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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25MW 秸杆发电厂为例，对秸杆仓库消防设计进行了研究 ，认为大空间大流量智能型主 

动喷水灭火系统和 自动消防炮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均能适用于秸杆仓库消防，从有效、可靠、经济 

的消防灭火措施考虑，笔者认为秸杆仓库消防宜采用自动消防炮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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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Fire Control Design for Stalk Depots 

HU Hua—qiang，LIANG Tao 

(Jiangsu Electric Power Design Institute，Nanjing 210024，China) 

Abstract：Based on a study of fire control design for a stalk depot at a stalk power plant with the power gen— 

eration of 25MW ，it is concluded that both the intelligent automatic spray fire—extinguishing system with 

high flow rate for large space and the automatic fire control bomb——based intelligent automatic firs——extin—- 

guishing system are effective for fire control of stalk depots．However，the authors consider that the latter is 

more suitable for fire control of stalk depots from the angles of fire control effect，reliability and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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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中国具有丰富的生物质资源，秸杆不但是 

数量巨大，而且分布广泛。秸杆发电作为一种 

可再生能源，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有关 

部门已批准在部分地区建设秸杆发电厂示范项 

目。秸杆发电厂是以麦子、水稻、玉米、豆类、 

花生、薯类等农作物秸杆作为燃料的电厂。 

本文结合某秸杆发电厂工程的秸杆仓库情 

况对其消防设计进行探讨。以一座 25MW 秸杆 

发电厂为例，电厂的秸秆需求量，每小时为 

22t，每年约为 17．6万 t(按年设备利用小时数 

8000h计)。根据秸杆电厂对燃料含水量要求， 

需在电厂内设置 1座秸杆仓库，仓库内的堆放 

量约为电厂 10天的燃料用量，秸杆仓库内秸杆 

储存量约 5000t，堆垛体积约 25000m。。 

2 秸杆仓库的功能、形式 

秸杆作为一种易燃烧材料，最常见的堆放 

方式为露天堆场或半露天堆场。根据秸杆电厂 

对燃料含水量要求，为保障电厂正常运行，秸 

杆仓库可采用半露天堆场或全封闭秸杆仓库形 

式。秸杆仓库可采用上部做雨棚的方式，设置 

为半露天堆场，半露天堆场 内秸杆分垛堆放， 

按照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以下简称为 “建 

规”)4．7．2条对易燃、可燃材料的露天、半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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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堆场与建筑物的防火间距规定，堆垛之间的 

防火问距不应小于 25m，堆垛与主厂房之问的 

距离不小于 15m，则半露天堆场需 占据较大的 

厂区面积，同时根据 “建规”的要求半露天堆 

场仅需设置室外消火栓即可，可半露天秸杆仓 

库一旦起火，如遇大风天，飞火情况十分严重， 

火灾很难控制。半露天秸杆仓库，占地面积较 

大，工程投资较少，消防设计相对简单，但消 

火栓控制火灾的主动性差。同时在秸杆打捆、 

堆取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秸杆四处洒落， 

遇到刮风秸杆会到处飞扬，影响电厂环境和生 

产。半露天堆场遇到大风雨，部分秸杆又会被 

雨淋湿，易发生霉变，不能满足工艺要求。秸 

杆发电在我国还是一项新技术，当地政府和业 

主投资方都希望把该种新能源项目建设成为国 

内一流示范电厂，故从环境影响以及占地、防 

火安全因素综合考虑，宜设置全封闭秸杆仓库。 

根据工艺要求，该工程秸杆仓库设计平面 

尺寸 (200～230)m× (35～40)m，屋架下弦 

高不小于 l1．O0 m，室内最大净空高度将超过 

12m，仓库建筑面积约 8000m 。仓库为单层现 

浇钢筋混凝土排架结构，屋顶采用钢屋架，复 

合压型钢板屋面，围护采用单层压型钢板。仓 

库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为丙类、易燃烧材料， 

耐火等级为二级，仓库内秸杆分垛堆放，堆垛 

最大高度约 5．6m，仓库内设置桥式堆垛机。如 

此大的秸杆仓库目前国内尚无，如何在满足生 

产工艺要求的情况下，选择有效、可靠、经济 

的消防灭火措施是本文要重点研究的内容。 

3 秸杆仓库灭火措施 

秸杆仓库具有以下特点：①秸杆火灾危险 

性为丙类、易燃烧材料，一旦着火，燃烧速度 

快，蔓延迅速，辐射热强，难以扑救，火势很 

难控制。②秸杆仓库空问大，初期火灾探测难 

度大，一旦探测到火灾时，火灾可能已经迅速 

蔓延。③秸杆仓库内堆垛高度较高，堆积密度 

较大，一旦燃烧火势凶猛，给人工灭火带来困 

难。根据国内扑救易燃烧材料堆场的经验，较 

大堆场燃烧时均需出动大量的消防车才可能有 

效扑灭火灾。综上所述，秸杆仓库的火灾要完 

全依靠消火栓系统达到迅速控制、有效扑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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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的可能性极小，且危险性较大。故仓库内仅 

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无法有效地解决秸杆仓 

库的灭火问题，秸杆仓库不能仅依靠室内外消 

火栓系统来扑灭火灾。 

“建规”4．2．1条规定：耐火等级一、二 

级的丙类单层库房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6000m ， 

装有 自动灭火设备的库房，其建筑面积可按规 

定增加 1倍。该条文主要是根据 自动灭火设备 

的控火、灭火效果好的特点，对设置自动灭火 

设备的库房，其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可按规定增 

加 1倍。实际上仓库建筑面积越大，火灾越难 

控制，人工消火栓越难有效控制并扑灭大面积 

仓库火灾，只有依靠自动灭火设备才能有效控 

制火情，并有效扑灭火灾。该工程秸杆仓库建 

筑面积约 8000m ，故秸杆仓库应考虑设置 自 

动灭火设备。 

3．1 秸杆仓库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及室内外 

消火栓 系统 

“建规”8．7．1条规定：每 座 占地超 过 

1000 rn 的棉、毛、丝、麻、化纤、毛皮及其制 

品库房应设置闭式 自动喷水灭火设备。秸杆的 

燃烧特性与棉、毛、丝等制品相似，参照 “建 

规”，秸杆仓库应设 自动喷水灭火设备。根据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以下简称 “自 

喷规范”)3．0．1条，秸杆仓库定性为仓库危险 

级Ⅱ级。同时 “自喷规范”4。2。6条规定：货品 

堆积高度等于或大于4．5m的仓库危险级 I、Ⅱ 

仓库，应采用设置快速响应早期抑制喷头的自 

动喷水灭火系统；同时 “自喷规范”5．0．6条规 

定：仓库采用快速响应早期抑制喷头的系统， 

仓库最大净空高度 12．Om，货品最大堆积高度 

10．5m。故该工程秸杆仓库应采用快速响应早 

期抑制喷头的自动喷水系统，且仓库最大净空 

高度必须≤12m。 

要解决秸杆仓库最大净空高度≤12m的途 

径主要有以下 2种措施：①适当降低秸杆仓库 

屋面高度，使最大净空高度≤12m，满足 “自 

喷规范”有关条文要求，但随之会要求增加仓 

库面积或减少仓库内秸杆的贮存总量。②在仓 

库屋架下增设吊顶，有限降低秸杆仓库的最大 

净空高度，该方案将会增加较多的建筑工程费 

用。由此可见，秸杆仓库采用快速响应早期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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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喷头的自动喷水系统是可行的，但应采取相 

应的技术措施控制库房的有效最大净空高度， 

但采取这些技术措施会增加工程投入或减少秸 

杆仓库的单位库房面积的库存量。 

3．2 秸杆仓库设置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 

系统及室内外消火栓系统 

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是近年 

来我国科技人员独立研发的一种新 的喷水灭 

火系统，该系统采用的是 自动探测及判定火 

源 、启动系统 、定位主动喷水灭火的灭火方 

式。其与传统的采用感温元件控制的被动灭 

火方式 的闭式 自动喷 水 灭火 系 统 相 比，具有 

以下优点 ：人工智能、主动探测寻找并 早期 

发现判定火源；对火源位置进行定位并报警； 

主动开启系统定点定位喷水灭火；可迅速扑 

灭早期火灾；可持续喷水、主动停止喷水并 

可多次重复启 闭；适用空间高度范围广 (灭 

火装置安装高度最高可达 25米)；安装方式 

灵活，不需贴顶安装 ，不需集热装置 ；喷水 

型灭火装置的射水水柱水量集 中，扑灭早期 

灭火效果好 ；可对保护 区域实施全方位连续 

监视。该系统尤其适合 于空间高度高、容积 

大、火场温度升温较慢，难 以设置传统 闭式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场所。大空间智能型主 

动喷水灭火系统既具有传统闭式 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 的特点 ，自动探测 火源，自动灭火； 

同时又克服了闭式喷头在大空间场所感温困 

难的缺点。故可考虑在秸杆仓库内设置大空 

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以其为主，室 

内外消火栓为辅的灭火系统。 

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主要有以 

下两种：大空间大流量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 

统、自动消防炮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 

3．2．1 大空间大流量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 系统 

根据该工程秸杆仓库建筑面积，结构形式， 

仓库定性为仓库危险级 Ⅱ级，仓库设置大空间 

大流量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它由智能型 

感烟探测组件、空间大流量喷头、电磁阀组三 

大部分组成。大空间大流量智能型主动喷水灭 

火系统的设计 目前没有国家标准，仅有相关地 

方标准，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设计喷水 

强度、作用面积可参考 “自喷规范”的有关设 

计数据，“自喷规范”5．0．5条规定：仓库危险 

级Ⅱ级喷水强度为 16L／rain·m ，作用面积 

300 m 。同时根据 “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 

火系统设计规范”，标准型大空间智能灭火装置 

安装高度为 6～25m，保护半径≤6m，单个喷 

头喷水流量≥5L／s，喷头工作压力≥0．25MPa。 

喷头在仓库内 9行布置，喷头纵向间距 4m，横 

向间距 4．6m，喷头总数约为 440个，设计同时 

开启喷头数为 16，设计流量为 80L／s。秸杆仓 

库消防用水量见表 1。 

表 1 大空间大流量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消防用水量 

消防对象 用水量 (I ／S) 火灾延续时间 ／h 消防用水总量 ／m。 消防用水量合计 ／ra。 

秸杆仓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80 l 288 

秸杆仓库室内 lO 3 lO8 882 

秸杆仓库室外 45 3 486 

注：秸杆仓库储存物类别为丙类，耐火等级为二级，为仓库危险级 Ⅱ级 

秸杆仓库采用大空间大流量主动喷水灭火 

系统是可行的，但需要大流量喷头个数多，同 

时由于一个智能型感烟探测组件最多可控制 4 

个喷头，也需要大批量的智能型感烟探测组件， 

整个大空间大流量主动喷水灭火系统工程造价 

较高。 

3．2．2 自动消防炮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 

目前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对展览厅、体育馆、 

72 电力勘测设计 5年1 2月 第马期 

仓库等大空间建筑物内的灭火系统进行论证研 

究，研究认为：采用与火灾探测器联动的自动 

消防炮是解决大空间建筑物内的灭火问题的较 

好方案。参照一些地方规范和标准，自动消防 

炮灭火系统在大空间场所可替代 自动喷水灭火 

系统，消防炮固定式安装，既能水柱状喷水， 

又能雾状喷水，可根据火场情况，决定开启消 

防炮台数，可有效确保灭火强度。它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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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空间场所，系统 由智能型感烟探测组件， 

自动消防炮等组成，具有自动探测火灾，自动 

消防灭火的功能，当探测组件报警后，消防控 

制盘向自动消防炮发出灭火指令，自动消防炮 

首先通过消防炮定位器 自动进行扫描定位并锁 

定着火点，然后自动打开电动阀和消防泵进行 

喷水灭火。 

一 室内消防炮的布置高度应保证消防炮射流 

不受上部建筑构件的影响，并能使两门水炮的 

水射流同时到达被保护区域的任一部位。消防 

炮的设计射程符合消防炮布置的要求，室内布 

置的水炮射程按产品射程的指标值计算，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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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炮的俯角和水平 回转角满足使用要求。自动 

消防炮可利用电动机进行水平和垂直调节，以 

及喷嘴的调节。自动消防炮智能型主动喷水灭 

火系统可在空间高度超过 12m的大空间场所使 

用。根据秸杆仓库的布置情况，单门消防炮设 

计 喷 水 流 量 ≥ 301 ／s，喷 头 工 作 压 力 ≥ 

0．90MPa，射程≥65m，水平旋转角度 ±9O。， 

垂直旋转角度～85。～+6O。。消防炮在仓库内 2 

侧布置，消防炮问距约 75m，该工程秸杆仓库 

内共设 6门消防炮，，设计按同时开启 2门消防 

炮，设计流量≥60I ／s。秸杆仓库消防用水量见 

表 2。 

表 2 自动消防炮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消防用水量 

消防对象 用水量 (I ／s) 火灾延续时间 ／h 消防用水总量 ／m。 消防用水量合计 Ill。 

秸杆仓库室内自动消防炮灭火系统 6O 1 216 
702 

秸杆仓库室外 45 3 486 

注：①秸杆仓库储存物类别为丙类，耐火等级为二级，为仓库危险级Ⅱ级。 

②秸杆仓库内不设室内消火栓。 

秸杆仓库采用自动消防炮灭火系统是可行 

的，自动消防炮灭火系统既具有 自动功能，又 

可以人工控制，灭火系统也比较简单，消防炮 

数量较少，探测组件少，具有工程造价较低等 

优点。 

3．3 秸杆仓库几种灭火措施的比较 

综上所述，秸杆仓库的灭火措施有多种方 

案，各种灭火措施的比较详见表 3： 

表 3 秸杆仓库几种灭火措施比较 

消防设计方案 优 缺 点 适用条件 

系统简单，受仓库内堆垛影响不能主动有效灭火，灭火可靠性低。不能有效解决秸杆仓库 室内外消火栓系统 不适用 

的灭火问题 

系统复杂，必须采取相应技术措施控制秸杆仓库最大净空高度≤12m，解决大空间集热、 净空高度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2m；但 聚热问题
， 但采取这些技术措施会增加工程投入或减少秸杆仓库的单位库房面积的库存量 可靠性差 

大空间大流量智能型 系统复杂，能早期自动探测火灾，自动灭火，定点灭火，灭火可靠性高，需要大流量喷头 适用 

主动喷水灭火系统 多，智能型感烟探测组件多，工程造价高 

自动消防炮智能型主 系统比较简单 ，消防炮能替代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能早期 自动探测火灾，自动／手动灭火， 

远程定点扑灭火灾，灭火可靠性高，消防炮数量少，智能型感烟探测组件少，工程造价 适用 动喷水灭火系统 

较低 

大空间大流量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和 

自动消防炮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 目前已应 

用于大型厂房、仓库、体育馆、火车站候车室、 

大型展览馆等场所，这两种灭火系统已得到设 

计人员和消防主管部门的认可，各地都相继制 

定出地方标准，为解决大空间消防灭火问题提 

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4 结 语 

综上所述，大空间大流量智能型主动喷水 

灭火系统和自动消防炮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 

统，既具有传统闭式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特点， 

自动探测火源，自动灭火；同时又克服了闭式 

喷头在大空间场所感温困难的 (下转第8O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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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重视送电线路平断面图测量中的质量隐患 

平面位置和杆塔顶的高程，特别平行接近线路 

的杆塔的平面位置和杆塔顶高程必须逐基测定，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航测平断面图的质量，确保 

设计送电线路的安全。 

2 有关房基高程测量中存在的质量隐患 

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民居密集，所设 

计的110kV和 220kV线路跨越民居是无法避免 

的，为了给居民留有改建的条件，在跨越民房 

时，设计手册中常明确规定房屋的定位高度： 

我院规定房屋定位高度一般按 13m (即按三层 

楼房高度考虑，也可视具体情况规定其它值) 

高度跨越，此 13m高度是以房基为基准计算的， 

所以房基高程测定的正确性直接影响到架空送 

电线路对房顶的安全距离。由于通视影响，在 

很多情况下不能直接测定房基高程，而常常采 

用举高棱镜这种简单方法来测定房基高程，而 

举高后的棱镜高常常是采用估值，这样将直接 

影响到房基高程计算的正确性，棱镜高估低了， 

房基高程就测高了，这倒能保证弧垂对房顶的 

安全距离；怕就怕棱镜高估高了，棱镜高估高 

后，房基高程就测低了，棱镜高估高多少，房 

基高程就测低多少，设计弧垂对房顶的安全距 

离就少多少，这就直接影响到设计线路对人身 

的安全。所以在测定房基高程时，最好采用最 

正确的直接测定法；如果必须采用举高棱镜的 

方法测定房基高程时，不能采用棱镜高的估值， 

而必须直接量测举高后的棱镜高 (可采用沿墙 

壁分段量取棱镜总高)，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房基 

高程测定的正确性，确保设计弧垂对房顶的安 

全距离的正确性 ，确保人身安全。 

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房基基准面的确 

定：房基基准面应以房屋内地坪面为基准面， 

所以在测定房基高程时，棱镜应立在室内地坪 

同一高度上；当举高棱镜测定房基高程时，棱 

镜高应量到室内地坪同一高度处，这才是确定 

棱镜高的正确方法，才能测出正确的房基高程， 

确保送电线路跨房的安全。 

3 结 论 

(1)每一个 测量人员必 须认真学 习、深刻 

领会规程规范中的技术指标和施测方法；认真 

学习、理解设计规程及定位手册中有关测量要 

求 ，使平断面图满足设计要求。 

(2)架空送电线路平断面图是设计人员进 

行设计的惟一依据，它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设计 

线路的安全性 ，所 以每一个测 量人员头脑 中必 

须确立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质量意识；要正 

确认识质量与工作量的关系、质量和进度 的 

关系。 

(3)通过 以上分析 ，可见被跨越线路边 

杆 、塔 测量的重 要 性 ，所 以测 量 人员 必 须 十 

分重视被跨越线路边杆、塔位置和杆塔顶高 

程的测定，确保平断面图的质量，确保设计 

线路的安全。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上接第73页)缺点，尤其适合于空间高度高、 

容积大、火场温度升温较慢，难以设置传统闭 

式Ih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场所。大空问大流量智 

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和自动消防炮智能型主 

动喷水灭火系统均能预先探测火灾，定点灭火， 

能有效、可靠的扑灭火灾，可用于秸杆仓库消 

防灭火。自动消防炮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 

比较简单，消防炮可替代 Ih动喷水灭火系统， 

能早期自动探测火灾，自动或手动灭火，远程 

定点扑灭火灾，灭火可靠性高，消防炮数量少， 

智能型感烟探测组件少，工程造价较低。针对 

秸杆仓库的特点，从有效、可靠、安全、经济 

等方面综合考虑，秸杆仓库消防宜设置 自动消 

防炮灭火系统，同时配置室外消火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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