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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培训基地训练设施建设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消防培训基地训练设施（以下简称训练设施）的术语和定义、建设原则、

建设规模、组成和建设项目要求。
本标准未规定消防培训基地训练所需的各类消防装备器材的配备。
本标准适用于消防培训基地训练设施的建设，各类消防站的训练设施建设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
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6451 三相油浸式电力变压器技术参数和要求
GB 11174 液化石油气
GB 17820 天然气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45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60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JTG B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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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消防培训基地训练设施 training facility for fire service training center
用于集中进行消防灭火救援训练和教学的所有场区、建筑、装置和设备的总称。
3.2
消防培训基地建设项目 construction item in fire services training center
为特定训练或教学任务而建设的单项训练设施。
3.3
综合训练楼 training complex
能够模拟建筑火灾，开展各类建筑火灾扑救和抢险救援的技战术训练、实战演练及教学
研究的高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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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原则

4.1 实用有效
训练设施的建设应符合消防部队的实际情况，满足灭火救援训练和教学任务的需要。
4.2 合理规划
训练设施的建设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统一规划应建项目，合理选择选建项目，提高建
设项目的利用率。
4.3 节约资源
训练设施的建设应充分考虑资金、土地、配置的装置和设备等资源的合理配套使用，注
重节约，讲究多功能综合利用。

4.4 安全可靠
训练设施应能安全可靠运行，并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以确保训练安全。
4.5 注重环保
训练设施的建设应充分考虑避免训练造成的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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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规模
消防培训基地应分别设置教学区、生活区、体能训练场和模拟设施训练场等区域，占地

面积宜不小于 60000m2，其平面布局应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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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设施组成
消防培训基地训练设施由模拟设施训练场、室内教学训练设施和体能训练场三部分组

成。
6.1 模拟设施训练场建设项目
6.1.1 应建项目
模拟设施训练场应该建设的项目包括：综合训练楼、烟热训练室、燃烧训练室、化工生
产装置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建筑倒塌事故处置训练区、公路交通事故处置训练区、地下建
筑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处置训练区、油罐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危险
化学品槽罐车火灾泄漏事故处置训练区、电气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和心理训练区。
6.1.2 选建项目
模拟设施训练场可选择建设的项目包括：地下工程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船舶火灾事故
处置训练区、气体储罐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飞机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和水域救助训练区。
6.2 室内教学训练设施建设项目
6.2.1 应建项目
室内教学训练设施应该建设的项目包括：沙盘模型战术训练室、计算机模拟指挥训练室、
消防通信训练室、阶梯教室、普通教室、电教室、图书室和医疗急救训练室。
6.2.2 选建项目
室内教学训练设施可选择建设模拟建筑消防设施演示室。
6.3 体能训练场建设项目
6.3.1 应建项目
体能训练场应该建设的项目包括：田径场、球类训练场和器械训练区。
6.3.2 选建项目
体能训练场可以选择建设体能训练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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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要求

7.1 综合训练楼
7.1.1 构成和功能
7.1.1.1 综合训练楼中宜设有消防控制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火栓给水系统、自动喷
水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水喷雾灭火系统和气体灭火系统等，可模拟火灾自动报警、自
动喷水灭火、固定式泡沫灭火和气体灭火，可利用消防控制系统、室内外消火栓给水系统开
展供水测试、技战术训练、灭火演练和教学实验。
7.1.1.2

综合训练楼宜设置防火、防烟分区、防火分隔物、安全疏散通道和防排烟系统等，

可安装应急照明、灯光疏散标志、消防安全疏散导流标志，可模拟防火、防烟分隔、自然排
烟、机械防排烟和各种形式的防火分隔，开展防排烟训练、人员疏散训练、灭火救援训练、
实战演练和教学实验。

7.1.1.3

综合训练楼宜设有模拟训练室，可以选择模拟公寓、宾馆客房、商场营业厅、医院

病房、歌舞娱乐厅和地下室等训练室进行建设。训练室内结构、物品和装修应接近实际，可
模拟不同建筑火灾，开展侦察、救援、疏散、灭火、排烟等技战术训练、实战演练和教学实
验。
7.1.1.4

综合训练楼宜设有深井救助训练设施、登高训练设施、避雷线、落水管、攀登墙角

以及攀岩设施等，深井救助训练设施可分为地上和地下两种形式，可模拟开展绳索救援训练、
登高训练、徒手攀登训练和山岳救援的辅助训练等。
7.1.2 建设要求
7.1.2.1 综合训练楼占地面积应不小于 400m2，总建筑面积应不小于 1500m2，高度应不低于
24m 或 10 层，单层建筑面积应不小于 100m2。裙房面积可根据需要确定，地下室面积应不
小于 l00m2。深井救助训练设施深度应不小于 7m。
7.1.2.2

综合训练楼的建设应符合 GB50045 和 GB50016 等有关标准的规定。

7.1.2.3

综合训练楼建筑材料应坚固耐用，能抵抗高强度水流冲击和低强度火焰灼烧，房间

内能够承受局部低热量燃烧。
7.1.2.4

综合训练楼的门窗可为框架结构，木质窗上应装有用于绳索和消防梯训练的设计结

构。综合训练楼四周应布置环形车道，以便于开展训练。
7.1.3 安全要求
7.1.3.1 综合训练楼应设有避雷装置；设置安全保护滑轮和救人、自救栓绳金属环；设置缓
降器固定装置。接触绳索的部位宜采用木质材料建设，防止绳索被磨损。
7.1.3.2

综合训练楼应设置室内、室外疏散楼梯，还可以设置消防电梯。所有楼梯应具有防

滑以及防止积水的设计。
7.1.3.3

综合训练楼外部宜安装临时或永久性的安全网，安全网一侧应留有开口，便于进行

攀爬训练，安全网和支架间应使用弹性绳固定，应设置安装安全网用的悬梯。
7.2 烟热训练室
7.2.1 构成和功能
烟热训练室宜设有控制室、体能训练间、烟热训练通道和发烟升温装置。其结构可分为
长廊式和网栅隔断式，可选用计算机自动控制、半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可模拟高温和浓烟
环境，开展体力承受能力、心理适应能力、通过障碍能力的测试和训练以及使用空气呼吸器
的训练。
7.2.2 建设要求
7.2.2.1 长廊式烟热训练室占地面积应不小于 110m2，建筑面积应不小于 80m2，体能训练间
面积应不小于 30m2，排烟时间应小于 5min，温度控制在 36℃～70℃，通道长度应大于 60m。
7.2.2.2

网栅隔断式烟热训练室占地面积应不小于 90m2，建筑面积应不小于 60m2，体能训

练间面积应不小于 30m2，排烟时间应小于 3min，温度控制在 36℃～80℃。
7.2.3 安全要求
7.2.3.1 烟热训练室应设有应急照明、监控、对讲、排烟装置和紧急救援通道。可以通过闭
路电视或热成像仪等装置观察受训人员的训练情况，确定受训人员所处位置，并可与受训人
员进行通讯。
7.2.3.2

烟热训练室中应使用确定成份的无毒烟气。可专门设计并安装发烟装置产生烟气。

7.3 燃烧训练室
7.3.1 构成和功能
燃烧训练室宜设有控制室、燃烧床、轰燃模拟装置和燃烧训练辅助设施，可模拟轰燃、

烟气流动等效果，开展建筑火灾扑救训练，选择进攻路线、占领进攻阵地、接近火点、选择
正确的射水方法等训练，以及了解轰燃特点，正确采取进攻防护的措施。
7.3.2 建设要求
7.3.2.1 燃烧训练室占地面积应不小于 70m2，建筑面积应不小于 60m2，建筑高度应不低于
3m。门、窗各不少于 2 个，燃烧床面积应不小于 10m2。
7.3.2.2

燃烧训练室应具有良好的建筑密封性能。建筑材料坚固耐用，墙壁、地面、顶棚应

具有足够的耐高温性能，充分考虑到火焰高温会造成水泥崩塌和钢筋软化。
7.3.2.3

燃烧训练室可采用经过时效处理的钢板对墙壁及顶棚进行耐高温保护。应确保在经

过高温时，钢板及其它装配零件不会坠落伤人。钢板厚度和空气间隙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7.3.2.4

燃烧训练室墙壁可设置隔热层。选用隔热层材料时，应考虑材料的耐久性和热缩性。

隔热层材料损坏后应便于更换，并且与墙壁安装紧密。
7.3.2.5

燃烧训练室内使用油盘火燃烧模拟火场时，油盘应高于地面，地面可使用装有隔热

层保护的防火砖材料建设。应设置废料、废液降解回收装置以及油水分离、污水处理设施。
7.3.3 安全要求
7.3.3.1 燃烧训练室应设置通风系统，迅速排烟和散热。通风系统至少应保证一分钟内能够
将燃烧训练室内空气交换一次。用气体燃料燃烧模拟火场时，通风系统的设计应考虑到未燃
烧气体在燃烧室内上部、下部或邻近空间的累积。
7.3.3.2

燃烧训练室应设置监控装置监测室内温度，将燃烧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并可以观察

灭火训练和燃烧情况。
7.3.3.3

燃烧训练室内使用油盘火燃烧模拟火场时，油盘上面应安装钢板，防止火焰直接接

触顶棚。
7.3.3.4

燃烧训练室内使用气体燃料燃烧模拟火场时，气体燃料应符合 GB11174 或 GB17820

的规定。气体燃料控制装置至少配有两个控制阀门，一旦燃料流量超出允许的范围，阀门应
自动关闭。燃烧训练室内应具有足够的空气保证气体燃料完全燃烧。
7.4 火幕墙训练区
7.4.1 构成和功能
火幕墙训练区宜设有火幕墙、管道、点火装置、控制室和辅助设施，可模拟燃烧、火场
高温等效果，开展火灾扑救训练，选择正确进攻、撤退和射水、掩护、驱散烟雾方法等训练，
以及了解燃烧特点，正确采取进攻防护的措施。
7.4.2 建设要求
7.4.2.1 火幕墙训练区占地面积应不小于1500m2，墙壁长度不低于6m，高度不小于5m（含高
1米基座），面积应不小于24m2。
7.4.2.2 火幕墙墙壁应具有足够的耐高温性能，可采用不锈钢材料，钢板厚度应根据实际情
况确定。
7.4.2.3 火幕墙使用气体燃料燃烧模拟火场，管道应设置在墙壁上并成环形，以模拟较大面
积燃烧效果。
7.4.3 安全要求
7.4.3.1 火幕墙上部应设喷淋装置，以降低墙壁温度，避免墙壁融化变形。
7.4.3.2 火幕墙训练区应设置控制台，监控燃烧情况，将燃烧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7.4.3.3 火幕墙使用气体燃料燃烧模拟火场时，气体燃料控制装置应配有不少于2个控制阀
门，一旦燃料泄漏或流量超出允许的范围，应立即关闭阀门，终止泄漏或燃烧。
7.5 化工生产装置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
7.5.1 构成和功能
化工生产装置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宜建有罐、釜、塔、管道、阀门、法兰以及点火引爆
装置、控制室和辅助设施，可模拟不同压力、温度，罐、釜、塔、管道、阀门、法兰等不同

部位，液相、气相等不同形式，矩形、沙眼、孔洞、裂缝、断裂等不同形状的泄漏和燃烧，
开展灭火、堵漏、关阀等技战术训练、协同训练和实战演练。
7.5.2 建设要求
7.5.2.1 化工生产装置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占地面积应不小于 200m2。装置应设置操作平台
且不少于 3 层。
7.5.2.2

化工生产装置形式应与化工生产工艺相符合。

7.5.2.3

化工生产装置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应设置废料、废液降解回收装置以及油水分离、

污水处理设施。
7.5.3 安全要求
7.5.3.1 化工生产装置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应设置手动紧急断料开关和应急降毒措施。燃料
控制装置至少应配有两个控制阀门。一旦失去电力，阀门便会自动关闭。
7.5.3.2

控制室应设有监控系统控制燃料的输送，对燃烧情况进行实时监测，防止燃料流量

超出允许的范围。
7.5.3.3

化工生产装置周围基建应采用水泥、石头或矿渣等材料。

7.6 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处置训练区
7.6.1 构成和功能
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处置训练区宜设有危险化学品模拟储藏间、储存装置、容器、危险
化学品侦检训练系统以及辅助设施，可模拟危险化学品泄漏、扩散现场，开展侦检、警戒、
疏散、输转、降毒、洗消、回收、救护训练以及实战演练。
7.6.2 建设要求
7.6.2.1 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处置训练区占地面积应不小于100m2，危险化学品模拟储藏间面
积应不小于20m2。
7.6.2.2 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处置训练区应设置废料、废液降解回收装置以及污水处理设施。
7.6.3 安全要求
7.6.3.1 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处置训练区应设有手动紧急断料开关和应急降毒措施。
7.6.3.2 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处置训练区可使用闭路监控系统观察训练情况。可使用有毒有
害气体探测装置监测气体浓度，防止有毒有害气体浓度超出允许的范围。
7.7 油罐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
7.7.1 构成和功能
油罐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宜建有模拟立式内浮顶罐、外浮顶罐、拱顶罐、油池以及固定、
半固定灭火设施、点火引爆装置、控制室和辅助设施，可模拟油品的沸溢、喷溅和燃烧，开
展灭火、冷却等技战术训练、协同训练和实战演练。
7.7.2 建设要求
7.7.2.1 油罐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占地面积应不小于 400m2。
7.7.2.2 立式内浮顶、外浮顶、拱顶油罐建设规模为 1000m3～3000m3，可参照 GB 50160 进
行建设。
7.7.2.3 油罐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应设置废料、废液降解回收装置以及油水分离、污水处理
设施。
7.7.3 安全要求
7.7.3.1 油罐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应设置手动紧急断料开关和应急降毒措施。燃料控制装置
至少应配有两个控制阀门。一旦失去电力，阀门便会自动关闭。
7.7.3.2 控制室应设有监控系统控制燃料的输送，对燃烧情况进行实时监控，防止燃料流量
超出允许的范围。
7.7.3.3 油罐周围基建应采用水泥、石头或矿渣等材料。

7.8 建筑倒塌事故处置训练区
7.8.1 构成和功能
建筑倒塌事故处置训练区宜建有钢筋混凝土梁、架、楼板、砖石等建筑倒塌废墟、多层
建筑残垣、控制室以及辅助设施，可模拟钢筋混凝土结构多层建筑倒塌、房梁断裂、墙体开
裂和因建筑倒塌造成的人员被困、埋压等现场。开展生命探测、救援、破拆、吊升、起重等
技战术训练和实战演练。
7.8.2 建设要求
建筑倒塌事故处置训练区占地面积应不小于 300m2。建筑残垣应不低于 3 层普通建筑物。
7.8.3 安全要求
建筑倒塌事故处置训练区内不应有不受控制的二次倒塌或对训练人员产生伤害的潜在
危险。
7.9 公路交通事故处置训练区
7.9.1 构成和功能
公路交通事故处置训练区宜建有公路平交道口和辅助设施，可模拟车辆相撞起火、颠覆
或危险品泄漏等事故现场，开展灭火、救援、堵漏、输转、破拆、吊升、起重、救护等技战
术训练。
7.9.2 建设要求
7.9.2.1 公路交通事故处置训练区占地面积应不小于400m2，公路线长度应不小于30m。
7.9.2.2 道路建设可参照JTG B01中二级公路进行。
7.10 地下建筑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
7.10.1 构成和功能
地下建筑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宜设有模拟地下仓库货物堆垛、模拟地下商场营业厅以及
控制室和辅助设施，可模拟地下仓库和商场火灾，开展灭火、救援、疏散、排烟等技战术训
练、协同训练和实战演练。
7.10.2 建设要求
7.10.2.1 地下建筑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占地面积应不小于 210m2 。，建筑面积应不小于
100m2，建筑高度应不低于 3m。
7.10.2.2

地下建筑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应在地下建设。建筑材料应坚固耐用，墙壁、地面、

顶棚应具有足够的耐高温性能。
7.10.3 安全要求
地下建筑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应设有应急照明、监控、对讲、排烟装置和紧急救援通道。
7.11 危险化学品槽罐车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
7.11.1 构成和功能
危险化学品槽罐车火灾泄漏事故处置训练区宜设有危险化学品槽罐车、地面燃烧床、气
体管道、控制装置以及辅助设施，可模拟槽罐车颠覆，气体或液体的泄漏和燃烧，开展侦检、
警戒、灭火、堵漏、洗消等技战术训练。
7.11.2 建设要求
7.11.2.1 危险化学品槽罐车火灾泄漏事故处置训练区占地面积应不小于 100m2。
7.11.2.2

模拟危险化学品槽罐车参照 10 t 液化石油气槽车规模建造。泄漏压力应与泄漏气

体实际压力相符。
7.11.2.3 危险化学品槽罐车火灾泄漏事故处置训练区应设置废料、废液降解回收装置以及油
水分离、污水处理设施。
7.11.3 安全要求
危险化学品槽罐车火灾泄漏事故处置训练区应设有监控系统监测可燃气体浓度，防止气
体浓度超出允许的范围。

7.12 电气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
7.12.1 构成和功能
电气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宜建有模拟变电室、室外油浸式变压器、架空电线电缆、开关
控制柜以及辅助设施，可模拟带电或断电火灾事故和常见的电气开关火灾事故，开展带电、
断电灭火等扑救电气火灾的技战术训练。
7.12.2 建设要求
7.12.2.1 电气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占地面积应不小于 100m2 ，变电室建筑面积应不小于
10m2。
7.12.2.2

油浸式变压器可参照 GB/T 6451 中 63KV 电压等级建造。

7.12.3 安全要求
7.12.3.1 电气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应设有手动断电开关或漏电自动保护装置。
7.12.3.2

室外油浸式变压器四周应设置防止可燃液体溢出的围堤。

7.13 心理训练区
7.13.1 构成和功能
心理训练区宜设有高空断桥、空中单杠、高空吊孛桥、四米墙、背摔台、绳网、荡木桥、
模拟电网等器材以及心理测试仪，并配有心理测试软件，可模拟各种危险工作环境，开展心
理适应能力训练和主观感受以及反应能力等心理测试。
7.13.2 建设要求
心理训练区占地面积应不小于 250m2。
7.13.3 安全要求
高空心理训练装置下面应配有足够厚度的海绵垫。
7.14 地下工程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
7.14.1 构成和功能
地下工程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宜设有模拟地下铁路路轨、模拟机车、模拟公路隧道、旧
汽车、控制室以及辅助设施，可模拟地下铁路、公路火灾事故，开展灭火、救援、疏散、抢
险等技战术训练、协同训练和实战演练。
7.14.2 建设要求
地下工程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占地面积应不小于 310m2，建筑面积应不小于 200m2，铁
路、公路长度应不小于 100m，宽度不小于 5m，建筑高度应不低于 5m。
7.15 船舶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
7.14.1 构成和功能
船舶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宜设有船舶实体模型、机舱、乘员舱等以及控制装置，可模拟
船舶机舱或乘员舱火灾，开展船舶火灾事故处置技战术训练。
7.15.2 建设要求
船舶事故处置训练区占地面积应不小于 200 m2。船舶实体可参照 100t 以上级货船规模
建设。
7.15.3 安全要求
船舶事故处置训练区应设有应急照明、监控、对讲、排烟装置和紧急救援通道。
7.16 气体储罐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
7.16.1 构成和功能
气体储罐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宜设有液化气球形罐、卧式罐、管道、法兰、阀门、控制
室以及辅助设施，可模拟不同压力下，罐、管道、阀门、法兰等不同部位，液相、气相等不
同形式，矩形、圆孔、锯齿、裂缝、断裂等不同形状的泄漏和燃烧，开展灭火、堵漏、关阀
等技战术训练、协同训练和实战演练。

7.16.2 建设要求
7.16.2.1 气体储罐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占地面积应不小于 150m2。
7.16.2.2

液化气球形储罐建设规模应不小于 400m3 ，液化气卧式储罐建设规模应不小于

100m3。泄漏压力应与实际储罐压力相符合。可参照 GB50160 进行建设。
7.16.3 安全要求
7.16.3.1 气体储罐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应设置手动紧急断料开关和应急降毒措施。气体燃
料应符合 GB11174 或 GB17820 的规定。气体燃料控制装置至少配有两个控制阀门，一旦燃
料流量超出允许的范围，阀门应自动关闭。
7.16.3.2

控制室应设有监控系统控制可燃气体的输送，对燃烧情况进行实时监测，防止可

燃气体流量超出允许的范围。
7.17 飞机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
7.17.1 构成和功能
飞机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宜设有客机仿真模型、控制装置以及辅助设施，可模拟中型客
机火灾、人员被困等情况，开展救援、破拆、灭火和救护等技战术训练和实战演练。
7.17.2 建设要求
飞机火灾事故处置训练区占地面积应不小于 200m2。客机仿真模型参照 100 人以上中型
客机规模建设。
7.18 水域救助训练区
7.18.1 构成和功能
水域救助训练区宜设有游泳池、潜水池、水下观察窗、照明设施以及辅助设施，可模拟
人员溺水和多种水域环境，开展游泳、潜水基础训练和各种水难救助等技战术训练。
7.18.2 建设要求
水域救助训练区占地面积应不小于 300m2。潜水池深度为 15～20m，面积应不小于 30m2。
7.18.3 安全要求
游泳池与潜水池应设有安全防护设施。潜水池应设有水下观察窗以及水下照明设施。
7.19 沙盘模型战术训练室
7.19.1 构成和功能
沙盘模型战术训练室宜设有消防重点单位、消防车辆、大型装备等仿真模型、电化教学
设备，配备相关灭火救援资料，可按比例缩制沙盘模型，使用音频和视频技术模拟现场效果，
开展沙盘想定作业战术训练、电化教学和战术研究。
7.19.2 建设要求
沙盘模型战术训练室建筑面积应不小于 70m2。
7.20 计算机模拟指挥训练室
7.20.1 构成和功能
计算机模拟指挥训练室宜设有计算机和辅助设备、显示屏幕、操作台、投影仪、模拟指
挥训练软件以及各种音响器材，可开展计算机教学、演示和模拟指挥训练。计算机配备数量
应满足教学和训练需要。
7.20.2 建设要求
计算机模拟指挥训练室建筑面积应不小于 50m2。
7.21 消防通信训练室
7.21.1 构成和功能
消防通信训练室宜设有模拟消防程控交换机、火警受理台、火警实时录音录时装置、消
防实力显示装置、火警信息显示装置、消防信息管理工作站、训练模拟工作站、屏幕显示装
置、火警终端台、模拟火场通信指挥车、车载电台以及手持电台等设备，可模拟火警受理、

消防有线或无线通信、火场指挥、消防信息综合管理的功能，开展消防通信教学、演示和训
练。
7.21.2 建设要求
消防通信训练室建筑面积应不小于 50m2。
7.22 阶梯教室
7.22.1 构成和功能
阶梯教室宜设有录音机、扩音机、投影仪、计算机、闭路电视、DVD、切换机以及相
关教学设备等，能够开展电化教学和学术交流。
7.22.2 建设要求
阶梯教室建筑面积应不小于 300m2。数量应满足培训要求。
7.23 普通教室
7.23.1 构成和功能
普通教室宜设有闭路电视、投影仪、录音机和相关教学设备等，能够进行理论教学和战
术研讨。
7.23.2 建设要求
普通教室建筑面积应不小于 60m2。数量应满足培训要求。
7.24 电教室
7.24.1 构成和功能
电教室宜设有电化教学设备、音像资料编辑机、字幕机、摄像机、计算机等以及其它音
像资料处理设备，能够进行电化教学以及音像资料的编辑和演播。
7.24.2 建设要求
电教室建筑面积应不小于 40m2。
7.25 图书室
7.25.1 构成和功能
图书室宜包括图书存放区和图书阅览区。图书种类和数量应满足借阅的需要。
7.25.2 建设要求
图书室建筑面积应不小于 60m2。
7.26 医疗急救训练室
7.26.1 构成和功能
医疗急救训练室宜设有现场医疗急救必备的器材、药品、教学用的人体模型以及电化教
学设备等，能够开展现场医疗救护教学和训练。
7.26.2 建设要求
医疗急救训练室建筑面积应不小于 40m2。
7.27 模拟建筑消防设施演示室
7.27.1 构成和功能
模拟建筑消防设施演示室宜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火栓给水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气体灭火系统、防排烟系统、事故疏散、事故照明、事故广播以及泡沫灭火系统等模拟
建筑消防设施，可模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火栓给水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气体灭火
系统、防排烟系统、事故疏散、事故照明、事故广播和泡沫灭火系统等的运行状况，进行教
学演示和训练。
7.27.2 建设要求
7.27.2.1 模拟建筑消防设施演示室建筑面积应不小于 70m2。
7.27.2.2

模拟建筑消防设施的安装应参照 GB 50016 和 GB 50045 进行。

7.28 田径场
7.28.1 构成和功能

田径场宜设有跑道和其它田径运动器材，可进行田径运动教学和训练。
7.28.2 建设要求
田径场的跑道应平坦，场地土质良好，跑道长度应不小于 400m。
7.29 球类训练场
球类训练场宜设有篮球、排球和足球等球类训练场地和训练设施，数量应满足实际训练
需要。
7.30 器械训练区
器械训练区宜设有单杠、双杠、杠铃和跳箱等基本训练器械。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配备多
功能体能训练器械。
7.31 体能训练馆
7.31.1 构成和功能
体能训练馆宜建有球类训练场、器械训练区、技能训练区以及蒸气训练室，可开展消防
体能和技能训练。
7.31.2 建设要求
体能训练馆建筑面积应不小于 1000m2，建筑高度应不低于 8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