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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建设部“关于印发《2006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定、修订计划(第二批)》的通知”(建标〔2006〕

136 号)的要求，本规范由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汁研究院会同公安部消防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公安局

及首都机场公安分局、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以及准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海湾集团、科大立安公司、美国安素公司、上海普东特种消防装备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修订而成。 

本规范的修订，遵照国家有关基本建设的方针政策以及“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

针，对飞机库设计防火进行了调查、研究和测试工作，在总结了多年来我国飞机库设计防火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广泛征求了有关科研、设计、消防监督和飞机维修安全管理等部门和单位的意见，同

时研究、消化和吸收了国外有关标准、规范的技术内容，最后经有关部门共同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 9 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防火分区和耐火等级、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建

筑构造、安全疏散、采暖和通风、电气、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等。根据飞机库的火灾是烃类火和飞

机贵重的特点，按飞机库停放和维修区的面积将飞机库划分为三类,有区別地采取不同的灭火措施。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 

1 对 I 类飞机库的防火分区面积限制进行了修改。 

2 增加了Ⅰ类飞机库灭火系统的种类。 

3 补充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对飞机库及机库屋架保护的内容。 

4 增加了飞机库采用燃气辐射采暖系统的规定。 

5 明确了飞机库屋架做了防火涂料保护后，与其他灭火措施的关系等内容。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公安部消防负责日常管理，中国

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具体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需要修改和补充的建议，请将相

关资料和建议寄送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12 号，邮政编码：

100120)，以供再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主编单位：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 

参编单位：公安部消防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公安局 

首都机场公安分局 

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准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海湾集团科大立安公司 

美国安素公司 

上海普东特种消防装备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沈顺高  马  恒  李学良  彭吉兴  戚小专 

杨  妹  刘  芳  谢哲明  魏  旗  付建勋 

张立峰  裴永忠  王宝伟  顾南平  倪照鹏 

闵永林  郝爱玲  张晓明  刘卫华  吴龙标 

云  虹  徐  敏  蔡民章  王丽晶  孙  瑛 

崔忠余  王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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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了防止和减少火灾对飞机库的危害，保护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制定本规范。  条文说明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飞机库的防火设计。  条文说明 

1.0.3 飞机库的防火设计，必须遵循“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针对飞机库火灾的特点，

采取可靠的消防措施，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条文说明 

1.0.4 飞机库的防火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现行的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 

2.0.1 飞机库 aircraft hangar 

    用于停放和维修飞机的建筑物。  条文说明 

2.0.2 飞机库大门 aircraft access door 

    为飞机进出飞机库专门设置的门。 

2.0.3 飞机停放和维修区 aircraft storage and servicing area 

    飞机库内用于停放和维修飞机的区域。不包括与其相连的生产辅助用房和其他建筑。  条文说明 

2.0.4 冀下泡沫灭火系统 foam extinguishing system for area under wing 

    用于飞机机翼下的泡沫灭火系统。  条文说明 

 

3 防火分区和耐火等级 

3.0.1 飞机库可分为Ⅰ、Ⅱ、Ⅲ类，各类飞机库内飞机停放和维修区的防火分区允许最大建筑面积应符

合表 3.0.1 的规定。 

表 3.0.1 飞机库分类及其停放和维修区的防火分区允许最大建筑面积 

 

 

    注：与飞机停放和维修区贴邻建造的生产辅助用房，其允许最多层数和防火分区允许最大建筑面

积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3.0.2 I类飞机库的耐火等级应为一级。Ⅱ、Ⅲ类飞机库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飞机库地下室的

耐火等级应为一级。  条文说明 

3.0.3 建筑构件均应为不燃烧体材料，其耐火极限不应低于表 3.0.3 的规定。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08.htm#10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08.htm#10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08.htm#10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09.htm#20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09.htm#20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09.htm#20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10.htm#30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10.htm#30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10.htm#30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10.htm#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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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3 建筑构件的耐火极限 

 
 

3.0.4 在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内，支承屋顶承重构件的钢柱和柱间钢支撑应采取防火隔热保护措施，并

应达到相应耐火等级建筑要求的耐火极限。  条文说明 

3.0.5 飞机库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屋顶金属承重构件应采取外包敷防火隔热板或喷涂防火隔热涂料等

措施进行防火保护，当采用泡沫-水雨淋灭火系统或采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后，屋顶可采用无防火保

护的金属构件。  条文说明 

 

4 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 

4.1 一般规定 

4.1.1 飞机库的总图位置、消防车道、消防水源及与其他建筑物的防火间距等应符合航空港总体规划

要求。  条文说明 

4.1.2 飞机库与其贴邻建造的生产辅助用房之间的防火分隔措施，应根据生产辅助用房的使用性质和

火灾危险性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飞机库应采用防火墙与办公楼、飞机部件喷漆间、飞机座椅维修间、航材库、配电室和动力站

等生产辅助用房隔开，防火墙上的门窗应采用甲级防火门窗，或耐火极限不低于 3.00h 的防火卷帘。 

    2 飞机库与单层维修工作间、办公室、资料室和库房等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不燃烧体

墙隔开，隔墙上的门窗应采用乙级防火门窗，或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卷帘。  条文说明 

4.1.3 在飞机库内不宜设置办公室、资料室、休息室等用房，若确需设置少量这些用房时，宜靠外墙

设置，并应有直通安全出口或疏散走道的措施，与飞机停放和维修区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不燃烧体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 1.50h 的顶板隔开，墙体上的门窗应为甲级防火门窗。 

条文说明 

4.1.4 飞机库内的防火分区之间应采用防火墙分隔。确有困难的局部开口可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3.00h的防火卷帘。防火墙上的门应采用在火灾时能自行关闭的甲级防火门。门或卷帘应与其两侧的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10.htm#30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10.htm#30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14.htm#4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14.htm#4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14.htm#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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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探测系统联锁关闭，但应同时具有手动和机械操作的功能。  条文说明 

4.1.5 甲、乙、丙类物品暂存间不应设置在飞机库内。当设置在贴邻飞机库的生产辅助用房区内时，

应靠外墙设置并应设置直接通向室外的安全出口，与其他部位之间必须用防火隔墙和耐火极限不低

于 1.50h 的不燃烧体楼板隔开。 

    甲、乙类物品暂存量应按不超过一昼夜的生产用量设计，并应采取防止可燃液体流淌扩散的措施。 

条文说明 

4.1.6 甲、乙类火灾危险性的使用场所和库房不得设在地下或半地下室。  条文说明 

4.1.7 附设在飞机库内的消防控制室、消防泵房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隔墙和耐火极限不低

于 1.50h 的楼板与其他部位隔开。隔墙上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其疏散门应直接通向安全出口或疏

散楼梯、疏散走道。观察窗应采用甲级防火窗。  条文说明 

4.1.8 危险品库房、装有油浸电力变压器的变电所不应设置在飞机库内或与飞机库贴邻建造。 

条文说明 

4.1.9 飞机库应设置从室外地面或附属建筑屋顶通向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屋面的室外消防梯，且数量不

应少于 2 部。当飞机库长边长度大于 250.0m 时，应增设 1 部。  条文说明 

 

4.2 防火间距 

4.2.1 除下列情况外，两座相邻飞机库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13.0m。 

    1 两座飞机库，其相邻的较高一面的外墙为防火墙时，其防火间距不限。 

    2 两座飞机库，其相邻的较低一面外墙为防火墙，且较低一座飞机库屋顶结构的耐火极限不低于

1.00h 时，其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7.5m。  条文说明 

4.2.2 飞机库与其他建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4.2.2的规定。 

表 4.2.2 飞机库于其他建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m) 

 

注：1 当飞机库与喷漆机库贴邻建造时，应采用防火墙隔开。 

 2 表中未规定的防火间距，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有关规定确

定。  条文说明 

 

4.3 消防车道 

4.3.1 飞机库周围应设环形消防车道，Ⅲ类飞机库可沿飞机库的两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当设置尽

头式消防车道时，尚应设置回车场。  条文说明 

4.3.2 飞机库的长边长度大于 220.0m 时，应设置进出飞机停放和维修区的消防车出入口，消防车道

出入飞机库的门净宽度不应小于车宽加 1.0m，门净高度不应低于车高加 0.5m，且门的净宽度和净高

度均不应小于 4.5m。  条文说明 

4.3.3 消防车道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6.0m，消防车道边线距飞机库外墙不宜小于 5.0m，消防车道上空

4.5m 以下范围内不应有障碍物。消防车道与飞机库之间不应设置妨碍消防车操作的树木、架空管线

等。消防车道下的管道和暗沟应能承受大型消防车满载时的压力。  条文说明 

4.3.4 供消防车取水的天然水源或消防水池处，应设置消防车道或回车场。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14.htm#41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14.htm#41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14.htm#41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14.htm#41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14.htm#418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14.htm#419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20.htm#42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20.htm#4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21.htm#43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21.htm#43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21.htm#43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21.htm#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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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构造 

5.0.1 防火墙应直接设置在基础上或相同耐火极限的承重构件上。  条文说明 

5.0.2 飞机库的外围护结构、内部隔墙和屋面保温隔热层均应采用不燃烧材料。飞机库大门及采光

材料应采用不燃烧或难燃烧材料。  条文说明 

5.0.3 飞机库大门轨道处应采取排水措施，寒冷及易结冰地区其轨道处尚应采取融冰措施。 

条文说明 

5.0.4 飞机停放和维修区的地面标高应高于室外地坪、停机坪和道路路面 0.05m 以上，并应低于与其

相通房间地面 0.02m 以下。  条文说明 

5.0.5 输送可燃气体和甲、乙、丙类液体的管道严禁穿过防火墙。其他管道不宜穿过防火墙，当确

需穿过时，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将空隙紧密填实。  条文说明 

5.0.6 飞机停放和维修区的地面应有不小于 5‰的坡度坡向排水口。设计地面坡度时应符合飞机牵引、

称重、平衡检查等操作要求。  条文说明 

5.0.7 飞机停放和维修的工作间壁、工作台和物品柜等均应采用不燃烧材料制作。  条文说明 

5.0.8 飞机停放和维修区的地面应采用不燃烧体材料。飞机库地面下的沟、坑均应采用不渗透液体

的不燃烧材料建造。  条文说明 

 

6 安全疏散 

6.0.1 飞机停放和维修区的每个防火分区至少应有 2 个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其最远工作地点到安全

出口的距离不应大于 75.0m。当飞机库大门上设有供人员疏散用的小门时，小门的最小净宽不应小于

0.9m。  条文说明 

6.0.2 在飞机停放和维修区的地面上应设置标示疏散方向和疏散通道宽度的永久性标线，并应在安全

出口处设置明显指示标志。  条文说明 

6.0.3 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内的地下通行地沟应设有不少于 2 个通向室外的安全出口。  条文说明 

6.0.4 当飞机库内供疏散用的门和供消防车辆进出的门为自控启闭时，均应有可靠的手动开启装置。

飞机库大门应设置使用拖车、卷扬机等辅助动力设备开启的装置。  条文说明 

6.0.5 在防火分隔墙上设置的防火卷帘门应设逃生门，当同时用于人员通行时，应设疏散用的平开防

火门。  条文说明 

 

7 采暖和通风 

7.0.1 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及其贴邻建造的建筑物，其采暖用的热媒宜为高压蒸汽或热水。飞机停放和

维修区内严禁使用明火采暖。  条文说明 

7.0.2 当飞机停放和维修区采用吊装式燃气辐射采暖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燃料可采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煤气等。 

   2 燃气辐射采暧设备必须经过安全认证。燃气福射采暖系统应有安全保护自检功能，并应有防泄

漏、监测、自动关闭等功能。 

   3 用于燃烧器燃烧的空气宜直接从室外引入，且燃烧后的尾气应直接排至室外。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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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22.htm#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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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内，加热器应安装在距飞机机翼或最高飞机发动机外壳的上表面以上至少

3.0m 的位置，并应按二者中距地面较高者确定安装高度。 

   5 燃烧器及辐射管的外表面温度宜为 300～500℃，且辐射管上的反射罩外表面温度不宜高于

60℃。 

   6 在醒目便于操作的位置应设置能直接切断采暖系统及燃气供应系统的控制开关。 

   7 燃气输配系统及安全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 的有关规

定。  条文说明 

7.0.3 当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内发出火灾报警信号时，在消防控制室应能控制关闭空气再循环采暖系统

的风机。在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内应放置便于工作人员关闭风机的手动按钮。  条文说明 

7.0.4 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内为综合管线设置的通行或半通行地沟，应设置机械通风系统，且换气次数

不应少于 5 次/h。当地沟内存在可燃蒸气时，应设计每小时不少于 15 次换气的事故通风系统，可燃

气体探测器报警时，火灾报警控制器联动启动排风机。  条文说明 

 

8 电 

8.1 供配电 

8.1.1 长机库消防用电设备的供电电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 的规

定。I、II 类飞机库的消防电源负荷等级应为一级，Ⅲ类飞机库消防电源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条文说明 

8.1.2 当飞机库设有变电所时、消防用电的正常电源宜单独引自变电所；当飞机库远离变电所或难以

取得单独的电源线路时，应接自飞机库低压电源总开关的电源侧。  条文说明 

8.1.3 消防用电设备的双路电源线路应分开敷设。  条文说明 

8.1.4 采用 TT 接地系统、TN 接地系统装设剩余电流保护器时，或上一级装设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时，

低压双电源转换开关应能同时断开相线和中性线。 

8.1.5 飞机库低压线路应按下列规定设置接地故障保护： 

    1 变电所低压出线处，或第二级低压配电箱内应设置能延时发出信号的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其报

警信号应引至消防控制室，对不设消防控制室的Ⅲ类飞机库，应引至值班室。 

    2 插座回路上应设置额定动作电流不大于 30mA、瞬时切断电路的漏电保护器。  条文说明 

8.1.6 当电线、电缆成束集中敷设时，应采用阻燃型铜芯电线、电缆。  条文说明 

8.1.7 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内电源插座距离地面的安装高度不应小于 1.0m。  条文说明 

8.1.8 飞机库内爆炸危险区域的划分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 的规定。在爆炸危险区域内的电气设备和电

气线路的选用、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 的有

关规定。 

8.1.9 消防配电设备应有明显标志。 

 

8.2 电气照明 

8.2.1 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内疏散用应急照明的地面照度不应低于 1.0lx。  条文说明 

8.2.2 当应急照明采用蓄电池作电源时，其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 30min。  条文说明 

8.2.3 安全照明用电源应采用特低电压，应由降压隔离变压器供电。特低电压回路导线和所接灯具金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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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外壳不得接保护地线。  条文说明 

 

8.3 防雷和接地 

8.3.1 在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应设置泄放飞机静电电荷的接地端子。连接接地端子的接地导线宜就近连

接至机库接地系统。  条文说明 

8.3.2 飞机库低压电气装置应采用 TN-S 接地系统。自备发电机组当既用于应急电源又用于备用电源

时，可采用 TN-S 系统；当仅用于应急电源时宜采用 IT 系统。  条文说明 

8.3.3 飞机库内电气装置应实施等电位联结。  条文说明 

8.3.4 飞机库的防雷设计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8.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与控制 

8.4.1 飞机库内应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在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内设置的火灾探测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屋顶承重构件区宜选用感温探测器。 

    2 在地上空间宜选用火焰探测器和感烟探测器。 

    3 在地面以下的地下室和地面以下的通风地沟内有可燃气体聚集的空间、燃气进气间和燃气管道

阀门附近应选用可燃气体探测器。  条文说明 

8.4.2 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内的火灾报警按钮、声光报警器及通讯装置距地面安装高度不应小于 1.0m。 

条文说明 

8.4.3 消防泵的电气控制设备，应具有手动和自动启动方式，并应采取措施使消防泵逐台启动。 

条文说明 

8.4.4 稳压泵应按灭火设备的稳压要求自动启/停。当灭火系统的压力达不到稳压要求时，控制设备应

发出声、光信号。  条文说明 

8.4.5 泡沫·水雨淋灭火系统、翼下泡沫灭火系统、远控消防泡沫炮灭火系统和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

宜由 2 个独立且不同类型的火灾信号组合控制启动，并应具有手动功能。  条文说明 

8.4.6 泡沫-水雨淋灭火系统启动时，应能同时联动开启相关的翼下泡沫灭火系统。  条文说明 

8.4.7 泡沫枪、移动式高倍数泡沫发生器和消火栓附近应设置手动启动消防泵的按钮，并应将反馈信

号引至消防控制室。 

8.4.8 在Ⅰ、Ⅱ类飞机库的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内，应设置手动启动泡沫灭火装置，并应将反馈信号引

至消防控制室。  条文说明 

8.4.9 I 类飞机库应设置消防控制室，消防控制室宜靠近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并宜设观察窗。 

条文说明 

8.4.10 除本节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的有关规定。 

 

9 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 

9.1 消防给水和排水 

9.1.1 消防水源及消防供水系统必须满足本规范规定的连续供给时间内室内外消火栓和各类灭火设

备同时使用的最大用水量。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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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消防给水必须采取可靠措施防止泡沫液回流污染公共水源和消防水池。  条文说明 

9.1.3 供给泡沫灭火设施的水质应符合设计采用的泡沫液产品标准的技术要求。  条文说明 

9.1.4 在飞机库的停放和维修区内应设排水系统，排水系统宜采用大口径地漏、排水沟等，地漏或排

水沟的设置应采取防止外泄燃油流淌扩散的措施。  条文说明 

9.1.5 排水系统采用地下管道时，进水口的连接管处应设水封。排水管宜采用不燃材料。  条文说明 

9.1.6 排水系统的油水分离器应设置在飞机库室外，并应采取灭火时跨越油水分离器的旁通棑水措

施。  条文说明 

 

9.2 灭火设备的选择 

9.2.1 I类飞机库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内灭火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1 应设置泡沫-水雨淋灭火系统和泡沫枪；当飞机机翼面积大于 280㎡时，尚应设翼下泡沫灭火

系统。 

   2 应设置屋架内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远控消防泡沫炮灭火系统或其他低倍数泡沫自动灭火系统，

泡沫枪；当符合本规范第 3.0.5条的规定时，可不设屋架内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条文说明 

9.2.2 II类飞机库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内灭火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1 应设置远控消防泡沫炮灭火系统或其他低倍数泡沫自动灭火系统，泡沫枪。 

   2 应设置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和泡沫枪。  条文说明 

9.2.3 II类飞机库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内应设置泡沫枪灭火系统。  条文说明 

9.2.4 在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内设置的消火栓宜与泡沫枪合用给水系统。消火栓的用水量应按同时使用

两支水枪和充实水柱不小于 13m 的要求，经计算确定。消火栓箱内应设置统一规格的消火栓、水枪

和水带，可设置 2 条长度不超过 25m 的消防水带。  条文说明 

9.2.5 飞机停放和维修区贴邻建造的建筑物，其室内消防给水和灭火器的配置以及飞机库室外消火拴

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和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9.3 泡沫-水雨淋灭火系统 

9.3.1 在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内的泡沫，水雨淋灭火系统应分区设置，一个分区的最大保护地面面积

不应大于 1400㎡每个分区应由一套雨淋阀组控制。  条文说明 

9.3.2 泡沫-水雨淋灭火系统的喷头宜采用带溅水盘的开式喷头或吸气式泡沫喷头，开式喷头宜选用

流量系数 K=80 或 K=115 的喷头。  条文说明 

9.3.3 喷头应设置在靠近屋面处，每只喷头的保护面积不应大于 12.l ㎡，喷头的间距不应大于 3.7m，

喷头距墙及机库大门内侧不应大于 1.8m。  条文说明 

9.3.4 系统的泡沫混合液的设计供给强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氟蛋白泡沫液和吸气式泡沫喷头时，不应小于 8.0L/(min•㎡)。 

   2 当采用水成膜泡沫液和开式喷头时，不应小于 6.5L/(min•㎡)。  

    3 经水力计算后的任意四个喷头的实际保护面积内的平均供给强度不应小于设计供给强度。 

条文说明 

9.3.5 泡沫-水雨淋灭火系统的用水量应满足以火源点为中心，30m 半径水平范围内所有分区系统的

雨淋阀组同时启动时的最大用水量。 

注：当屋面板最大高度小于 23m 时，半径可减为 22m。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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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 泡沫-水雨淋灭火系统的连续供水时间不应小于 45min。不设翼下泡沫灭火系统时，连续供水

时间不应小于 60min。泡沫液的连续供给时间不应小于 10min。  条文说明 

9.3.7 泡沫-水雨淋灭火系统的设计除执行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

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 和《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151 的有关规定。 

 

9.4 翼下泡沫灭火系统 

9.4.1 翼下泡沫灭火系统宜采用低位消防泡沫炮、地面弹射泡沫喷头或其他类型的泡沫释放装置。低

位消防泡沫炮应具有自动或远控功能，并应具有手动及机械应急操作功能。  条文说明 

9.4.2 系统的泡沫混合液的设计供给强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采用氟蛋白泡沫液时，不应小于 6.5L/(min•㎡)。 

    2当采用水成膜泡沫液时，不应小于 4.1L/(min•㎡)。  条文说明 

9.4.3 泡沫混合液的连续供给时间不应小于 10min，连续供水时间不应小于 45min。  条文说明 

9.4.4 翼下泡沫灭火系统的泡沫释放装置，其数量和规格应根据飞机停放位罝和飞机机翼下的地面面

积经计算确定。 

 

9.5 远控消防泡沫炮灭火系统 

9.5.1 远控消防泡沫炮灭火系统应具有自动或远控功能，并应具有手动及机械应急操作功能。 

条文说明 

9.5.2 泡沫混合液的设计供给强度应符合本规范第 9.4.2 条的规定。  条文说明 

9.5.3 泡沫混合液的最小供给速率为：Ⅰ类飞机库应为泡沫混合液的设计供给强度乘以 5000 ㎡；Ⅱ

类飞机库应为泡沫混合液的设计供给强度乘以 2800 ㎡。  条文说明 

9.5.4 泡沫液的连续供给时间不应小于 10min，连续供水时间Ⅰ类飞机库不应小于 45min、Ⅱ类飞机

库不应小于 20min。  条文说明 

9.5.5 消防泡沫炮的配置应使不少于两股泡沫射流同时到达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内飞机机位的任一部

位。  条文说明 

 

9.6 泡沫枪 

9.6.1 一支泡沫枪的泡沫混合液流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氟蛋白泡沫液时，不应小于 8.0L/s。 

    2 当采用水成膜泡沫液时，不应小于 4.0L/s。  条文说明 

9.6.2 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内任一点应能同时得到两支泡沫枪保护，泡沫液连续供给时间不应小于

20min。  条文说明 

9.6.3 泡沫枪宜采用室内消火栓接口，公称直径应为 65mm，消防水带的总长度不宜小于 40m。 

条文说明 

 

9.7 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 

9.7.1 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泡沫的最小供给速率(m³/min)应为泡沫增高速率(m/min)乘以最大一个防火分区的全部地面面积

(㎡)，泡沫增高速率应大于 0.9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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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泡沫液和水的连续供给时间应大于 15min。 

    3 高倍数泡沫发生器的数量和设置地点应满足均匀覆盖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地面的要求。 

条文说明 

9.7.2 移动式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泡沫的最小供给速率应为泡沫增高速率乘以最大一架飞机的机翼面积，泡沫增高速率应大于

0.9m/min。  

    2 泡沫液和水的连续供给时间应大于 12mim。 

    3 为每架飞机设置的移动式泡沫发生器不应少于 2 台。  条文说明 

9.7.3 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的设计除执行本节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高倍数、中倍数泡

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50196 的有关规定。 

 

9.8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9.8.1 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内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宜采用湿式或预作用灭火系统。  条文说明 

9.8.2 飞机停放和维修区设置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其设计喷水强度不应小于 7.0L/(min•㎡)，Ⅰ类飞

机库作用面积不应小于 1400 ㎡，II 类飞机库作用面枳不应小于 480 ㎡、一个报警阀控制的面积不应

超过 5000 ㎡、喷头宜采用快速响应喷头，公称动作温度宜采用 79℃，周围环境温度较高区域宜采用

93℃。II 类飞机库也可采用标准喷头，喷头公称动作温度宜为 162〜190℃。  条文说明 

9.8.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连续供水时间不应小于 45mm。  条文说明 

9.8.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喷头布置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 9.3.3 条的规定。 

9.8.5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设汁除执行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设计规范》GB 50084 的存关规定。 

 

9.9 泡沫液泵、比例混合器、泡沫液储罐、管道和阀门 

9.9.1 泡沫液泵必须设置备用泵，其性能应与工作泵相同。  条文说明 

9.9.2 泡沫液泵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泵》GB 6245 的有关规定，泵的轴承和密封件应符合泡沫

液性能要求。  条文说明 

9.9.3 泡沫系统应采用平衡式比例混合装置、计量注入式比例混合装置或压力式比例混合装置，以正

压注入方式将泡沫液注入灭火系统与水混合。  条文说明 

9.9.4 泡沫灭火设备的泡沫液均应有备用量，备用量应与一次连续供给量相等，且必须为性能相同的

泡沫液。 

9.9.5 泡沫液备用储罐应与泡沫液供给系统的管道相接。 

9.9.6 泡沫液储罐必须设在为泡沫液泵提供正压的位置上，泡沫液储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低倍数

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151 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9.9.7 泡沫液管宜采用不锈钢管、钢衬不锈钢或钢塑复合管。安装在泡沫液管道上的控制阀宜采用衬

胶蝶阀、不锈钢球阀或不锈钢截止阀。  条文说明 

9.9.8 泡沫液储罐、泡沫液泵等宜设在靠近飞机停放和维修区附属建筑内，其环境条件应符合所用泡

沫液的技术要求。  条文说明 

9.9.9 控制阀、雨淋阀宜接近保护区，当设在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内时，应采取防火隔热措施。 

条文说明 

9.9.10 常开或常闭的阀门应设锁定装置。控制阀和需要启闭的阀门均应设启闭指示器。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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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1 在泡沫液管和泡沫混合液管的适当位置宜设冲洗接头和排空阀。泡沫液供给管道应充满泡沫

液，当长度大于 50m 时，泡沫液供给系统应设循环管路，定期对泡沫液进行循环，以防止其在管内

结块，堵塞管路。  条文说明 

9.9.12 在泡沫枪、泡沫炮供水总管的末端或最低点宜设置用于日常检修维护的放水阀门。 

 

9.10 消防泵和消防泵房 

9.10.1 消防水泵应采用自灌式吸水方式，泵体最高处宜设自动排气阀，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

防泵》GB 6245 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9.10.2 消防水泵的吸水口处宜设置过滤网，并应采取防止吸入空气的措施。水泵吸水管上应设置明

杆式闸阀。  条文说明 

9.10.3 消防泵出水管上的阀门应为明杆式闸阀或带启闭指示标志的蝶阀。  条文说明 

9.10.4 消防泵的出水管上应设泄压阀和试验、检查用的放水阀及回流管。  条文说明 

9.10.5 消防水泵及泡沫液泵的出水管上应安装流量计及压力表装置。  条文说明 

9.10.6 泡沫炮及泡沫-水雨淋系统等功率较大的消防泵宜由内燃机直接驱动，当消防泵功率较小时，

宜由电动机驱动。  条文说明 

9.10.7 消防泵房宜采用自带油箱的内燃机，其燃油料储备量不宜小于内燃机 4h 的用量，并不大于 8h

的用量。当内燃机采用集中的油箱(罐)供油时，应设置储油间，储油间应采用防火墙与水泵间隔开，

当必须在防火墙上开门时应采用甲级防火门，供油管、油箱(罐)的安全措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消防泵房可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其他灭火设施。内燃机的排气管应引至室外，并应远离可燃物。 

条文说明 

9.10.8 消防泵房应设置消防通讯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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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飞机库内爆炸危险区域的划分 

A.0.1 飞机库内爆炸危险区域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1 区：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地面以下与地面相通的地沟、地坑及与其相通的地下区域。 

    2 2 区： 

      1)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及与其相通而无隔断的地面区域，其空间高度到地面上 0.5m 处。 

      2)飞机停放和维修区内距飞机发动机或飞机油箱水平距离 1.5m，并从地面向上延伸到机翼和发

动机外壳表面上方 1.5m 处。  条文说明 

 

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別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本规范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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