防管理的困难，我们要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    建立超高层消防共管机制，协调多方业态消防管理职责

•    建立消防管理的联动机制，统一大厦消防管理应急预案

•    建立一支专业的消防队伍，落实超高层的消防应急演练

•    建立统一的消防维保制度，确保大厦消防设施正常运行



  统一机制超高层一般都有两种以上业态，比如上海金茂、环球、南京紫峰等都有办

公、酒店、商业、观光等业态；迪拜哈利法塔还有60多层的住宅；超高层这种多业态的特

点，注定了物业管理的模式不同于普通的大楼；由于酒店、商业、观光等都是经营性的，

往往由经营者直接管理；因此，超高层的消防管理，其实是除了办公区域和住宅区域由物

业企业直接管理服务外，还要负责整栋大厦的公共区域和公共设施的管理，因此和直接经

营管理的酒店、商场等经营管理者之间，必然有一个消防责任划分、组织管理实施过程，

这就要建立一个大物业的机制，协调多方业态消防工作的职责。

     1、定期召开消防工作会议；  2、组织消防检查评比；

     3、实施消防应急方案制定；  4、进行消防工作奖惩；



    

    上述实际反映了超高层管理中的现状，如前文展示消防、工程设备复

杂，超高层体量巨大，安全管理隐患较多，消防责任大，消防统一管理的

要求等等，对于消防超高层的管理，必须有一种机制来协调和处理上述问

题。

    而引入专职队伍形成统一的防火防灾工作模式成为超高层消防安全工

作的一种必然需要，而以紫峰大厦为例，形成的专职队伍模式，大厦各业

态参与共管，很好的解决了上述四项内容。



 二 紫峰大厦专职队伍的组织架构

    2011年4月份，在南京市消防局的指导下，在开发领导的支持下，紫峰大厦成立了大厦

防火防灾安全委员会，防火防灾委员会由紫峰大厦法人担任主任，各业态总经理、业主办公

室主任担任委员，共同管理、监督紫峰大厦消防工作，承担消防法律责任。在防火防灾安全

委员会的组织机构下，设立了防委会办公室来统一管理大厦三家管理单位的安全管理工作。

    防火防灾委员会下设两支专职队伍，分别是大厦专职消防队、防爆队，日常管理工作、

培训工作委托物业公司管理，建立规章制度，进行专职培训，按计划的开展各项工作。



          

    

•2019-12-17

防火防灾委员会领导组织架构



          

    

•2019-12-17

防火防灾委员会执行组织架构



   三 紫峰大厦专职队伍的费用支持

    对于防火防灾委员会所产生费用的来源，开办费由南京市国资绿地金融中心有限公司承

担，每月日常支出费用来源，经过科瑞物业与商业中心和洲际酒店商议后，一致建议由南京

市国资绿地金融中心有限公司承担50%的费用，剩余50%的费用按三家管理公司的管理面积分

摊。分摊比例如下：

    a)南京市国资绿地金融中心有限公司分摊50%；

    b)洲际酒店分摊17.9%；

    c)物业管理公司分摊17.19%；

    d)商业公司分摊14.9%。

    通过历年运行，紫峰大厦防火防灾委员会组建两支专职队伍开办费用240万元，每年运

行费用近三百万元，通过费用的支持，保证了队伍的良好运行，费用的分摊，减少了各业态

的费用支出压力，也很好的体现了绿地集团对于超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重视程度。



   

    



四  紫峰大厦专职队伍的工作职能

       1  防火防灾委员会工作职能

       2  专职消防队日常工作职能

       3  专职防爆队日常工作职能



  紫峰大厦防委会的工作职能

1  与各业态第一责任人签订了安全责任书，明确了责任；

2  建立了考核、考评制度，每半年进行集中考核，落实奖惩；

3  制定和明确了大厦重点消防部位，和重点消防隐患防范内容；

   （如商场的餐饮油烟管道、配电房、锅炉房等重点部位等）

4  组织定期进行消防演练，集中大厦各业态进行大厦综合疏散演练；

5  落实消防隐患整改，牵头进行大厦遗留问题或提升技改；

    （如消防队直线通讯电话，大厦门禁一键释放等）

6  定期组织防委会工作例会；

7  监督和指导专职队伍巡查预防火情和处置初期火情。

8  监督各业态完成消防第三方检测工作。



         防委会与各业态签订了消防安全责任书



防委会组织三家业态进行的消防考核评比活动



经防委会组织，督促商场对餐饮企业的油烟管道进行清洗，杜绝了消防隐患



防委会每年组织三家业态进行全楼综合疏散演习



    除了大楼消防设施、设备的投

资外，还特意为大楼专业消防队购

置了空气呼吸器、细水雾水枪、消

防战斗服、消防靴、消防斧、头盔

等一系列消防装备。

    专职消防队成立于同年4月，公司通过各种渠道

招聘到了20名身体素质好，年龄在30岁以下的历届退

伍消防官兵组建大厦消防队。专业消防队组建时，将

队员分成四个班组，设消防队长一名，班长四名，实

行24小时都有消防队员在岗执勤的管理模式。

专职消防队的组建及职责





     专职消防队在南京市消防局的指导下，充分发挥三队合一的作用，起到了很好的

效果。

     首先，是灭火抢险救援队。当发生火灾时，前180秒是灭火的“黄金”时间，特

别是紫峰大厦这样的超高层建筑，时间的推延会使扑救难度大大增加，一旦发生火情

或突发事件，大厦消防队马上摇身一变，身穿消防战斗服出现在事发现场。



    其次，消防检查服务队。专职消防队有明

确的巡查任务，通过确定紫峰大厦消防重点部

位，进行不间断的检查，发现隐患通过书面提

醒、PDA软件报修、指导和监督各业态整改等

模式，在检查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得到了

各业态的好评。

     在历年的检查中，定期进行重点设备的

测试、用电专项测温检查、空调外机的检查、

共管区域的检查、餐饮油烟管道的专项检查，

发现隐患年均超过百条，在防委会办公会议上

通报，并监督整改。



第三，专职消防队是消防知识的宣传队。  2012年6月

，江苏消防总队在紫峰大厦举办了超高层楼宇综合扑救

演习，出动消防车44部，11个消防中队，展示了最新的

如110米消防云梯、逃生布囊等消防器材技术，大厦消

防专职队在方案中扮演了灭火组的重要责任，任务完成

圆满出色，得到总队领导一致好评。



    防爆队于2011年5月份正式成立，其中

防爆队员6名，防爆犬6条，聘请于上海专

业公司。6名防爆队员都是受过专业的警犬

训导培训，平均年龄都在25岁左右，都获

得了训犬师高级职业证书，专业性强,个人

素质过硬，主要负责大厦的防爆安全工作。



大厦与南京市特警大队建立了良好的共建关

系，警方出专业人员对防爆队的防爆犬进行

了训练，目前对危险源的辨识度，得到了公

安、消防专业人员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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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大厦专职消防队、防爆队的日常工作，

得到了江苏省、南京市媒体的肯定和关

注，南京市城市新闻频道、《金陵晚报》

多次予以正面报道。

u大厦的消防队、防爆队的管理模式，

得到了业界及消防、安全管理部门的推

崇，省外河南省消防总队、省内南通市

消防支队、市内多家单位专门组织人员

到大厦参观和交流。



        结束语 

    显然，紫峰的模式因为开发公司、物业公司、

酒店管理公司、商业公司的共同重视，引入了专

职队伍，建立了大厦统一的防火防灾模式，因为

经费的问题，不可能在每一个超高层复制。但它

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每一个物业企业，在超高

层的消防管理上，形成统一的消防管理机制，落

实责任主体，充分重视消防维保维护，注重经验

总结，一定可以将消防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时间能力所限，不足之处，请予以批评指正。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