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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304 号 

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与验收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与验收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0498-2009，自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3.2.4、3.3.1、3.3.3、3.4.2、4.3.4、4.6.1(3)、4.6.2(2)、5.2.1、6.1.1、

7.2.8、8.1.3、8.2.4 条 (款) 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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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原建设部《 关于印发<二〇〇四年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制订、修订计划> 的通知》( 建标

[2004]67 号) 的要求，本规范由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会同有关单位共同 编制而成。 

在本规范的编制过程中，编制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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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验收和维护管理的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

在总结多年来我国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参考了美国、英国等发达国

家和国内相关标准、规范，同时广泛征求了有关科研、设计、施工、院校、制造、消防监督、应用

等单位的意见，结合我国工程实际，经反复讨论、认真修改，最后经专家和有关部门审查定稿 。 

本规范共 9 章和 7 个附录，内容包括总则、基本规定、进场检验、系统组件安装与施工、电

气安装与施工、系统试压与冲洗、系统调试、系统验收、维护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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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安部负责日常管理，由公安

部上海消防研究所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请各单位在执行本规范过程中，注意总结经验、积累

资料，并及时把意见和有关资料寄规范管理组( 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地址：上海市中山南二路

601 号，邮政编码： 200032 ，邮箱： sfrixuelin@vip.sina.com，minyonglin@online,sh,cn，  电

话:021-54961200)，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主编单位：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参编单位：上海市消防局 

浙江省消防局 

江苏省消防局 

深圳市消防局 

中交第二航务丁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 

杭州新纪元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倍安实业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阂永林   薛  林   马  恒   李建中   沈  纹 

余  威   孙玉平   高宁宇   陈庆沉   徐康辉 

吴海卫   吴文革   姚  远   唐祝华   王永福 

杨志军   徐国良   杨文滨 

mailto:minyonglin@online,s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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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 CN00119 

1 总则 

1.0.1  为保障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或简称系统）的施工质量和使用功能，规范工程验收和维护管理，

制定本规范。  条文说明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工程中设置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施工、验收及维护管理。 

条文说明 

1.0.3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中采用的工程技术文件、工程承包合同文件与附件对施工及验收的

要求不得低于本规范的规定。  条文说明 

1.0.4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施工、验收及维护管理，除执行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

有关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 

 

2 基本规定 

2.0.1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分部工程、子分部工程及分项工程应按本规范附录 A 划分。 条文说明 

2.0.2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施工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工单位承担。  条文说明 

2.0.3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施工现场应具有相应的施工技术标准，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和施工质量

检验制度，实现施工全过程质量控制。  条文说明 

2.0.4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施工应按批准的设计施工图、 技术文件和相关技术标准的规定进行，

不得随意更改，确需改动时，应由原设计单位修改。  条文说明 

2.0.5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前应具备下列技术资料： 

    1  经批准的设计施工图、设计说明书； 

    2  系统组件( 水炮、泡沫炮、干粉炮、消防泵组、泡沫液罐、泡沫比例混合装置、干粉罐、氮气

瓶组、阀门、动力源、消防炮塔和控制装置等组件的统称) 的安装使用说明书； 

    3  系统组件及配件应具备符合市场准入制度要求的有效证明文件和产品出厂合格证。  条文说明 

2.0.6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施工应具备下列条件： 

    1  设计单位向施工单位进行技术交底，并有记录； 

    2  系统组件、管材及管件的规格、型号符合设计要求； 

    3  与施工有关的基础、预埋件和预留孔，经检查符合设计要求； 

    4  场地、道路、水、电等临时设施满足施工要求。  条文说明 

2.0.7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施工过程质量控制： 

    1  采用的系统组件和材料应按本规范的规定进行进场检验，合格后经监理工程师签证方可安装使

用； 

    2  各工序应按施工技术标准进行质量控制，每道工序完成后，应由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单位人员

进行检查，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3  相关各专业工种之间应进行交接认可，并经监理工程师签证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4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有关单位进行验收； 

    5  安装完毕，施工单位应按本规范的规定进行系统调试；调试合格后，施工单位应向建设单位提

交验收申请报告申请验收。  条文说明 

2.0.8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系统验收应由建设单位组织监理、设计、施工等单位共同进行。 

条文说明 

2.0.9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检查、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2.htm#10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2.htm#10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2.htm#10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2.htm#10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3.htm#20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3.htm#20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3.htm#20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3.htm#20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3.htm#20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3.htm#20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3.htm#20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3.htm#208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3.htm#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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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 CN00119 

    1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按本规范附录 B 检查，结果应合格； 

    2  施工过程检查应全部合格，并按本规范附录 C 记录； 

    3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的验收应合格，并按本规范附录 D 记录； 

    4  质量控制资料核查应全部合格，并按本规范附录 E 记录； 

    5  系统施工质量验收和系统功能验收应合格，并按本规范附录 F 记录。 

2.0.10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验收合格后，应提供下列文件资料： 

    1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2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过程检查记录； 

    3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4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记录； 

    5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验收记录； 

    6  相关文件、记录、资料清单等。  条文说明 

2.0.11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质量不符合本规范要求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处理： 

    1  经返工重做或更换系统组件和材料的工程，应重新进行验收； 

    2  经返工重做或更换系统组件和材料的工程，仍不符合本规范的要求时，不得通过验收。 

  条文说明 

 

3 进场检验 

3.1 进场规定 

3.1.1  系统组件和材料进场检验应按本规范附录 C 表 C.0.1 填写施工过程检查记录。  条文说明 

3.1.2  系统组件和材料进场抽样检查时有一件不合格，应加倍抽查；若仍有不合格，则判定此批产品

不合格。  条文说明 

 

3.2 管材及配件 

3.2.1  管材及管件的材质、规格、型号、质量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出厂检验报告与合格证。  条文说明 

3.2.2  管材及管件的外观质量除应符合其产品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表面无裂纹、缩孔、夹渣、折叠、重皮等缺陷； 

    2  螺纹表面完整无损伤，法兰密封面平整光洁无毛刺及径向沟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  垫片无老化变质或分层现象，表面无折皱等缺陷。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查检查。  条文说明 

3.2.3  管材及管件的规格尺寸和壁厚及允许偏差应符合其产品标准和设计的要求。 

    检查数量：每一规格、 型号的产品按件数抽查 20%，且不得少于 1 件。 

    检查方法：用钢尺和游标卡尺测量。  条文说明 

3.2.4 对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管材及配件，应由监理工程师抽样，并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3.htm#2010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3.htm#20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2.htm#3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2.htm#3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3.htm#32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3.htm#3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3.htm#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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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检测复验，其复验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 

    1 设计上有复验要求的。 

    2 对质量有疑义的。 

    检查数量：按设计要求数量或送检需要量。 

检查方法：检查复验报告。  条文说明 

 

3.3 灭火剂 

3.3.1 泡沫液进场时应由建设单位、监理工程师和供货方现场组织检查，并共同取样留存，留存数

量按全项检测需要量。泡沫液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和检查市场准入制度要求的有效 明文件及产品出厂合格证。  条文说明 

3.3.2  对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泡沫液，应由监理工程师组织现场取样，送至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

进行检测，其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 

    1  6% 型低倍数泡沫液设计用量大于或等于 7.0 t ； 

    2  3% 型低倍数泡沫液设计用量大于或等于 3.5 t ； 

    3  合同文件规定现场取样送检的泡沫液。 

    检查数量：按送检需要量。 

    检查方法：检查现场取样按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对发泡性能( 发泡倍数、25% 析液时间) 和灭

火性能( 灭火时间、抗烧时间) 检验的报告。  条文说明 

3.3.3 干粉进场时应由建设单位、监理工程师和供货方现场组织检查，并共同取样留存，留存数量

按全项检测需要量。干粉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和检查市场准入制度要求的有效证明文件及产品出厂合格证。  条文说明 

3.3.4  对设计用量大于或等于 2.0t 的干粉，应由监理工程师组织现场取样，送至具备相应资质的检

测机构进行检测，其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送检需要量。 

检查方法：检查现场取样按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对抗结块性和灭火效能检验的报告。 

 条文说明 

 

3.4 系统组件 

3.4.1  水炮、泡沫炮、干粉炮、消防泵组、泡沫液罐、泡沫比例混合装置、干粉罐、氮气瓶组、阀门、

动力源、消防炮塔、控制装置等系统组件及压力表、过滤装置和金属软管等系统配件的外观质量，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无变形及其他机械性损伤； 

    2  外露非机械加工表面保护涂层完好； 

    3  无保护涂层的机械加工面无锈蚀； 

    4  所有外露接口无损伤，堵、盖等保护物包封良好； 

    5  铭牌标记清晰、牢固。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3.htm#32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4.htm#33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4.htm#33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4.htm#33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4.htm#33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5.htm#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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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水炮、泡沫炮、干粉炮、 消防泵组、泡沫液罐、泡沫比例混合装置、干粉罐、氮气瓶组、 阀

门、动力源、消防炮塔、控制装置等系统组件及压力表、过滤装置和金属软管等系统配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其规格、型号、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市场准入制度要求的有效证明文件和产品出厂合格证 。 

    2 设计上有复验要求或对质量有疑义时。应由监理工程师抽样、并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

进行检测复验，其复验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设计要求数量或送检需要量。 

       检查方法：检查复验报告。  条文说明 

3.4.3  阀门的强度和严密性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强度和严密性试验应采用清水进行，强度试验压力为公称压力的 1.5 倍；严密性试验压力为公

称压力的 1.1 倍； 

    2  试验压力在试验持续时间内应保持不变，且壳体填料和阀瓣密封面无渗漏； 

    3  阀门试压的试验持续时间不应少于表 3.4.3 的规定； 

    4  试验合格的阀门，应排尽 内部积水，并吹干。密封面涂防锈油，关闭阀门，封闭出入口，做

出明显的标记，并应按本规范附录 C 表 C.0.2 记录。 

    检查数量：每批( 同牌号、同型号、同规格) 按数量抽查 10%，且不得少于 1 个；主管道上的隔

断阀门，应全部试验。 

    检查方法：将阀门安装在试验管道上，有液流方向要求的阀门试验管道应安装在阀门的进口，然

后管道充满水，排净空气，用试压装置缓慢升压，待达到严密性试验压力后，在最短试验持续时间

内，阀瓣密封面不渗漏为合格；最后将压力升至强度试验压力 ( 强度试验不能以阀瓣代替盲板) ，

在最短试验持续时间内，壳体填料无渗漏为合格。  条文说明 

 

3.4.4  应对干粉炮灭火系统工程管路中安装的选择阀、安全阀、减压阀、 单向阀、高压软管等部件

进行水压强度试验和气压严密性试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压强度试验的试验压力应为部件公称压力的 1.5 倍，气体严密性试验的试验压力为部件的公

称压力； 

    2  进行水压强度试验时，水温不应低于 5℃，达到试验压力后，稳压时间不应少于 1min，在稳压

期间目测试件应无变形； 

    3  气压严密性试验应在水压强度试验后进行。加压介质可为空气或氮气。试验时将部件浸入水中，

达到试验压力后，稳压时间不应少于 5min，在稳压期间应无气泡自试件内溢出；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5.htm#34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5.htm#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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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部件试验合格后，应及时烘干，并封闭所有外露接口。并应按本规范附录 C 表 C.0.2 记录。   

条文说明 

3.4.5  消防泵组转动应灵活，无阻滞，无异常声音。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3.4.6  消防炮的转动机构和操作装置应灵活、可靠。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 系统组件安装与施工 

4.1 一般规定 

4.1.1  消防泵组的安装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

验收通用规范》GB50231、《压缩机、风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75 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4.1.2  系统的下列施工，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GB50235、《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36 和行业标准《钢

制焊接常压容器》JB/T4735 的有关规定。 

    1  常压钢质泡沫液罐现场制作、焊接、防腐； 

    2  管道的加工、焊接、安装； 

    3  管道的检验、试压、冲洗、防腐； 

    4  支、吊架的焊接、安装； 

    5  阀门的安装。  条文说明 

4.1.3  泡沫液罐、干粉罐的安装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标准《建筑安装工程质量检

验评定标准  容器工程》TJ306 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4.1.4  消防泵组、动力源等系统组件不应随意拆卸，确需拆卸时，应由生产厂家进行。  条文说明 

 

4.2 消防炮 

4.2.1  消防炮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且应在供水管线系统试压、冲洗合格后进行。  条文说明 

4.2.2  消防炮安装前应确定基座上供灭火剂的立管固定可靠。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2.3  消防炮回转范围应与防护区相对应。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2.4  消防炮安装后，应检查在其设计规定的水平和俯仰回转范围内不与周围的构件碰撞。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2.5  与消防炮连接的电、液、气管线应安装牢固，且不得干涉回转机构。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5.htm#34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5.htm#34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5.htm#34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7.htm#4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7.htm#4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7.htm#4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7.htm#41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8.htm#42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8.htm#4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8.htm#42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8.htm#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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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2.6  消防炮在向消防炮塔上部起吊安装的过程中，起吊措施应安全可靠。  条文说明 

 

4.3 泡沫比例混合装置与泡沫液罐 

4.3.1  泡沫液罐的安装位置和高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泡沫液罐周围应留有满足检修

需要的通道，其宽度不宜小于 0.7m ，操作面处不宜小于 1.5m；当 泡沫液罐上的控制阀距地面高度

大于 1.8m 时，应在操作面处设置操作平台。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用尺测量。  条文说明 

4.3.2  常压泡沫液罐的现场制作、安装和防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现场制作的常压钢质泡沫液罐，泡沫液管道吸液口距泡沫液罐底面不应小于 0.15m，且宜做成

喇叭口形。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用尺测量。 

    2  现场制作的常压钢质泡沫液罐应进行严密性试验，试验压力应为储罐装满水后的静压力，试验

时间不应小于 30min，目测应无渗漏。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检查全部焊缝、焊接接头和连接部位，以无渗漏为合格。 

    3  现场制作的常压钢质泡沫液罐内、外表面应按设计要求防腐，并应在严密性试验合格后进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当对泡沫液罐内表面防腐涂料有疑义时，可取样送至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

单位进行检验。 

    4  常压钢质泡沫液罐罐体与支座接触部位的防腐，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规定时，应按加强

防腐层的做法施工 。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5  常压泡沫液罐的安装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应根据其形状按立式或卧式安装

在支架或支座上，支架应与基础固定，安装时不得损坏其储罐土的配管和附件。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必要时可切开防腐层检查。  条文说明 

4.3.3  压力式泡沫液罐安装时，支架应与基础牢固固定，且不应拆卸和损坏配管、附件；罐的安全阀

出口不应朝向操作面。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3.4 设在室外的泡沫液罐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根据环境条件采取防晒、防冻和防腐等措

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3.5  泡沫比例混合装置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泡沫比例混合装置的标注方向应与液流方向一致。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8.htm#42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8.htm#42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9.htm#43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9.htm#43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9.htm#43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9.htm#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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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2  泡沫比例混合装置与管道连接处的安装应严密。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调试时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3.6  压力式比例混合装置应整体安装，并应与基础牢固固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3.7  平衡式 比例混合装置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衡式比例混合装置中平衡阀的安装应符合设计和产品要求，并应在水和泡沫液进口的管道上

分别安装压力表，压力表与装置中的比例混合器进口处的距离不宜大于 0.3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尺量和观察检查。 

    2  水力驱动平衡式比例混合装置的泡沫液泵安装应符合设计和产品要求，安装尺寸和管道的连接

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尺量和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4 干粉罐与氮气瓶组 

4.4.1  安装在室外时，干粉罐和氮气瓶组应根据环境条件设置防晒、防雨等防护设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4.2  干粉罐和氮气瓶组的安装位置和高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当设计无要求时，干粉罐和氮气瓶组周围应留有满足检修需要的通道，其宽度不宜小于 0.7m，操

作面处不宜小于 1.5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尺量和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4.3  氮气瓶组安装时应防止氮气误喷射。  条文说明 

4.4.4  干粉罐和氮气瓶组中需现场制作的连接管道应采取防腐处理措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4.5  干粉罐和氮气瓶组的支架应固定牢固，且应采取防腐处理措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5 消防泵组 

4.5.1  消防泵组应整体安装在基础上，并应固定牢固。  条文说明 

4.5.2  吸水管及其附件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吸水管进口处的过滤装置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消防泵组直接取海水时，吸水管应设置有效

的防海生物附着的装置。 

    2  吸水管上的控制阀应在消防泵组固定于基础上之后再进行安装，其直径不应小于消防泵组吸水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9.htm#43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9.htm#43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9.htm#43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40.htm#44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40.htm#44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40.htm#44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40.htm#44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40.htm#44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41.htm#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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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直径，且不应采用没有可靠锁定装置的蝶阀。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  消防泵组吸水管上宜加设柔性连接管。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4  吸水管管段上不应有气囊和漏气现象。变径连接时，应采用偏心异径管件并应采用管顶平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5.3  当消防泵组采用内燃机驱动时，内燃机冷却器的泄水管应通向排水设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5.4  内燃机驱动的消防泵组其排气管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规定时，应采用直径相同的

钢管连接后通向室外。排气管的外部宜采取隔热措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5.5  消防泵组在基础固定及进出口管道安装完毕后，对联轴器重新校验同轴度。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用仪表检查。  条文说明 

 

4.6 管道与阀门 

4.6.1  管道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管道安装时，其坡度、坡向应符合设计要求，且坡度不应小于设计值，当出现 U 型管时应

有放空措施。 

    检查数量：干管抽查 1 条；支管抽查 2 条；分支管抽查 10%，且不得少于 1 条。 

    检查方法：用水平仪检查。 

    2  立管应用管卡固定在支架上，其间距不应大于设计值。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尺量和观察检查。 

    3 埋地管道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埋地管道的基础应符合设计要求； 

  2）埋地管道安装前应做好防腐，安装时不应损坏防腐层； 

  3) 埋地管道采用焊接时。焊缝部位应在试压合格后进行防腐处理； 

  4) 埋地管道在回填前应进行隐蔽工程验收，合格后及时回填分层夯实，并应按本规范附录 D 进

行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4  管道安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6.1 的要求。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41.htm#45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41.htm#45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41.htm#45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41.htm#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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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干管抽查 1 条；支管抽查 2 条；分支管抽查 10%，且不得少于 1 条。 

    检查方法：坐标用经纬仪或拉线和尺量检查；标高用水准仪或拉线和尺量检查；水平管道平直

度用水平仪、直尺、拉线和尺量检查；立管垂直度用吊线和尺量检查；与其他管道成排布置问距及

与其他管道交叉时外壁或绝热层间距用尺量检查。 

    5  管道支、吊架安装应平整牢固，管墩的砌筑应规整，其间距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安装总数的 5%抽查，且不得少于 5 个。 

    检查方法：观察和尺量检查。 

    6  当管道穿过防火堤、防火墙、楼板时，应安装套管。穿防火堤和防火墙套管的长度不应小

于防火堤和防火墙的厚度，穿楼板套管长度应高出楼板 50mm，底部应与楼板底面相平；管道与套

管间的空隙应采用防火材料封堵；管道应避免穿过建筑物的变形缝，必须穿越时，应采取保护措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和尺量检查。 

    7  立管与地上水平管道或埋地管道用金属软管连接时，不得损坏其编织网，并应在金属软管

与地上水平管道的连接处设置管道支架或管墩。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8  立管下端设置的锈渣清扫口与地面的距离宜为 0.3-0.5m；锈渣清扫口可采用闸阀或盲板封

堵；当采用闸阀时，应竖直安装。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和尺量检查。 

    9  流量检测仪器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10  管道上试验检测口的设置位置和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11  冲洗及放空管道的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应设置在泡沫液管道的最低处。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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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6.2  阀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阀门应按相关标准进行安装，并应有明显的启闭标志。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按相关标准的要求检查。 

    2 具有遥控、自动控制功能的阀门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置在有爆炸和火灾危险的环境

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7等相关标准的规

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  自动排气阀应在系统试压、冲洗合格后立式安装。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4  管道上设置的控制阀，其安装高度宜为 1.1-1.5m；当控制阀的安装高度大于 1.8m 时，应设

置操作平台。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和尺量检查。 

    5  消防泵组的出口管道上设置的带控制阀的回流管，应符合设计要求，控制阀的安装高度距

地面宜为 0.6-1.2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尺量检查。  

    6  管道上的放空阀应安装在最低处。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7 消防炮塔 

4.7.1  安装消防炮塔的地面基座应稳固，钢筋混凝土基座施工后应有足够的养护时间。  条文说明 

4.7.2  消防炮塔与地面基座的连接应固定可靠。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7.3  消防炮塔的起吊定位现场应有足够的空间，起吊过程中消防炮塔不得与周边构筑物碰撞。 

条文说明 

4.7.4  消防炮塔安装后应采取相应的防腐措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7.5  消防炮塔应做防雷接地，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 的相关

规定，施工完毕应及时进行隐蔽工程验收。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8 动力源 

4.8.1  动力源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4.8.2  动力源应整体安装在基础上，并应牢固固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42.htm#46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42.htm#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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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气安装与施工 

5.1 一般规定 

5.1.1  控制装置的安装除按本规范规定执行外，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GB50303《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9A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

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7 和《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338 等标准、规范的规定。  

条文说明 

5.1.2  控制装置在搬运和安装时应采取防撞击、防潮和防漆面受损等安全措施。  条文说明 

5.1.3  控制装置安装施工前，与控制装置安装工程施工有关的建筑物、构筑物的建筑工程质量，应符

合国家现行的建筑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中的有关规定。当设备或设计有特殊要求时，尚应满足其要

求。  条文说明 

 

5.2 布线 

5.2.1 布线前，应对导线的种类、电压等级进行检查；强、弱电回路不应使用同一根电缆，应分别

成束分开排列；不同电压等级的线路，不应穿在同一管内或线槽的同一槽孔内。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5.2.2  引入控制装置内的电缆及其芯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引入控制装置内的电缆管道应采用支架固定，并按横平竖直配置；备用芯线长度应留有适当余

量； 

    2  引入控制装置的电缆应排列整齐，编号清晰，避免交叉，并应牢固固定，不得使端子排承受机

械应力； 

    3  引人控制装置内的恺装电缆，应将钢带切断，切断处的端部应扎紧，并应将钢带接地； 

    4  引人控制装置内的使用于传感器等信号采集回路的控制电缆，应采用屏蔽电缆。其屏蔽层应按

设计要求的接地方式接地； 

    5  电缆芯线和所配导线的端部，均应标明与设计图样一致的编号，标记应字迹清晰； 

    6  控制装置接线端子排的每个接线端子，接线不得超过两根。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5.2.3  布线施工完毕在测试绝缘时，应有防止弱电设备损坏的安全技术措施。  条文说明 

 

5.3 控制装置 

5.3.1  控制装置与基座之间的螺栓连接应牢固。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5.3.2  控制装置中的电控盘、柜、屏、箱、台安装垂直度允许偏差为 1.5%，相互间接缝不应大于 2mm，

成列盘面偏差不应大于 5m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79.htm#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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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方法：重锤法检查。  条文说明 

5.3.3  控制装置的端子箱安装应牢固，并应防潮、防尘。安装的位置应便于检查；成列安装时，应排

列整齐。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5.3.4  控制装置的接地应牢固、可靠。对装有电器的可开门，门和框架的接地端子间应用裸编织铜线

连接，且有标识。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5.3.5  装置的漆层应完整，损伤面应及时修补。固定支架等应做防腐处理。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5.3.6  安装完毕后，建筑物中的预留孔洞及电缆管口，应做好封堵。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 系统试压与冲洗 

6.1 一般规定 

6.1.1 管道安装完毕后，应对其进行强度试验、严密性试验和冲洗。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强度试验、严密性试验、冲洗记录表。  条文说明 

6.1.2  强度试验、严密性试验和冲洗宜采用清水进行，不得使用含有腐蚀性化学物质的水。在缺淡水

地区可采用海水冲洗，用海水冲洗后宜用清水冲洗。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水压试验和气压试验记录表。  条文说明 

6.1.3  系统试压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1  埋地管道的位置及管道基础、支墩等经复查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对照图纸观察、尺量检查。 

    2  试压用的压力表不少于 2 只；精度不应低于 1.5 级，量程应为试验压力值的 1.5-2 倍；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  试压冲洗方案已经批准； 

    4  对不能参与试压的设备、仪表、阀门及附件应加以隔离或拆除；加设的临时盲板应具有突出于

法兰的边耳，且应做明显标志，并记录临时盲板的数量。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1.4  系统试压完成后，应及时拆除所有临时盲板及试验用的管道，并应与记录核对无误，且应按本

规范附录 C 表 C.0.5 的格式填写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81.htm#53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81.htm#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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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81.htm#53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83.htm#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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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1.5  管道冲洗宜在试压合格后进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1.6  管道冲洗前，应对系统的仪表采取保护措施；冲洗直径大于 100mm 的管道时，应对其死角和

底部进行敲打，但不得损伤管道；冲洗后，应清理可能存留脏物、杂物的管段。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1.7  管道冲洗合格后，应按本规范附录 C 表 C.0.5 的格式填写记录。  条文说明 

 

6.2 水压试验 

6.2.1  当系统设计工作压力等于或小于 1.0MPa 时，水压强度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工作压力的 1.5 倍，

并不应低于 1.4MPa；当系统设计工作压力大于 1.0MPa 时，水压强度试验压力应为该工作压力加

0.4MPa。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2.2  水压强度试验的测试点应设在系统管道的最低点。对管道注水时，应将管道内的空气排净，并

应缓慢升压，达到试验压力后，稳压 10min，管道应无损伤、变形。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2.3  水压严密性试验应在水压强度试验和管道冲洗合格后进行。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工作压力，稳压

30min，应无泄漏。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2.4  水压试验时环境温度不宜低于 5℃，当低于 5 ℃时，水压试验应采取防冻措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用温度计检查。  条文说明 

6.2.5  系统的埋地管道应在回填前单独或与系统一起进行水压强度试验和水压严密性试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和检查水压强度试验和水压严密性试验记录。  条文说明 

 

6.3 冲洗 

6.3.1  管道冲洗宜分区、分段进行。冲洗的水流方向应与灭火时管道的水流方向一致。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3.2  管道冲洗应连续进行，当出口处水的颜色、透明度与入口处水的颜色、透明度基本一致且无杂

物排出时，冲洗方可结束。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3.3  管道冲洗结束后，应将管道内的水排除干净，必要时应采用压缩空气吹干。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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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83.htm#61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83.htm#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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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3.4  气动、液压和干粉管道，应采用压缩空气吹扫干净。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7  系统调试 

7.1 一般规定 

7.1.1  调试应在整个系统施工结束后进行。  条文说明 

7.1.2  调试应具备下列条件： 

    1  设计施工图、设计说明书、系统组件的使用、维护说明书及其他调试必须的完整技术资料； 

    2  泡沫液罐和干粉罐中已储备满足调试要求的试验药剂量； 

    3  系统水源、电源、气源满足调试要求，电气设备应具备与系统联动调试的条件。  条文说明 

7.1.3  调试前施工单位应制定调试方案，并经监理单位批准。  条文说明 

7.1.4  调试负责人应由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参加调试的人员应职责明确，并应按照预定的调试程序进

行。  条文说明 

7.1.5  调试前应对系统进行检查，并应及时处理发现的问题。  条文说明 

7.1.6  调试前应将需要临时安装在系统上经校验合格的仪器、仪表安装完毕，调试时所需的检查设备

应准备齐全。  条文说明 

7.1.7  系统调试后应按本规范附录 C 表 C.0.6 规定的内容提出调试报告。调试报告的内容可根据具体

情况进行补充。  条文说明 

 

7.2 系统调试 

7.2.1  系统手动功能的调试结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控阀门 进行启闭功能试验，其启闭角度、反馈信号等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2  消防炮进行动作功能试验，其仰俯角度、水平回转角度、直流喷雾转换及反馈信号等指标应符

合设计要求，消防炮应不与消防炮塔碰撞干涉。 

    3  消防泵组进行启、停试验，消防泵组的动作及反馈信号应符合设计要求。 

    4  稳压泵组进行启、停试验，稳压泵组的动作及反馈信号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使系统电源处于接通状态，各控制装置的操作按钮处于手动状态。逐个按下各电控阀

门的手动启、停操作按钮，观察阀门的启、闭动作及反馈信号应正常；用手动按钮或手持式无线遥

控发射装置逐个操控相对应的消防炮做俯仰和水平回转动作，观察各消防炮的动作及反馈信号是否

正常。对带有直流喷雾转换功能的消防炮，还应检验其喷雾动作控制功能；逐个按下各消防泵组的

手动启、停操作按钮，观察消防泵组的动作及反馈信号应正常；逐个按下各稳压泵组的手动启、停

操作按钮，观察稳压泵组的动作及反馈信号应正常。  条文说明 

7.2.2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主电源和备用电源进行切换试验，调试中主、备电源的切换及电气设备

运行应正常。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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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方法：系统主、备电源处于接通状态。当系统处于手动控制状态时，以手动的方式进行 1-2

次试验，主、备电源应能切换；当系统处于自动控制状态时，在主电源上设定一个故障，备用电源

应能自动投人运行，在备用电源上设定一个故障，主电源应能自动投入运行。  条文说明 

7.2.3  消防泵组功能调试试验，其结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消防泵组运行调试试验，其性能应符合设计和产品标准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按系统设计要求，启动消防泵组，观察该消防泵组及相关设备动作是否正常，若正常，

消防泵组在设计负荷下，连续运转不应少于 2h，采用压力表、流量计、秒表、温度计进行计量。 

    2  消防泵主、备泵组自动切换功能调试试验，在设计负荷下进行转换运行试验，其主要性能应符

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接通控制装置电源，并使消防泵组控制装置处于自动状态，人工启动一台消防泵组，

观察该消防泵组及相关设备动作是否正常，若正常，则在消防泵组控制装置内人为为该消防泵组设

定一个故障，使之停泵。此时，备用消防泵组应能自动投入运行。消防泵组在设计负荷下，连续运

转不应少于 30min，采用压力表、流量计、秒表计量。  条文说明 

7.2.4  稳压泵应按设计要求进行调试。当达到设计启动条件时，稳压泵应立即启动；当达到系统设计

压力时，稳压泵应自动停止运行；当消防主泵启动时，稳压泵应停止运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7.2.5  泡沫比例混合装置调试时，应与系统喷射泡沫试验同时进行，其混合比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用流量计测量；蛋白、氟蛋白等折射指数高的泡沫液可用手持折射仪测量，水成膜、

抗溶水成膜等折射指数低的泡沫液可用手持导电度测量仪测量。  条文说明 

7.2.6  消防炮的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消防水炮和消防泡沫炮进行喷水试验，其喷射压力、仰俯角度、水平回转角度等指标应符合设

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用手动或电动实际操作，并用压力表、尺量和观测检查。 

    2  消防干粉炮应进行喷射试验，其喷射压力、喷射时间、仰俯角度、水平回转角度等指标应符合

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用压力表、秒表等观测检查。  条文说明 

7.2.7  系统各联动单元进行联动功能调试时，各联动单元被控设备的动作与信号反馈应符合设计要

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 

    检查方法：按设计的联动控制单元进行逐个检查。接通系统电源。使待检联动控制单元的被控设

备均处于自动状态：①按下对应的联动启动按钮，该单元应能按设计要求自动启动消防泵组，打开

阀门等相关设备，直至消防炮喷射灭火剂 (或水幕保护系统出水)。该单元设备的动作与信号反馈应

符合设计要求。②对具有自动启动功能的联动单元，采用对联动单元的相关探测器输入模拟启动信

号后，该单元应能按设计要求自动启动消防泵组，打开阀门等相关设备，直至消防炮喷射灭火剂(或

水幕保护系统出水)。  条文说明 

7.2.8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喷射功能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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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水炮灭火系统：当为手动灭火系统时，应以手动控制的方式对该门水炮保护范围进行喷水试

验；当为自动灭火系统时，应以手动和自动控制的方式对该门水炮保护范围分别进行喷水试验。系

统自接到启动信号至水炮炮口开始喷水的时间不应大于 5min，其各项性能指标均应达到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自接到启动信号至开始喷水的时间，用秒表测量。其他性能用压力表、流量计等观

测检查。 

    2 泡沫炮灭火系统：泡沫炮灭火系统按本条第Ⅰ款的规定喷水试验完毕，将水放空后。 应以手

动或自动控制的方式对该门泡沫炮保护范围进行喷射泡沫试验。系统自接到启动信号至泡沫炮口开

始喷射泡沫的时间不应大于 5min，喷射泡沫的时间应大于 2min，实测泡沫混合液的混合比应符合设

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自接到启动信号至开始喷泡沫的时间，用秒表测量。泡沫混合液的混合比按本规范

第 7.2.5 条的检查方法测量；用秒表测量喷射泡沫的时间，然后按生产厂给出的产品特性曲线查出对

应的流量。 

    3 干粉炮灭火系统：当为手动灭火系统时，应以手动控制的方式对该门干粉炮保护范围进行一

次喷射试验；当为自动灭火系 

统时，应以手动和自动控制的方式对该门干粉炮保护范围各进行一次喷射试验。系统自接到启动信

号至干粉炮口开始喷射干粉的时间不应大于 2min。干粉喷射时间应大于 60s，其各项性能指标均应

达到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用氮气代替干粉；自接到启动信号至干粉炮口开始喷射的时间，用秒表测量；其他

用压力表等观测。 

    4 水幕保护系统：当为手动水幕保护系统时，应以手动控制的方式对该道水幕进行一次喷水试

验；当为自动水幕保护系统时，应以手动和自动控制的方式分别进行喷水试验。其各项性能指标均

应达到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自接到启动信号至开始喷水的时间，用秒表测量。其他性能用压力表、流量计等观

测检查。  条文说明 

 

8  系统验收 

8.1 一般规定 

8.1.1  系统验收时，应提供下列文件资料，并按本规范附录 E 填写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记录。 

    1  经批准的设计施工图、设计说明书； 

    2  设计变更通知书、竣工图； 

    3  系统组件、泡沫液和干粉的市场准入制度要求的有效证明文件和产品出厂合格证；由具有资质

的单位出具的泡沫液、干粉现场取样检验报告；材料的出厂检验报告与合格证；材料与系统组件进

场检验的复验报告； 

    4  系统组件的安装使用说明书； 

    5  施工许可证(开工证) 和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6  系统施工过程检查记录及阀门的强度和严密性试验记录、管道试压和管道冲洗记录，隐蔽工程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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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记录； 

    7  系统验收申请报告。  条文说明 

8.1.2  系统的验收应包括系统施工质量验收和系统功能验收，系统功能验收应包括启动功能验收和喷

射功能验收。系统验收合格后，应按本规范附录 F 填写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条文说明 

8.1.3 系统施工质量验收合格但功能验收不合格应判定为系统不合格，不得通过验收。  条文说明 

8.1.4  系统验收合格后，应冲洗放空，复原系统，并向建设单位移交本规范第 2.0.5 条和第 8.1.1 条列

出资料及各种验收记录、报告。  条文说明 

 

8.2 系统验收 

8.2.1  系统施工质量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系统组件及配件的规格、型号、数量、安装位置及安装质量； 

    2  管道及附件的规格、型号、位置、坡向、坡度、连接方式及安装质量； 

    3  固定管道的支、吊架，管墩的位置、间距及牢固程度； 

    4  管道穿防火堤、楼板、防火墙及变形缝的处理； 

    5  管道和设备的防腐； 

    6  消防泵房、水源和水位指示装置； 

    7  电源、备用动力及电气设备；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和量测及试验检查。  条文说明 

8.2.2  系统启动功能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系统手动启动功能验收试验 。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使系统电源处于接通状态，各控制装置的操作按钮处于手动状态。逐个按下各消防泵

组的手动操作启、停按钮，观察消防泵组的动作及反馈信号应正常；逐个按下各电控阀门的手动操

作启、停按钮，观察阀门的启、闭动作及反馈信号应正常；用手动按钮或手持式无线遥控发射装置

逐个操控相对应的消防炮做俯仰 

和水平回转动作，观察各消防炮的动作及反馈信号是否正常，观察消防炮在设计规定的回转范围内

是否与消防炮塔干涉，消防炮塔的防腐涂层是否完好。对带有直流喷雾转换功能的消防炮，还应检

验其喷雾动作控制功能。 

    2  主、备电源的切换功能验收试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系统主、备电源处于接通状态，在主电源上设定一个故障，备用电源应能自动投入运

行；在备用电源上设定一个故障，主电源应能自动投入运行。 

    3  消防泵组功能验收试验。 

    1)  消防泵组运行验收试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按系统设计要求，启动消防泵组，观察该消防泵组及相关设备动作是否正常，若正常，

消防泵组在设计负荷下，连续运转不应少于 2h。 

    2)  主、备泵组自动切换功能验收试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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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方法：接通控制装置电源，并使消防泵组控制装置处于自动状态，人工启动一台消防泵组，

观察该消防泵组及相关设备动作是否正常，若正常，则在消防泵组控制装置内人为为该消防泵组设

定一个故障，使之停泵。此时，备用消防泵组应能自动投入运行。消防泵组在设计负荷下，连续运

转不应少于 30min。 

    4  联动控制功能验收试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按设计的联动控制单元进行逐个检查。接通系统电源，使待检联动控制单元的被控设

备均处于自动状态，按下对应的联动启动按钮，该单元应能按设计要求自动启动消防泵组，打开阀

门等相关设备，直至消防炮喷射灭火剂( 或水幕保护系统出水)。该单元设备的动作与信号反馈应符

合设计要求。  条文说明 

8.2.3  系统喷射功能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验收条件： 

    1)  水炮和水幕保护系统采用消防水进行喷射； 

    2)  泡沫炮系统的比例混合装置及泡沫液的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 

    3)  消防泵组供水达到额定供水压力； 

    4)  干粉炮系统的干粉型号、规格、储量和氮气瓶组的规格、压力应符合系统设计要求； 

    5)  系统手动启动和联动控制功能正常； 

    6)  系统中参与控制的阀门工作正常。 

    试验结果： 

    1)  水炮、水幕、泡沫炮的实际工作压力不应小于相应的设计工作压力； 

    2)  水炮、泡沫炮、干粉炮的水平、俯仰回转角应符合设计要求，带直流喷雾转换功能的消防水

炮的喷雾角应符合设计要求； 

    3)  保护水幕喷头的喷射高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4)  泡沫炮系统的泡沫比例混合装置提供的混合液的混合比应符合设计要求； 

    5)  水炮系统和泡沫炮系统自启动至喷出水或泡沫的时间不应大于 5min；干粉炮系统自启动至喷

出干粉的时间不应大于 2min。  条文说明 

8.2.4 系统功能验收判定条件。系统启动功能与喷射功能验收全部检查内 容验收合格。方可判定为

系统功能验收合格。  条文说明 

 

9 维护管理 

9.1 一般规定 

9.1.1  系统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  条文说明 

9.1.2  系统应由经过专门培训，并经考试合格后的专人负责定期检查和维护。  条文说明 

9.1.3  系统投入使用时应具备下列文件资料： 

    1  施工、验收阶段所出具的文件资料； 

    2  系统的维护管理规程及记录表。  条文说明 

9.1.4  对检查和试验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解决，对损坏或不合格者应立即更换，并应复原系统。 

  条文说明 

9.1.5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发生故障时，应向主管值班人员报告，取得维护负责人的同意并采取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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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后方能修理。  条文说明 

9.1.6  干粉罐与氮气瓶组的维护应按照《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规定执行。  条文说明 

9.1.7  应对灭火剂的使用有效期进行定期检查，对超出使用期限的灭火剂应及时更换。  条文说明 

 

9.2 系统定期检查与试验 

9.2.1  系统维护管理检查项目应按附录 G 进行。  条文说明 

9.2.2  周检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阀门启闭正常； 

    2  消防炮的回转机构等动作正常； 

    3  系统组件及配件外观完好。 

9.2.3  月检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消防泵组启动运转正常； 

    2  氮气瓶的储压不应小于设计压力的 90%； 

    3  供水水源及水位指示装置应正常； 

    4  控制装置运行正常； 

    5  泡沫液罐内泡沫液的液位正常。 

9.2.4  半年检泡沫炮、水炮系统喷水应正常。 

9.2.5  系统运行每隔两年，应按下列规定对系统进行检查和试验： 

    1  系统喷射试验，试验完毕应对泡沫管道、干粉管道进行冲洗。对于干粉炮系统，可用氮气进行

模拟喷射试验，试验压力取设计压力。并对系统所有的设备、设施、管道及附件进行全面检查，结

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2  系统管道冲洗，清除锈渣，并进行涂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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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分部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划分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分部工程、子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应按表 A 划分。 

表 A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分部工程、子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划分 

 

  

http://gf.1190119.com/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与验收规范》GB 50498-2009                         中国消防规范网 gf.1190119.com 

26 

 

公众号 CN00119 

附录 B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应由施工单位按表 B 填写，监理工程师和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进行

检查，并作出检查结论。 

表 B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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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过程检查记录 

C.0.1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过程中的进场检验记录应由施工单位质量检查员按表 C.0.1 填写，监

理工程师进行检查，并作出检查结论。 

表 C.0.1 进场检验记录 

 

C.0.2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阀门强度和严密性试验记录应由施工单位质量检查员按表 C.0.2 填写，

监理工程师进行检查，并作出检查结论。 

表 C.0.2 阀门强度和严密性试验记录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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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组件安 装与施工记录应由施工单位质量检查员按表 C.0.3 填写，监理

工程师进行检查，并作出检查结论。 

表 C.0.3 系统组件安装与施工检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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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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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0.3 

 

C.0.4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电气安装与施工应由施工单位质量检查员按表 C.0.4 填写，监理工程师

进行检查，并作出检查结论。 

表 C.0.4 电气安装与施工检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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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管道水压试验记 录应由施工单位质量检查员按表 C.0.5 填写，监理工

程师进行检查，并作出检查结论。 

表 C.0.5 管道水压试验记录 

 

C.0.6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冲洗记录应由施工单位质量检查员按表 C.0.6 填写，监理工程师进行检

查，并作出检查结论。 

表 C.0.6 冲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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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7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系统调试记录应由施工单位质量检查员按表 C.0.7 填写，监理工程师进

行检查，并作出 检查结论。 

表 C.0.7 系统调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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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隐蔽工程验收应由施工单位按表 D 填写，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建设、监理等单位进行验收，

并作出验收结论，由监理工程师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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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质量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记录应由 施工单位按表 E 填写，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

织监理工程师、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等进行核查，并作出核查结论，由监理单位填写。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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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验收记录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验收应由施工单位按表 F 填写，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监理工程师、设

计单位项目负责人、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进行验收，并作出验收结论，由监理单位填写。 

表 F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验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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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维护管理记录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维护管理检查工作应按表 G 进行。 

表 G 维护管理检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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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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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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