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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层建筑防火应急救生

舱，包括生命保障舱，所述生命保障舱为钢板压

制焊接成型，所述生命保障舱的上下两面为球形

结构，所述生命保障舱的任意垂直截面的上下两

边均为弧线，所述生命保障舱的侧面设有气密防

火门，所述生命保障舱外包裹有保温隔热防火

层，所述保温隔热防火层外设有抗震防爆防火复

合板。本发明可以就近躲藏，可以防水防烟雾、抗

压、防震、防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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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层建筑防火应急救生舱，其特征在于包括生命保障舱，所述生命保障舱为钢

板压制焊接成型，所述生命保障舱的上下两面为球形结构，所述生命保障舱的任意垂直截

面的上下两边均为弧线，所述生命保障舱的侧面设有气密防火门，所述生命保障舱外包裹

有保温隔热防火层，所述保温隔热防火层外设有抗震防爆防火复合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层建筑防火应急救生舱，其特征在于所述生命保障舱

内壁设有防撞保护内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层建筑防火应急救生舱，其特征在于所述生命保障舱

固定安装在底座上，所述抗震防爆防火复合板固定在底座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层建筑防火应急救生舱，其特征在于所述抗震防爆防

火复合板的外侧是双面的彩钢板，内填有防火玻镁板，所述防火玻镁板之间设有防火岩棉、

碳纤维防子弹复合材料。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层建筑防火应急救生舱，其特征在于所述气密防火门

包括门框、门板、联动压紧装置、锁扣、手轮、铰链，所述手轮通过铰链连接有联动压紧装置，

所述门框和门板之间设有防火胶条、阻燃密封条，所述手轮转动带动锁扣闭合，同时联动压

紧装置压紧阻燃密封条实现密封。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高层建筑防火应急救生舱，其特征在于所述气密防火门

上设有观察窗，所述观察窗为A级防火舷窗，所述门板内填充有陶瓷棉，所述联动压紧装置

外安装有罩板，所述气密防火门外安装有拉手，所述气密防火门内安装有内插销。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高层建筑防火应急救生舱，其特征在于所述

生命保障舱内设置有折叠靠凳、粪便干式处理器、小型LED照明灯、医用工供氧系统、安全收

紧器、应急扶手、应急电源、智能终端、单项进气阀、自循环空气自净器、CO2、CO滤清器、呼叫

对叫系统、水星环保灭火器、便携式帐篷空调、插座，所述生命保障舱外设置有声光报警器、

4G/5g天线、GPS天线。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高层建筑防火应急救生舱，其特征在于包括前横立柱、左

右立柱、三维球头，所述三维球头位于救生舱的顶点处，用于连接前横立柱和左右立柱，所

述救生舱的六个面分别设有下底板、上顶板、左侧板、右侧板、后侧板、前侧板。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高层建筑防火应急救生舱，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底板下方

设有铲车吊装孔，所述上顶板上方设有整舱吊装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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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层建筑防火应急救生舱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层建筑救生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高层建筑防火应急救生舱。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世界范围内高层建筑的不断增多，高层建筑灭火和逃生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关

注焦点问题。尽管很多国家在这个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从不同技术层面出发，研

制出各种逃生常规设备以外，尚没有大面积推广和开发出被老百姓可以接受有效的防火应

急救生设备，尤其是高楼失火时，由于大量的火灾烟雾夺取了本身可以逃避的生命，如果有

一种防火救生设备，在高层失火时，既可以就近快速隐藏又可以防火防烟雾；抗压防振的保

护，又可以防爆炸，防水，有吸氧装备，可以呼叫报警，等待救援。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可以就近躲藏，可以防水防烟雾、

抗压、防震、防爆炸。有生命的保障系统，等待救援的避难设备，用于高层建筑防火应急救生

舱。

[0004]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高层建筑防火应急救生舱，包括生命保障舱，所述生命保障舱为钢板压制焊

接成型，所述生命保障舱的上下两面为球形结构，所述生命保障舱的任意垂直截面的上下

两边均为弧线，所述生命保障舱的侧面设有气密防火门，所述生命保障舱外包裹有保温隔

热防火层，所述保温隔热防火层外设有抗震防爆防火复合板。

[0006] 所述生命保障舱内壁设有防撞保护内层。

[0007] 所述生命保障舱固定安装在底座上，所述抗震防爆防火复合板固定在底座上。

[0008] 所述抗震防爆防火复合板的外侧是双面的彩钢板，内填有防火玻镁板，所述防火

玻镁板之间设有防火岩棉、碳纤维防子弹复合材料。

[0009] 所述气密防火门包括门框、门板、联动压紧装置、锁扣、手轮、铰链，所述手轮通过

铰链连接有联动压紧装置，所述门框和门板之间设有防火胶条、阻燃密封条，所述手轮转动

带动锁扣闭合，同时联动压紧装置压紧阻燃密封条实现密封。

[0010] 所述气密防火门上设有观察窗，所述观察窗为A级防火舷窗，所述门板内填充有陶

瓷棉，所述联动压紧装置外安装有罩板，所述气密防火门外安装有拉手，所述气密防火门内

安装有内插销。

[0011] 所述生命保障舱内设置有折叠靠凳、粪便干式处理器、小型LED照明灯、医用工供

氧系统、安全收紧器、应急扶手、应急电源、智能终端、单项进气阀、自循环空气自净器、CO2、

CO滤清器、呼叫对叫系统、水星环保灭火器、便携式帐篷空调、插座，所述生命保障舱外设置

有声光报警器、4G/5g天线、GPS天线。

[0012] 包括前横立柱、左右立柱、三维球头，所述三维球头位于救生舱的顶点处，用于连

接前横立柱和左右立柱，所述救生舱的六个面分别设有下底板、上顶板、左侧板、右侧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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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板、前侧板。

[0013] 所述下底板下方设有铲车吊装孔，所述上顶板上方设有整舱吊装孔。

[0014] 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本发明的应急救生舱全部是由独立的部件

组成，然后在整体组装成型。为高层建筑防火逃生提供了一个安全、可靠的临时避难所，并

为后期求助求生提供了安全保障。可就近躲藏，可以防水防烟雾、抗压、防震、防爆炸。有生

命的保障系统，等待救援的避难设备。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侧视结构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正视结构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俯视结构图。

[0018] 图4为抗震防爆防火复合板结构图。

[0019] 图5为气密防火门正视结构图。

[0020] 图6为气密防火门侧视结构图。

[0021] 图7为气密防火门俯视结构图。

[0022] 图8为图7中A的局部放大图。

[0023] 图中：底座1、抗震防爆防火复合板2、生命保障舱3、保温隔热防火层4、防撞保护内

层5、折叠靠凳6、气密防火门7、粪便干式处理器8、小型LED照明灯9、防火门内框10、A级防火

舷窗11、医用工供氧系统12、安全收紧器13、应急扶手14、应急电源15、智能终端16、前横立

柱17、左右立柱18、三维球头19、单项进气阀20、铲车吊装孔21、整舱吊装孔22、逃生人员23、

自循环空气自净器24、CO2、CO滤清器25、铝合金立柱26、下底板27、上顶板28、左右板29、后

侧板30、前侧板31、声光报警器32、4G/5g天线33、GPS天线34、插座35、呼叫对叫系统36、水星

环保灭火器37、便携式帐篷空调38、彩钢板39、玻镁板40、碳纤维防子弹复合材料41、防火岩

棉42、壁板异形龙骨43、门框44、门板45、门钩46、联动压紧装置47、锁扣48、手轮49、观察窗

50、陶瓷棉51、罩板52、防火胶条53、阻燃密封条54、铰链55、拉手56、内插销57。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详细描述。

[0025] 如图1‑3所示，一种高层建筑防火应急救生舱，包括生命保障舱，所述生命保障舱

为钢板压制焊接成型，所述生命保障舱的上下两面为球形结构，所述生命保障舱的任意垂

直截面的上下两边均为弧线，具有非常高的强度和抗冲击力。所述生命保障舱的侧面设有

气密防火门，所述生命保障舱外包裹有保温隔热防火层(硅酸铝)，所述保温隔热防火层外

设有抗震防爆防火复合板。

[0026] 所述生命保障舱内壁设有防撞保护内层。

[0027] 所述生命保障舱用M10固定安装在底座上，所述抗震防爆防火复合板固定在底座

上。

[0028] 如图4所示，所述抗震防爆防火复合板的外侧是双面的0.5毫米的彩钢板，内填有

防火玻镁板，厚度5个毫米，所述防火玻镁板之间设有120容重的防火岩棉、碳纤维防子弹复

合材料，在彩钢板和玻镁板两端通过壁板异形龙骨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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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无机非金属材料通过复合工艺也压成型防火复合板，防火性能达到耐火1‑3小时，

有效起到了对生命保障舱的第一道保护屏障作用，起到了防火防撞防震防爆防水防冲击的

作用，同时又起到了保温隔热的效果。经国家消防部门检测，达到了国家有关防火的标准。

同时起到了瞬间箱体招受巨大压力时，对生命保障舱缓冲了直接冲击的作用。内复合板组

成的箱体，与生命保障舱之间的间隙用防火绝热材料硅酸铝把它全部间隙填满，起到了对

生命保障舱的第二道防火屏障作用。生命保障舱外表涂有绝热防火涂料，可以有效地保护

生命保障舱的隔热防火作用，表面材料呈白色，涂2‑3毫米，起到了对生命保障舱的第三道

保护墙。生命保障舱本体材料采用特种高压锅炉钢板，厚度4mm，在专用液压机上，拉伸液压

成型，具有很高的抗压抗冲击力达到0.38‑0.84MP，可承受最大冲击波压力1.0MP，瞬间耐高

温度能力<0.2S/1200℃，持续耐高温压力<33±2℃，60℃以下四个小时，防水等级1级，浸水

96H内无漏水，同时具有防酸防碱防腐能力96H。

[0030] 如图5‑8所示，所述气密防火门包括门框、门板、联动压紧装置、锁扣、手轮、铰链，

所述手轮通过铰链连接有联动压紧装置，所述门框和门板之间设有防火胶条、阻燃密封条，

所述手轮转动带动锁扣闭合，同时联动压紧装置压紧阻燃密封条实现密封。

[0031] 所述气密防火门上设有观察窗，所述观察窗为A级防火舷窗，可以观察室外火灾和

救援的情况。所述门板内填充有陶瓷棉，所述联动压紧装置外安装有罩板，所述气密防火门

外安装有拉手，所述气密防火门内安装有内插销。

[0032] 所述生命保障舱内设置有折叠靠凳、粪便干式处理器、小型LED照明灯、医用工供

氧系统、安全收紧器、应急扶手、应急电源、智能终端、单项进气阀、自循环空气自净器、CO2、

CO滤清器、呼叫对叫系统、水星环保灭火器、便携式帐篷空调、插座，所述生命保障舱外设置

有声光报警器、4G/5g天线、GPS天线。

[0033] 包括前横立柱、左右立柱、三维球头，所述三维球头位于救生舱的顶点处，用于连

接前横立柱和左右立柱，所述救生舱的六个面分别设有下底板、上顶板、左侧板、右侧板、后

侧板、前侧板。

[0034] 所述下底板下方设有铲车吊装孔，所述上顶板上方设有整舱吊装孔。

[0035] 为了防止强力冲击和震动对逃生人员带来的伤害，生命保障舱内壁全部贴有消声

防撞保护内层5，防水的橡胶材料，厚度等于20毫米，减少对救生人员忙乱中引起的必要伤

害。逃生人员可以拉开靠着逃生舱内壁的折叠靠凳16，手扶护手应急扶手14，生命保障舱的

风雨气密防火门7，非常重要关键的部件，既要起到防火、防水、防撞、放冲击的作用。风雨气

密防火门是由内外复合钢板按船用船舶装备的要求设计，门外侧钢板厚度4毫米，冷压圆弧

成型，并配有内外转轮式，开启密闭结构。逃生人员内外均可通过旋转圆盘转轮，四周的防

火防水密封圈卷，将气密式防火门的生命保障舱牢固地锁紧，同时起到防水的作用。即便被

水浸泡，也可以达到96小时无漏水。救生人员可在舱内达到96小时，救援时间内的人体排泄

物可通过粪便干式处理器储存起来，以便后续处理。干式处理器是由高密度聚丙烯PP组成，

能够抵制抗强抗碱、腐蚀性物质。可避免因腐蚀造成的凹痕、穿孔、易碎等现象。并具有自动

关闭功能，严防废弃的臭气排放和泄漏。

[0036] 生命舱内具有小型LED照明灯9，功率10W，为了了解舱外火灾的救援情况，气密防

火门上端设有A级防火舷窗11，由厚度20毫米防火玻璃的内外密封圈卷组成，即可起到防火

的作用。又可以从从舱内观测到舱外的救援情况，舱内设有医用供养系统12，可供2个人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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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的氧气供给。为了保证逃生人员在舱内的稳定，以防止碰撞，每人身上带有一个安全收

紧器13，可以通过卡扣调整松紧适度。为了维护逃生人员的生命保障，舱内配有小型应急电

源，额定功率1000W，额定电量800/999WH，标准容量：3.7V/27000MAH，过载保护：1100±80W，

交流输出：220V±10％，输出波形：纯正弦波，USB输出：QC3.0/18W，无线电充10W，充电输电

压：12‑26V，工作使用温度‑10°‑40°，重量：9.5kg，产品尺寸：290x94x200mm，前横立柱17，左

右立柱18和铝合金立柱26均有2毫米专用铝型材定制。三维球点19由铸铝件定制压注成型。

单项进气阀20，由钢制进气管调节把手，直径DN为50毫米：最大允许压力25PS(bar)，最小最

大允许温度‑10°至100°，单项进气。

[0037] 救生舱的底座1由槽钢定制焊接拼装而成，两侧配有铲车吊装孔22，可供铲车吊

装，最后做防锈处理，表面涂防火涂料，颜色为黑色。救生舱吊装孔由M20吊圆孔组成，救生

舱内设有自循环空气净化器24，额定风量：500M3/H，电机功率120W，电流：0.52，风机重量

5KG/台。

[0038] 救生舱内配有CO2，CO滤清器25，主要用于封闭的空间人员呼出的二氧化碳，选用

二氧化碳吸附剂钠石灰，二氧化碳吸附能力19.9％，吸湿力≤7.5％，干燥失重≤15％，HP

(使用前12‑14)，使用后10；二氧化碳吸附量140/KG；颗粒大小2.5‑5mm；颜色变化：使用前A

型红色，使用后变成淡黄色。救生舱配有声光报警器32，功率25W，喇叭分贝：120分贝；工作

电流∠1A，工作温度‑40℃‑70℃，光源：LED灯柱频闪，工作方式：通电报警，发光颜色：红橙

蓝绿四色；可选电压：DC12V/24V/36V/48V  AC48V/110V/220V，1380V(可供选择)。

[0039] 救生舱内配有水星环保灭水器，简易式水基灭火器，使用温度‑20℃‑55℃.药剂类

型：S1植物活性阻燃灭火剂，充装压力：0.9MPa；喷射距离：2米，保质期4年，驱动气体：压缩

空气。

[0040] 救生舱内配有手携式帐篷空调38，制冷量：2550BTu，额定电压：直流24V；额定电

流：10A，防水率：1px3，净重：9.5kg，噪音∠53DBA，外形尺寸583x260x314。

[0041] 另外生命保障舱配有瓶装矿泉水，压缩饼干，急救药，必要的物资：电筒、多功能收

音机，安全绳套装、呼吸面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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