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5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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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有效解决建筑防火安全问题,本文以建筑装饰工程施工为例,对电气防火设计进行综合分析
研究,有效提出配电系统防火设计、电路防火设计、照明防火设计。全面提高电气消防设计工作质量,
确保出入口的整体安全,也为后续的建筑消防设计工作提供有效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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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ing about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electrical fire protection design in building decora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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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building fire safety,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building decoration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electrical fire protection design, and effectively propose the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 fire protection design,
circuit fire protection design, and lighting fire protection design.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lectrical fire protection design work, ensure the overall safety of entrances and exits, and provide effectiv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building fire protection desig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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