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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2004）建标协字第 31 号文《关于印发中国工程建设标准

化协会 2004 年第二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的要求，制定本规程。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是通过在防护区内控制氧的浓度和氮的供应，有效抑制燃烧、控制火

灾发生，形成一个无火患的环境，达到主动防火的目的。采用这种防火系统能有效贯彻执行

“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 

本规程是在总结工程设计、施工和验收经验的基础上，广泛征求国内消防管理、设计、

科研等单位的意见，并参考了发达国家的有关标准制定的。本规程共分 9 章和 3 个附录，内

容包括总则、术语、防护区要求、系统设计、系统组件设置、电气和控制、安装和调试、验

收和维护管理。 

根据国家计委计标[1986]1649 号文《关于请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委员会负责组织推荐性

工程建设标准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现批准发布协会标准《注氮控氧防火系统技术规程》，

编号为 CECS 189：2005，推荐给工程建设设计、施工、使用单位和消防管理部门采用。 

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防火防爆专业委员会 CECS/TC 14（四川省都江堰市外

北街 266 号公安部四川消防研究所，邮编 611830）归口管理并负责解释。在使用中如发现

有需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资料径寄解释单位。 

主编单位：公安部四川消防研究所 

              天津易可大科技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上海化工设计院 

              上海邮电设计院 

              上海增德消防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沪标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萧志福  姜文源  王炯  李明德  田如漪  陶观楚 石磊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会 

2005年 9月 10日



 

3 
 

目  录 

1 总则 .............................................................................................................................................. 4 

2 术语 .............................................................................................................................................. 4 

3 防护区要求................................................................................................................................... 4 

4 系统设计....................................................................................................................................... 5 

5 系统组件设置 ............................................................................................................................... 6 

6 电气和控制................................................................................................................................... 6 

6.1 电源 ................................................................................................................................... 6 

6.2 报警和控制 ........................................................................................................................ 7 

7 安装和调试................................................................................................................................... 7 

7.1 安装设备............................................................................................................................ 7 

7.2 安装 ................................................................................................................................... 8 

7.3 调试 ................................................................................................................................... 8 

8 验收 .............................................................................................................................................. 9 

9 维护管理..................................................................................................................................... 10 

附录 A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调试记录表 ....................................................................................... 11 

附录 B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验收表 ................................................................................................ 12 

附录 C 注氮方式 ........................................................................................................................... 14 

本规程用词说明 ............................................................................................................................. 15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技术规程》CECS 189-2005                         中国消防规范网 gf.1190119.com 

 

4 
 

公众号 CN00119 

1 总则 

1.0.1 为了贯彻执行“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合理、正确地应用注氮控氧防火系统，

保证工程质量，实现主动防火、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制定本规程。  条文说明 

1.0.2 本规程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工业和民用建筑中注氮控氧防火系统的设计、施工、

调试、验收和维护管理。  条文说明 

1.0.3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适用于下列空间相对密闭的场所： 

  1 有固体、液体、气体可燃物的电气设备场所； 

  2 无人停留的场所（如储油罐、危险品仓库等）； 

  3 有人短暂停留的场所（如机房、无人职守间、配电室、电缆夹层间、电缆槽、电缆隧

道、仓库、烟草仓库、银行金库、档案馆、珍藏馆、文物馆、通信和电信设备间等）； 

  4 低氧环境下无不良后果的场所。  条文说明 

1.0.4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不适用于下列场所： 

  1 硝化纤维素、火药、炸药等含能材料，或有钾、钠、镁、钛、锆等活泼金属，或有氢

化钾、氢化钠等氢化物制品，或有磷等易自燃物质的场所。 

  2 非相对密闭空间，或有带新风补给的空调系统的场所； 

  3 有明火的场所。 

1.0.5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的设计、施工、调试、验收和维护管理，除执行本规程外，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2 术语 

2.0.1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 nitrogen injection/oxygen control fire prevention system 

  将空气中的氮、氧分离；排放氧气并向防护区注送氮气，控制防护区内氧浓度，使防护

区内的可燃物不致燃烧的防火系统。这种系统由供氮装置（空气压缩机组、气体分离机组）、

氧浓度探测器、控制组件（主控制器、紧急报警控制器）和供氮管道等组成。 

2.0.2 防护区 protected space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防护的、火不能燃起的相对密闭空间。 

2.0.3 供氮装置 nitrogen-injection apparatus 

  能将空气中的氮、氧分离，并向防护区注送氮气的装置。 

2.0.4 氧浓度 oxygen concentration 

  在压力为 101.3kPa，温度为 21℃ 时，氧气在防护区中的最小气化体积百分比。 

3 防护区要求 

3.0.1 防护区的容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无管网系统注氮方式的防护区总容积不宜大于 540m3（图 C.0.1）。 

  2 有管网系统注氮方式的防护区总容积不宜大于 8000m3（图 C.0.2）。 

3.0.2 防护区应相对密闭，其气密性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防护区的围护结构应采用密度较高的建筑材料砌筑，缝隙应采用不燃烧材料封堵；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03.htm#10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03.htm#10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03.htm#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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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防护期间，防护区窗户不得开启，其气密性等级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外窗

气密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 7107 规定的Ⅲ级水平； 

  3 门不应频繁开启，当门需经常开启时，应设置门斗等防气体渗透措施； 

  4 防护区的门窗开口部位，四周应采用密封条和透明塑料布等加以密封； 

  5 防护区的楼板、屋顶和围护结构上不应有常开的孔洞。对必须穿越的管道、线槽应有

阻断空气对流的措施。四周形成的孔洞应采用具有相同耐火极限的材料封堵严密。 

条文说明 

3.0.3 防护区入口处应设置采用注氮防火系统的警示标志。 

3.0.4 防护区的门应能自行关闭。 

3.0.5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应在防护区外设置氧浓度上、下限值的提示。当氧浓度达到规定值

（本规程第 6.2.2 条）时应有声光报警和人员不能进入现场的提示。  条文说明 

4 系统设计 

4.0.1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的选型，应根据防护区的容积、气密性能、火灾危险性、人员停留

情况等条件确定。  条文说明 

4.0.2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供氮装置（空气压缩机组、气体分离机组）应能有效、持续不间断地向防护区供氮； 

  2 氧浓度探测器应能有效地探测防护区的氧浓度； 

  3 控制组件（主控制器、紧急报警控制器）在防护区氧浓度达到上、下限值时，应能自

动启闭供氮装置；在达到氧浓度高、低报警值时，系统应有相应的报警； 

  4 达到上述要求的场所，安装了注氮控氧防火系统后，可不设自动灭火系统。 

条文说明 

4.0.3 防护区容积不大于 540m3时，宜采用无管网系统注氮方式（图 C.0.1）；防护区容积 540～

8000m3 时，宜采用有管网系统注氮方式（图 C.0.2）。  条文说明 

4.0.4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应有下列组件：供氮装置（空气压缩机组、气体分离机组）、氧浓度

探测器、控制组件（主控制器、紧急报警控制器）及供氮管道等。     

    注：无管网系统注氮方式不设供氮管道。 

4.0.5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供氮装置的主要技术参数可按表 4.0.5 采用。 

表 4.0.5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单台供氮装置的主要技术参数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05.htm#30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05.htm#30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06.htm#40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06.htm#40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06.htm#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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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供氮装置电压可采用 220V AC 或 380V AC。 

    4kw 以下可采用 220V 或 380V AC； 

    4kw 以上采用 3 相 380V AC。  条文说明 

4.0.6 供氮装置的供氮浓度不应小于 95.0%，供氮压力不应小于 0.30MPa。  条文说明 

4.0.7 防护区内氧浓度的上、下限值应符合表 6.2.2-1、表 6.2.2-2 的规定。  条文说明 

5 系统组件设置 

5.0.1 供氮装置（空气压缩机组、气体分离机组）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设置供氮装置的地点，其环境应清洁，无有害或腐蚀性气体； 

    2 气体分离机组应设置在防护区内； 

    3 空气压缩机组应设置在防护区外，靠近防护区，距离不宜大于 50m； 

    4 空气压缩机组距建筑物外墙面不宜小于 200mm，长边宜与外墙平行； 

    5 空气压缩机组应正面朝外，以便检修； 

    6 空气压缩机组设置位置的地面应平整，底座应固定； 

    7 空气压缩机组可露天设置，但应有防止阳光直晒的措施（如防雨罩）；也可设置在天棚

下，但供气应充足。 

5.0.2 注氮控氧系统可不设备用供氮装置；当有特殊要求时，可设一台备用供氮装置。 

5.0.3 防护区初次充氮可采用液氮罐或钢瓶，或通过供氮装置注氮。当通过供氮装置注氮时，

初次充氮时间应按建筑物的防火要求、防护区的容积确定，但不宜大于 24h。  条文说明 

5.0.4 氧浓度探测器设置位置应远离氮气入口。氧浓度探测器数量应为 2 个，其安装位置距

地面应为 1.5～1.6m。  条文说明 

5.0.5 主控制器应设置在室内。带氧浓度显示的紧急报警控制器应设置在防护区外，其位置

应便于观察和操作，安装高度距地面应为 1.5～1.6m。  条文说明 

5.0.6 当采用有管网系统时，应采用对称方式布置管道。氮气注入口数量不应少于 2 个，且

应均匀布置。供氮管道终端不应设喷头，终端管径不应小于 20mm。  条文说明 

5.0.7 供氮管道可采用阻燃 PVC-U 管、PVC-C 管、镀锌钢管、不锈钢管、铜管、钢塑复合

管等。 

6 电气和控制 

6.1 电源 

6.1.1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用电设备应按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 的规

定进行设计，应按二级负荷供电。  条文说明 

6.1.2 配电线路应敷设在线槽内。 

6.1.3 供氮装置应可自动或手动启闭。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06.htm#40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06.htm#40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06.htm#40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07.htm#50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07.htm#50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07.htm#50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07.htm#50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09.htm#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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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报警和控制 

6.2.1 控制组件（主控制器、紧急报警控制器）应具有声光报警功能。报警装置应设置在防

护区门口和消防控制中心内；对不设消防控制中心的工程应连接至值班室。 

6.2.2 防护区内氧浓度上、下限值和报警指标应符合表 6.2.2-1、表 6.2.2-2 的要求。 

表 6.2.2-1 有人短暂停留场所氧浓度上、下限值和报警指标 

表 6.2.2-2 无人停留场所氧浓度上、下限值和报警指标 

 

 注：本规程中，氧浓度限值均按第 2.0.4 条规定的体积百分比度量。  条文说明 

7 安装和调试 

7.1 安装设备 

7.1.1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安装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1 具备防护区设计平面图； 

    2 设计单位已向施工单位技术交底； 

    3 防护区气密性已符合设计要求； 

    4 施工现场供电正常。  条文说明 

7.1.2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的施工应由通过专业培训的人员承担。  条文说明 

7.1.3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施工前应对系统组件进行现场检验，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供氮装置应有产品质量合格证、安装使用说明书，其型号、规格、数量等应符合设计

要求。 

    2 氧浓度探测器、控制组件（主控制器、紧急报警控制器）的型号、规格和数量等应符

合设计要求，并有产品质量合格证和安装使用说明书。 

    3 氧浓度探测器、控制组件（主控制器、紧急报警控制器）经外观检查无损伤。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10.htm#6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12.htm#7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12.htm#7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12.htm#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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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安装 

7.2.1 供氮装置（空气压缩机组、气体分离机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直立安装。 

    2 氧气排放至防护区外； 

    3 氮气通过供氮管道或直接注送至防护区内； 

    4 空气压缩机组设置场所的环境温度应为-15～40℃； 

    5 供氮装置设置部位应无有害或腐蚀性气体。  条文说明 

7.2.2 氧浓度探测器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氧浓度探测器应安装在防护区内。当采用模拟量信号（4～20mA）时，与主控制器的

连接线路不应长于 20m；当采用数字信号时，与主控制器的连接线路应小于 1000m，当不

小于 1000m 时，应加设中继放大器或采用光缆连接。 

    2 对采用分体式空调进行温控和空气循环的防护区，其氧浓度探测器安装部位不受限制；

对没有空气循环的保护区，其中一个氧浓度探测器的安装位置应远离氮气注入口。 

    3 氧浓度探测器的型号、规格、数量和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4 氧浓度探测器的安装应符合第 5.0.4 条的规定。  条文说明 

7.2.3 控制组件（主控制器、紧急报警控制器）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控制器应安装在室内，并按需要安装在消防控制中心或防护区及其附近区域内； 

    2 紧急报警控制器应安装在防护区外。当采用模拟量信号（4～20mA）时，与主控制器

的连接线路不应长于 20m；当采用数字信号时，与主控制器的连接线路应小于 1000m，当

不小于 1000m 时，应加设中继放大器或采用光缆连接。 

7.3 调试 

7.3.1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的调试应在安装工作完成后供电正常的条件下进行。调试完成后，

应将系统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  条文说明 

7.3.2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的调试项目应符合下列要求，并应按附录 A 的格式记录： 

    1 供氮装置调试； 

    2 控制组件（主控制器、紧急报警控制器）调试； 

    3 联动试验。  条文说明 

7.3.3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的调试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1 供氮装置启动后，应在 60min 内达到氮气浓度指标。 

    注：氮气浓度可从主控制器上观测。 

    2 在有人短暂停留场所，控制组件（主控制器、紧急报警控制器）的氧浓度上限值应设

定在 16.0%，氧浓度下限值应设定在 14.0%；在无人停留场所，控制组件（主控制器、紧急

报警控制器）的氧浓度上限值应设定在 13.5%，氧浓度下限值应设定在 12.5%。  条文说明 

7.3.4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联动试验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关闭防护区出入口； 

    2 启动供氮装置；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13.htm#72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13.htm#7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14.htm#73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14.htm#73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14.htm#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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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有人短暂停留场所控制组件（主控制器、紧急报警控制器）氧浓度显示 14.0%或在

无人停留场所控制组件氧浓度显示 12.5% 时，供氮装置应自动关闭； 

    4 打开防护区出入口； 

    5 在有人短暂停留场所控制组件（主控制器、紧急报警控制器）氧浓度显示 16.0%或在

无人停留场所控制组件氧浓度显示 13.5%时，供氮装置应自动启动； 

    6 在有人短暂停留场所控制组件（主控制器、紧急报警控制器）氧浓度显示 17.0%时或

在无人停留场所控制组件氧浓度显示 14.0%时，控制组件（主控制器、紧急报警控制器）报

警灯闪烁，蜂鸣器报警，显示器显示“E-H”； 

    7 用胶袋套在供氮装置氮气出口处取氮气，然后将装有氮气的胶袋套到氧浓度探测器上，

在有人短暂停留场所控制组件（主控制器、紧急报警控制器）氧浓度显示 13.0％或在无人停

留场所控制组件（主控制器、紧急报警控制器）氧浓度显示 12.0％时，控制组（主控制器、

紧急报警控制器）的报警灯应闪烁，蜂鸣器报警，显示器显示“E-L”。  条文说明 

8 验收 

8.0.1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的竣工验收，应由建设单位组织，消防监督、工程监理、设计、施

工等单位参加。验收不合格的防护区和注氮控氧防火系统不得投入使用。  条文说明 

8.0.2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的竣工验收应在系统调试后进行。注氮控氧防火系统安装工程竣工

验收后，应按本规程附录 B 的格式填写验收表。  条文说明 

8.0.3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竣工验收时，建设单位应提供下列资料： 

    1 批准的竣工验收申请报告、设计图纸、消防监督机构的审批文件、设计变更通知、竣

工图纸； 

    2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调试记录； 

    3 供氮装置、氧浓度探测器、控制组件等组件的产品质量合格证或现场检验报告； 

    4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维护管理的规章制度。  条文说明 

8.0.4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的验收应包括下列主要项目： 

    1 供氮装置（空气压缩机组、气体分离机组）应直立安装，氧气排放口应设在防护区外； 

    2 供氮装置（空气压缩机组、气体分离机组）设置场所的环境温度应符合要求，并应无

有害或腐蚀性气体； 

    3 供氮装置（空气压缩机组、气体分离机组）的供电电源应稳定可靠； 

    4 防护区密闭性应符合要求； 

    5 供氮装置在氧浓度上限时应启动，在氧浓度下限时应关闭； 

    6 报警应符合要求。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14.htm#73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15.htm#80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15.htm#80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15.htm#80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15.htm#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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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维护管理 

9.0.1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的维护管理人员应熟悉注氮控氧防火系统的防火原理、性能、操作

和维护管理要求。维护管理人员应经培训合格后上岗。  条文说明 

9.0.2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的维护管理应符合表 9.0.2 的要求。  条文说明 

表 9.0.2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维护管理要求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16.htm#90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16.htm#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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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调试记录表 

表 A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调试记录 

 

http://gf.1190119.com/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技术规程》CECS 189-2005                         中国消防规范网 gf.1190119.com 

 

12 
 

公众号 CN00119 

附录 B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验收表 

表 B 注氮控氧防火系统验收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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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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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注氮方式 

C.0.1 无管网系统注氮方式（图 C.0.1） 

  

图 C.0.1 无管网系统注氮方式 

C.0.2 有管网系统注氮方式（图 C.0.2） 

  

图 C.0.2 有管网系统注氮方式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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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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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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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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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可”； 

反面词采用“不可”。 

2、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非必须按所指定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可参照......执行”。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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