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型建筑
翻译：橙色救援微信公众号

1 简介
2004 至 2006 年，我获得了安全工程硕士学位，其中包括一门关于职业安全和健康的课程。作
为这门课程的一部分，我在奥斯坎普消防站担任志愿消防员时，写了一篇关于职业安全的论文。为
了更好地论证这一主题，我研究了许多发生在美国的消防员牺牲事故案例。我注意到，多数消防员
因为从着火房间的上方坠落而不幸遇难。
我本人从未听说过在比利时或者相邻的其他国家发生过类似事故。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在美
国，差别会如此之大呢？后来，我逐步意识到，这是因为他们的建筑结构与我们截然不同。在北美，
许多房屋都是用木头建造的，这与我们的砖石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以前，大尺寸的木材主要用于建造住宅，建
筑材料价格也非常的昂贵，一根大木梁比一根木
椽要贵。在美国，建造业从原来使用木梁转向使
用椽梁、工字梁、甚至是小桁架，这种特殊的建
筑方式被称为轻型建筑。
这样的新型建筑具有众多优点，首先是价格
低廉，其次是材质很轻。因此，美国大量的公寓
倾向于采用轻型结构。还有一个优点是由于木材
使用数量的减少，降低了对环境的破坏。
然而，除了众多好处之外，轻型建筑也有一
些缺陷，其中之一就是在火灾中的表现（抗烧性）
图 1 木桁架（拍摄：NIST）
很差。本文意就轻型建筑的这一缺陷展开论述。

2 风险
2.1

稳定性

在荷兰，土木工程师中有一个术语叫“结构整体性”，用来
定义体积周长比。国际上更多使用的是表面积和体积的比
（s/v），这与上面的式子截然相反。
横梁的体积等于横梁的截面积与其长度相乘。横梁的表面
积等于截面周长与长度的乘积。因此，横梁的体积与表面积的比
值等于其截面积与周长之比。

V=S×L

图 2 横梁的示意图

S = a × b = 截面积 A = (2 × a + 2 × b) × L = 周长 × L

𝑉
𝑆×L
截面积 × L
=
=
𝐴 (2 × a + 2 × b) × L
周长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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𝑉 截面积
=
𝐴
周长
图 3 展示了工字梁的截面。这种建筑元素可以由木头或是钢铁制成。这
幅图可以使得我们对“结构整体性”的概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图中的截面
表示它的体积（V），而表面部分（A）则由截面的周长来表示。
比较工字梁和横梁的整体结构不难发现，横梁的截面越大，使用的材料
较多，同时它的表面积更小。横梁的内部在火灾中受到了更好地保护，火必
须先烧掉横梁的外层才会燃烧至其内部。在此期间，横梁的内部仍然可以正
常承重。
工字梁的腹板连接上下法兰。低温条件下，工字梁可以像木制横梁一样
坚固。有些木制工字梁的腹板厚度不超过 7 毫米。但在火灾发生时，由于温
度较高，这两类建筑元素的特征完全不同。工字梁的周长较长，意味着更多
图 3 工字梁的截面图
的表面部分遭受大火烘烤。一旦腹板断裂，建筑就会倒塌。显而易见，工字
绘制：Rudy Van Impe
梁基本不具备耐火性能。
美国在此领域已经开展了众多研究。大量测试表明，轻型木结构支撑的木质地板耐火时间只有
8 分钟。这意味着火灾发生后，短时间内，地板就有塌陷的可能（很可能导致消防员坠落）。
人们发现火灾需要多长时间？拨打报警电话需要多长时间？消防队到场需要多长时间？现场铺
设水带出水展开内攻又需要多长时间？
显然，消防员展开内攻时，地板已经变得脆弱不堪。对于地下室火灾而言，消防员延伸水带干
线会进一步增加地板的负荷。两名内攻消防员佩戴空气呼吸器、携带相关装备后总重量往往超过 200
公斤。这正是美国有那么多的消防队员从楼上坠落的原因。
天花板也是如此。当消防员在着火层灭火时，必须时刻警惕可能塌落下来的天花板。这种情况
下发生倒塌的原因更加复杂，可能是因为天花板里的木质托梁倒塌，也可能是因为支撑天花板的承
重柱或墙体失去应力所致。
总而言之，轻型建筑在火灾中的脆弱性，给消防员的生命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
2.2

火势蔓延和火焰蔓延

比利时的建筑规范允许独立房屋中使用木材轻质结构（连片布置的房屋在相邻房屋间有防火墙
分割的情况下同样允许）。
幸运的是，比利时的皇家法令之中写入了一些“基本规范”。这一法令规定了在建造公寓和办
公楼时，必须满足的一些要求，其中一项正是关于建筑构件耐火性能，要求在火灾发生后一段时间
内，建筑物应保持结构的完整性。这样，消防员就可以在大楼内相对安全地展开作业。耐火性能的
规范，同样有助于把火势控制在着火房间之内，房间的隔墙能够在一定时间内阻止火势向相邻房间
蔓延。
墙壁和地板通常是由混凝土或砖块构成的。火灾中，这些墙壁和地板是阻止火势蔓延的有力屏
障。这种建筑结构，在比利时发生火灾时，出现建筑物倒塌的情况并不多见。
如果换作木墙和木地板，要想达到同样的效果几乎不可能。为了使得木墙具有良好的防火效果，
就必须通过添加诸如石膏板之类的保护性覆盖物对墙体进行保护。
如今在北美，出于降低成本考虑，公寓几乎清一色选用木头建造。只要价格便宜，总会有人愿
意这样去做。比利时要求必须给墙体和楼板做防火保护，以达到必要的耐火性能，无形中提高了成
本。但是，使用木质材料的情况，仍然不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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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鲁塞尔的纽斯街，一家建筑公司正在建造一幢公寓楼。他们的想法是在现有建筑的顶部增
加大约 200 套公寓。如果要用混凝土来建造，那就会给原始建筑的承重带来极大的挑战。假如用木
材来建造，那就能够顺利增建几层。按照计划是要在木材上
加装保护层的，然而，在施工过程中，尚未来的及加装保护
层就发生了火灾。布鲁塞尔消防局发现，他们正面临着一场
规模巨大的火灾，因为之前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防止火势蔓
延。大火迅速蔓延到了整幢大楼。在施工过程（建造、翻新
或拆除）中，轻质木结构建筑意味着巨大的火灾隐患。当火
灾达到一定规模时，消防部门就很难安全展开救援。
在 YouTube（一家视频网站，
注册于 2005 年 2 月 15 日，
由华裔美籍华人陈士骏等人创立，让用户下载、观看及分享
影片或短片。译者注）上，有一段关于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火
灾的视频。视频中，一名建筑工人被困在一座在建的木制公
寓楼的阳台上
（使用搜索词“在着火大楼阳台上的人”）。
在视频的开头，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人已经逃到
了阳台上。显然，他已经没有时间从建筑内的楼梯上跑下来
了。这段视频清楚地展示出了火势蔓延的速度，大火几乎瞬
图 4/5 展示木制公寓火灾的两张照片
拍摄：Karen Jones
间就在整栋建筑物中蔓延开来。
该男子最终被消防队用云梯消防车救了出来。在这次营救行动中，顶层的墙壁发生了坍塌。这
两张截图之间仅仅隔了 1.5 分钟。
2.3

建筑物火灾

像这样的轻型建筑，具有很高的火灾危险性。这些建筑同砖砌建筑一样，所有的电气设备（电
线、插座、…）都设置在墙体内。不同之处在于，砖块是不可燃的。电气设备往往是起火源，电路出
现故障时，故障点的温度会升高很多。对砖墙而言自然不是什么问题，但换作木墙的话，就会形成
阴燃，难以靠近并逐渐蔓延开来，最终演变成为火灾。当火势蔓延到建筑本身时，就会升级为建筑
火灾。对于消防部门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当火势逐渐发展并点燃了房间内离墙较近的家具时，另一个主要的危险因素也悄然形成，火焰
会蔓延至建筑物的顶部，就会形成通风控制型火灾。此时，保护建筑物变得异常艰难。
2.4

现场评估

在比利时，我们更倾向于建造砖房。正如一条比利时谚语所说：“比利时人自出生胃里就有一
个砖块。”砖房对我们来说再正常不过了。在这一点上，社会认同也有着很大的影响，人们都想要

图 7 同一栋房子在施工后，因为建筑物外部被砖块覆盖所以看
起来跟传统房屋没有区别 拍摄：Nathalie Van Moorter

图 6 一栋正在建造的木结构房屋
拍摄：Nathalie Van Mo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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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一个便宜的房子，但却又羞于让人们看到。因此，尽管木屋的数量在增加，但在比利时的普通
街道上却看不到。大多数木制房屋都有一堵砖墙作为外饰。因此，在比利时，仅从外观上看，很难
区分木质建筑与严格意义上的砖砌建筑。
这类房屋发生火灾，那么消防员很可能会掉以轻心。消防队到场后，仅从外观很难判断出这是
一幢木制房屋。在一场通风控制型的火灾中，大量的火焰从窗户和门中冲出，这意味着墙壁和天花
板受到大量的热。经验告诉消防员，这对于一个砖砌混凝土建筑来说不存在什么问题。然而，对于
木制房屋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夜间，当建筑物底部发生火灾时，消防员在楼上执行搜救任务就变
得危险重重。很有可能大火已经使得楼板的强度受损，导致搜救人员随时有坠落的可能。在这种情
况下，他们可能直接坠入火海当中。
在一间由砖砌墙和水泥地板构成的房间内，可以由一组消防员进行灭火，另一组消防员可以开
始在卧室等地搜寻被困人员。混凝土楼板可以保证结构的稳定性，但对于木制房屋而言，是不可能
的。
在一栋木制房子里，墙壁可能过火，大火紧接着就会蔓延到整个建筑中。尤其是起火楼层的上
一层和阁楼的地板，很可能会被大火包围。一旦火势蔓延到阁楼或屋顶，就很难控制了。在有砖砌
外观的情况下，消防队可能一开始不会考虑到火灾迅速蔓延的危险性。当火灾发生在一座砖砌建筑
的一间屋子内，消防员会在发展阶段就快速将火扑灭，而这么做也基本能够解决问题。但如果这发
生在一座木制房屋里，消防队员就必须确认火势是不是已经蔓延到整个建筑了。

3 战例
3.1

休斯顿,德克萨斯州:屋顶坍塌

2013 年 5 月 31 日，大约 12 时 18 分左右，休斯敦消防局接到报警称，一家餐厅阁楼起火。休
斯敦消防局是一个拥有 3800 名消防员的职业消防局，保护着 1600 平方公里辖区范围内的 200 多万
人，人口数量大约是布鲁塞尔的两倍，而面积则是它的十倍。
51 号水罐车分队第一个到达现场，在赶往现场途中，就能看到浓烟已经开始聚集。12 时 12 分，
救援力量到达火场，并立即展开内攻。12 时 15 分，测温仪显示天花板的温度达到 84℃。内攻人员
进入建筑物内大约 3 米的位置处，使用 70 毫米的水带开始灭火。他们汇报称，火场内的温度不高，
但是能见度为零。12 时 18 分，因为可能供水出现了问题，内攻小组撤出了火场。2 分钟后，51 号水
罐车分队再次发起内攻，68 号水罐车分队也来到火场进行增援，铺设第二条内攻干线进入火场。12
时 23 分左右，大楼的一部分发生倒塌，4 名消防员当场牺牲，其他 15 人受重伤，此时，距离 51 号
分队到达现场仅仅过了 12 分钟。
针对这一事故开展了广泛的研究，一家工程公司对建筑结构的稳定性进行了检查，他们发现屋
顶是由桁架支撑的，图 8 为桁架的示意图。这样的建筑形式被人们广泛的使用，因为非常坚固，且
仅用有限的材料就能支撑起跨度很大的空间。在我们目前的建筑物中，桁架通常用于钢铁工业，有
时也会被用在大跨度的房间内。
这种建筑构件的缺点在于它十分脆弱。因为桁架的整体结构偏低，在火灾中极易发生坍塌。最
重要的是，在使用面板连接木制桁架的弦时需要特别注意，弦和腹板通常是由齿板或钉板连接起来
的。这些建筑构件仅仅是上面有一些成网格状的钉子覆盖的薄钢板。这些板材与弦相连，就是用这
样的建筑构型来维持整个桁架的结构。危险的是它们在受热的情况下会发生变形，这极易导致其发
生脱落。一旦桁架板不再充分地与弦和腹板相连，就会发生坍塌。休斯顿的那家餐厅进行了翻新，
最初只盖上了屋顶。后来，又在屋面上加上了混凝土瓦片，正是因为这额外添加的负担使得建筑物
比预期坍塌的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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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休斯顿着火餐馆的木桁架，这样的桁架由面板连接的弦和腹板组成

事后的调查显示，餐馆的员工在火灾发生前 3 小时就已经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经过几次快
速查看，均未发现起火。也许，此时建筑物的某处已经开始了燃烧。直到火焰从建筑物内烧到了室
外，人们这才发现着火了。马上有人报了火警。此时，大火已经在建筑物内闷烧了 3 个小时，并在
木墙内蔓延开来。
3.2

俄亥俄州科尔雷恩镇：消防员从楼上坠落

2008 年 4 月 4 日，科莱恩镇消防队接到报警称一座独立的房子发生了火灾。这个特殊的消防队
由 60 名职业消防员和 150 名志愿消防队员组成，保护着 117 平方公里辖区内的 6 万居民。
早上 6 时 11 分，着火房屋内的火灾自动报警器发出警报，消防队员立即出警。6 时 20 分，调
度室确认火警。3 分钟后，第一水罐车分队到达现场，从房主那里得知着火点在地下室，无人员被困。
两名消防队员（一名中队长和一名战斗员）用一条 45 毫米水带线开始内攻。侦查发现，门内有一些
烟雾，水带在建筑内推进花费了一些时间，第三名消防员也进入到建筑内帮助那两名内攻队员。随
后，内攻人员进入楼下的地下室，这时第三名消防员到屋外拿水带。当他回到门口的时候，队长命
令他留在外面，这时，内攻人员发生了意外。
6 时 37 分，对内攻人员的营救工作正式展开。此时，距离第一个水罐车分队到场只有 14 分钟。
救援人员注意到，建筑底层地面已经发生了坍塌，内攻小组的两名消防队员不幸遇难。
事后调查显示，在火灾警报响起后过了 16 分钟，内攻人员即进入了建筑物内。当时，大火最多
只燃烧了 16 分钟。支撑底层木制地面的横梁的宽度为 5 厘米、高度为 25 厘米，但是由于大火的燃
烧使得强度下降，最终还是发生了倒塌。调查人员推断，由于地下室的高温，内攻小组被迫决定穿
过房间从后门撤离。内攻小组队员的总重量对于已经被严重削弱的横梁来说太重了，使得底层地面
发生了坍塌，内攻队员从底层掉进了正在燃烧的地下室。
在这短短的 16 分钟内，5 厘米宽的木梁都被削弱了，最终发生了倒塌。试想如果它是一个由工
字梁支撑的 7 毫米厚的腹板的话，情况会怎么样呢？
3.3

比利时于克勒的事故

在比利时，至少在这起事故中，轻型建筑给火灾扑救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后果。2008 年 8 月 30
日，两名布鲁塞尔的消防队员在乌克兰的一场火灾中丧生。着火的建筑物由几个不同的部分组成，
消防队员牺牲的位置，是由一种轻型的木制结构构成，而这起事故中极端火灾特性是直接导火索，
烟气的爆炸直接导致了建筑的坍塌。问题是，假如这个建筑是由混凝土构成的，那么同样的事故还
会发生么？烟雾是否还能在建筑物的不同部位迅速蔓延开？一栋混凝土建筑会因为烟气的爆炸而倒
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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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对措施
轻型建筑所带来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幸运的是，目前这种类型的建筑在比利时并不多见。正
因为如此，人们不会认真考虑一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然而，由于轻型木制结构价
格低廉，将来这样的建筑必然会大量涌现。下面就轻型建筑火灾给出一些应对措施：
4.1

建筑结构登记

防止消防员在建筑物倒塌事故中伤亡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尽量站在建筑物外边进行灭火，或
者是尽量远离建筑倒塌区域。
做好建筑物结构登记。登记表的内容包括建筑物及其底层结构的建筑结构。一旦建筑发生火灾，
调度中心可以通过建筑物登记情况及时了解建筑类型。在赶赴现场途中，消防员可以通过调度中心
第一时间获取着火建筑的结构。这样，消防队员就能提前判断他们将要面临的是否是一个轻型建筑。
必要时，可以及时调整灭火战略。这是杜绝上述事故发生的唯一办法。当然，这是一项规模浩大的
工程，但对于其他方面也大有裨益。许多工业建筑都采用钢结构，在不进行额外保护处理的情况下，
钢是一种耐火性能很差的建筑材料。在这些情况下，消防人员在火灾扑救行动展开前获知这些信息
非常有用。
4.2

开展建筑结构和倒塌原理的学习和培训

消防部门在建筑物的建造方法上进行的培训很少，特别是对于基层和中层的消防员。事实证明，
开设一门关于不同建造结构的课程很有必要。每种类型的建筑都有其独特的优点和缺点，某些建筑
物在火灾中的耐火性能很出色。但还有一些建筑物，在火灾中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例如，当与砖墙
和山墙直接相连的建筑物其他部分发生火灾时，砖墙和山墙会向外发生倒塌。2011 年发生在比利时
若杜瓦涅的事故表明，消防员对这样特定的建筑结构的倒塌原理还不够了解。相关的培训课课程或
许可以有效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
如果消防部门能进行充分的培训，那么消防员就能够准确识别建筑的类型和判断不同建筑构型
可能带来的风险。本系列的第 18 篇文章，《建筑是你的敌人》，介绍了倒塌事故，橙色救援到时候
会翻译，这篇文章也是增加消防员对于不同建筑构型认知的初步尝试，在建筑火灾扑救中，关于建
筑方法的知识通常会派上用场。
4.3

巨大的影响

如果真的转向了建造木制房屋的趋势，那么这将对消防工作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
看看那些辖区内主要是木制建筑的消防局是很有趣的。悉尼消防的高效管理，使得第一水罐车分队
通常在接到报警后的 5 到 10 分钟内便可到达现场。如果想要保住房子，就必须在接下来的 5 分钟内
把火势控制住。如果大火在建筑物内蔓延开来，那么整栋房子都肯定会葬身火海了。为了实现这一
点，需要配备一大批职业消防员。每个消防站中配备一台水罐消防车和四名消防员，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在辖区内就能形成一张紧密的消防网络。每个消防站的辖区都不大，能够做到在最短的时间内
到达现场。
在美国和加拿大也可以找到同样的组织结构。在这里，职业消防员保护郊区，这样他们就能很
快地扑灭木头引发的火灾。
在比利时，志愿消防队员构成了郊区消防服务的基础。志愿消防队员的出警时间通常比职业消
防员多出几分钟，毕竟他们得先自己开车来到消防站。最重要的是，比利时的消防站很少，但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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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大，这也延长了出警的时间。这两种因素都导致了消防队经常无法迅速到达现场并及时扑灭木
制房屋火灾。以后，消防队很有可能会更多地面对在火场上被完全烧毁的木制房屋。

5 我仍心怀梦想
2013 年，我在一篇关于倒塌事故的文章中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话：“我有一个梦想。”这是
行动的呼唤，呼唤从比利时发生的事故中开始学习。在大多数国家，每一次严重的事故都经过了系
统地调查，并出具详细的调查报告，这样人们就可以尽可能多地了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有时候，
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对事故进行分析并给出详细的事故报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类似的事故
再次发生。我们必须不计损失的开展好这些工作，不能让那些遇难的消防员白白牺牲……
我仍心怀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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