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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149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0116

—2013，自 2014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3.1.6、3.1.7、3.4.1、3.4.4、

3.4.6、4.1.1、4.1.3、4.1.4、4.1.6、4.8.1、4.8.4、4.8.5、4.8.7、4.8.12、6.5.2、

6.7.1、6.7.5、6.8.2、6.8.3、10.1.1、11.2.2、11.2.5、12.1.11、12.2.3 为强制

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程》GB 50116—98 同

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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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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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2006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第一批)>的通知》

（建标(2006)77 号）的要求，由公安部沈阳消防研究所会同有关单位对原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98 进行全面修订的基础上编制而成。 
本规范在修订过程中，修订组遵循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

究，认真总结了火灾事故教训和我国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工程的实践经验，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标准规

范，吸取了先进的科研成果，广泛征求了设计、监理、施工、产品制造、消防监督等各有关单位的

意见，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 12 章和 7 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消防联动控制设计、火

灾探测器的选择、系统设备的设置、住宅建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电气火

灾监控系统、系统供电、布线、典型场所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等。 

本次规范修订是一次全面修订。在维持原规范基本框架、保留合理内容的基础上作了必要的补

充和修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补充了有关线型火灾探测器、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可燃气体探测器、区域显示器、消防应

急广播、气体灭火控制器、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消防专用电话、火灾警报装置，以及模块等

设备或部件的工程设计要求，使规范内容更加全面，更加符合实际需要。 

2.增加了电气火灾监控系统、住宅建筑火灾报警系统、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的工程设计要求。 

3.增加了道路隧道、油罐区、电缆隧道等典型场所使用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工程设计要求。 

4.细化了消防联动控制的工程设计要求，使规范更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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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范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由公安部消防局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由公安部沈阳消防研究所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本规范执行过程中，希望各单位结合工程实

践认真总结经验，注意积累资料，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公安部沈阳消防研究所（地址：辽

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文大路 218—20 号甲，邮政编码：110034），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公安部沈阳消防研究所 

    参编单位：上海市公安消防总队 

              广东省公安消防总队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 

              西安盛赛尔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首安工业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松江飞繁电子有限公司 

              北京利达集团 

              海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施耐德万高(天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防火研究所 

    主要起草人：丁宏军、张颖琮、刘凯、沈 纹、严洪、王金元、张文才、吕立、李宏文、孙成群、

丁杰、吴军、温伯银、李宁、罗崇嵩、王爱中、刘敏、胡少英、蔡钧、傅俊豪 

    主要审查人：陈南、郭树林、李国华、杨瑞新、倪照鹏、王炯、蒋皓、李炳华、杨德才、陈汉

民、王东林、陈建飙、李忠、张明、邵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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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 CN00119 

1 总 则 

1.0.1 为了合理设计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预防和减少火灾危害，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制定本规范。 

条文说明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建、构筑物中设置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计，不适用于生

产和贮存火药、炸药、弹药、火工品等场所设置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计。  条文说明 

1.0.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计，应遵循国家有关方针、政策，针对保护对象的特点，做到安全可靠、

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条文说明 

1.0.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 

 

2 术 语 

2.0.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automatic fire alarm system 

探测火灾早期特征、发出火灾报警信号，为人员疏散、防止火灾蔓延和启动自动灭火设备提供控制

与指示的消防系统。  条文说明  图示  图示 

2.0.2 报警区域 alarm zone 

    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警戒范围按防火分区或楼层等划分的单元。  条文说明 

2.0.3 探测区域 detection zone 

    将报警区域按探测火灾的部位划分的单元。  条文说明 

2.0.4 保护面积 monitoring area 

    一只火灾探测器能有效探测的面积。  条文说明 

2.0.5 安装间距 installation spacing 

    两只相邻火灾探测器中心之间的水平距离。 

2.0.6 保护半径 monitoring radius 

    一只火灾探测器能有效探测的单向最大水平距离。 

2.0.7 联动控制信号 control signal to start & stop an automatic equipment 

    由消防联动控制器发出的用于控制消防设备(设施)工作的信号。  条文说明 

2.0.8 联动反馈信号 feedback signal from automatic equipment 

受控消防设备(设施)将其工作状态信息发送给消防联动控制器的信号。  条文说明 

2.0.9 联动触发信号 signal for logical program 

消防联动控制器接收的用于逻辑判断的信号。  条文说明 

 

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可用于人员居住和经常有人滞留的场所、存放重要物资或燃烧后产生严重污

染需要及时报警的场所。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3.htm#10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3.htm#10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3.htm#10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3.htm#10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3.htm#10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3.htm#10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4.htm#20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69.htm#20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70.htm#20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4.htm#20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4.htm#20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4.htm#20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4.htm#20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4.htm#20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4.htm#20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6.htm#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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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 CN00119 

3.1.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设有自动和手动两种触发装置。  条文说明 

3.1.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备应选择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有关市场准入制度的产品。  条文说明 

3.1.4 系统中各类设备之间的接口和通信协议的兼容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组件

兼容性要求》GB 22134 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3.1.5 任一台火灾报警控制器所连接的火灾探测器、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和模块等设备总数和地址总

数，均不应超过 3200 点，其中每一总线回路连接设备的总数不宜超过 200 点，且应留有不少于额

定容量 10% 的余量；任一台消防联动控制器地址总数或火灾报警控制器（联动型）所控制的各类

模块总数不应超过 1600 点，每一联动总线回路连接设备的总数不宜超过 100 点，且应留有不少于

额定容量 10% 的余量。  条文说明  图示 

3.1.6 系统总线上应设置总线短路隔离器，每只总线短路隔离器保护的火灾探测器、手动火灾报警

按钮和模块等消防设备的总数不应超过 32 点；总线穿越防火分区时，应在穿越处设置总线短路隔

离器。  条文说明  图示  图示 

3.1.7 高度超过 100m 的建筑中，除消防控制室内设置的控制器外，每台控制器直接控制的火灾探

测器、手动报警按钮和模块等设备不应跨越避难层。  条文说明  图示 

3.1.8 水泵控制柜、风机控制柜等消防电气控制装置不应采用变频启动方式。  条文说明 

3.1.9 地铁列车上设置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能通过无线网络等方式将列车上发生火灾的部位信息

传输给消防控制室。  条文说明 

 

3.2 系统形式的选择和设计要求 

3.2.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形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仅需要报警，不需要联动自动消防设备的保护对象宜采用区域报警系统。 

    2 不仅需要报警，同时需要联动自动消防设备，且只设置一台具有集中控制功能的火灾报警控

制器和消防联动控制器的保护对象，应采用集中报警系统， 并应设置一个消防控制室。 

    3 设置两个及以上消防控制室的保护对象，或己设置两个及以上集中报警系统的保护对象，应

采用控制中心报警系统。  条文说明  图示 

3.2.2 区域报警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应由火灾探测器、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火灾声光警报器及火灾报警控制器等组成，系统

中可包括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和指示楼层的区域显示器。 

    2 火灾报警控制器应设置在有人值班的场所。 

    3 系统设置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时，该装置应具有传输本规范附录 A 和附录 B 规定的有

关信息的功能；系统未设置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时，应设置火警传输设备。  条文说明  图示 

3.2.3 集中报警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应由火灾探测器、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火灾声光警报器、消防应急广播、消防专用电话、

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火灾报警控制器、消防联动控制器等组成。 

    2 系统中的火灾报警控制器、消防联动控制器和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消防应急广播的控

制装置、消防专用电话总机等起集中控制作用的消防设备，应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 

    3 系统设置的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应具有传输本规范附录 A 和附录 B 规定的有关信息

的功能。  条文说明  图示  图示 

3.2.4 控制中心报警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两个及以上消防控制室时，应确定一个主消防控制室。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6.htm#3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6.htm#31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6.htm#31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6.htm#31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71.htm#31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6.htm#31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72.htm#316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73.htm#316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6.htm#31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74.htm#31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6.htm#318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6.htm#319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7.htm#32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75.htm#32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7.htm#3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76.htm#3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7.htm#32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77.htm#323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78.htm#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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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主消防控制室应能显示所有火灾报警信号和联动控制状态信号，并应能控制重要的消防设备；

各分消防控制室内消防设备之间可互相传输、显示状态信息，但不应互相控制。 

    3 系统设置的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应具有传输本规范附录 A 和附录 B 规定的有关信息

的功能。 

4 其他设计应符合本规范第 3.2.3 条的规定。  条文说明  图示 

 

3.3 报警区域和探测区域的划分 

3.3.1 报警区域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报警区域应根据防火分区或楼层划分；可将一个防火分区或一个楼层划分为一个报警区域，

也可将发生火灾时需要同时联动消防设备的相邻几个防火分区或楼层划分为一个报警区域。 

    2 电缆隧道的一个报警区域宜由一个封闭长度区间组成，一个报警区域不应超过相连的 3 个封

闭长度区间；道路隧道的报警区域应根据排烟系统或灭火系统的联动需要确定，且不宜超过 150m 。 

    3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区的报警区域应由一个储罐区组成，每个 50000m³ 及以上的外浮顶

储罐应单独划分为一个报警区域。 

    4 列车的报警区域应按车厢划分，每节车厢应划分为一个报警区域。  条文说明 

3.3.2 探测区域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探测区域应按独立房(套)间划分。一个探测区域的面积不宜超过 500 ㎡ ；从主要入口能看清

其内部，且面积不超过 1000 ㎡ 的房间，也可划为一个探测区域。 

    2 红外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和缆式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的探测区域的长度，不宜超过 100m； 

空气管差温火灾探测器的探测区域长度宜为 20m～100m。  条文说明 

3.3.3 下列场所应单独划分探测区域： 

    1 敞开或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 

    2 防烟楼梯间前室、消防电梯前室、消防电梯与防烟楼梯间合用的前室、走道、坡道。 

    3 电气管道井、通信管道井、电缆隧道。 

4 建筑物闷顶、夹层。  条文说明 

 

3.4 消防控制室 

3.4.1 具有消防联动功能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保护对象中应设置消防控制室。  条文说明 

3.4.2 消防控制室内设置的消防设备应包括火灾报警控制器、消防联动控制器、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

装置、消防专用电话总机、消防应急广播控制装置、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控制装置、消防

电源监控器等设备或具有相应功能的组合设备。消防控制室内设置的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应能

显示本规范附录A 规定的建筑物内设置的全部消防系统及相关设备的动态信息和本规范附录 B 规

定的消防安全管理信息，并应为远程监控系统预留接口，同时应具有向远程监控系统传输本规范附

录 A 和附录 B 规定的有关信息的功能。  条文说明  图示 

3.4.3 消防控制室应设有用于火灾报警的外线电话。  条文说明  图示 

3.4.4 消防控制室应有相应的竣工图纸、各分系统控制逻辑关系说明、设备使用说明书、系统操作

规程、应急预案、值班制度、维护保养制度及值班记录等文件资料。  条文说明 

3.4.5 消防控制室送、回风管的穿墙处应设防火阀。  条文说明  图示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7.htm#32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79.htm#32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9.htm#33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9.htm#33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69.htm#33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70.htm#34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70.htm#34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0.htm#34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70.htm#34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0.htm#34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70.htm#34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70.htm#34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0.htm#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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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消防控制室内严禁穿过与消防设施无关的电气线路及管路。  条文说明  图示 

3.4.7 消防控制室不应设置在电磁场干扰较强及其他影响消防控制室设备工作的设备用房附近。 

条文说明 

3.4.8 消防控制室内设备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备面盘前的操作距离，单列布置时不应小于 1.5m；双列布置时不应小于 2m。 

    2 在值班人员经常工作的一面，设备面盘至墙的距离不应小于 3m。 

    3 设备面盘后的维修距离不宜小于 1m。 

    4 设备面盘的排列长度大于 4m 时，其两端应设置宽度不小于 1m 的通道。 

    5 与建筑其他弱电系统合用的消防控制室内，消防设备应集中设置，并应与其他设备间有明显

间隔。  条文说明  图示 

3.4.9 消防控制室的显示与控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GB 25506 的有

关规定。  条文说明 

3.4.10 消防控制室的信息记录、信息传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GB 

25506 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4 消防联动控制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消防联动控制器应能按设定的控制逻辑向各相关的受控设备发出联动控制信号，并接受相关

设备的联动反馈信号。  条文说明  图示  图示 

4.1.2 消防联动控制器的电压控制输出应采用直流 24V ，其电源容量应满足受控消防设备同时启动

且维持工作的控制容量要求。  条文说明 

4.1.3 各受控设备接口的特性参数应与消防联动控制器发出的联动控制信号相匹配。  条文说明  

图示  图示 

4.1.4 消防水泵、防烟和排烟风机的控制设备，除应采用联动控制方式外，还应在消防控制室设置

手动直接控制装置。  条文说明  图示  图示 

4.1.5 启动电流较大的消防设备宜分时启动。  条文说明 

4.1.6 需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控制的消防设备，其联动触发信号应采用两个独立的报警触发装

置报警信号的“与”逻辑组合。  条文说明  图示  图示 

 

4.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4.2.1 湿式系统和干式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联动控制方式，应由湿式报警阀压力开关的动作信号作为触发信号，直接控制启动喷淋消防

泵，联动控制不应受消防联动控制器处于自动或手动状态影响。 

    2 手动控制方式，应将喷淋消防泵控制箱（柜）的启动、停止按钮用专用线路直接连接至设置

在消防控制室内的消防联动控制器的手动控制盘，直接手动控制喷淋消防泵的启动、停止。 

    3 水流指示器、信号阀、压力开关、喷淋消防泵的启动和停止的动作信号应反馈至消防联动控

制器。  条文说明  图示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70.htm#34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0.htm#34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70.htm#34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70.htm#348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0.htm#348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70.htm#349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70.htm#3410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6.htm#4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1.htm#41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2.htm#41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6.htm#4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6.htm#41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1.htm#41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2.htm#41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6.htm#41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1.htm#41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2.htm#41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6.htm#41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6.htm#41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1.htm#41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2.htm#41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9.htm#42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3.htm#42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2013                                中国消防规范网 gf.1190119.com 

11 

 

公众号 CN00119 

4.2.2 预作用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联动控制方式，应由同一报警区域内两只及以上独立的感烟火灾探测器或一只感烟火灾探测

器与一只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报警信号，作为预作用阀组开启的联动触发信号。由消防联动控制器

控制预作用阀组的开启，使系统转变为湿式系统；当系统设有快速排气装置时，应联动控制排气阀

前的电动阀的开启。湿式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应符合本规范第 4.2.1 条的规定。 

    2 手动控制方式，应将喷淋消防泵控制箱（柜）的启动和停止按钮、预作用阀组和快速排气阀

入口前的电动阀的启动和停止按钮，用专用线路直接连接至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的消防联动控制器

的手动控制盘，直接手动控制喷淋消防泵的启动、停止及预作用阀组和电动阀的开启。 

    3 水流指示器、信号阀、压力开关、喷淋消防泵的启动和停止的动作信号，有压气体管道气压

状态信号和快速排气阀入口前电动阀的动作信号应反馈至消防联动控制器。  条文说明 

4.2.3 雨淋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联动控制方式，应由同一报警区域内两只及以上独立的感温火灾探测器或一只感温火灾探测

器与一只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报警信号，作为雨淋阀组开启的联动触发信号。应由消防联动控制器

控制雨淋阀组的开启。 

    2 手动控制方式，应将雨淋消防泵控制箱（柜）的启动和停止按钮、雨淋阀组的启动和停止按

钮，用专用线路直接连接至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的消防联动控制器的手动控制盘，直接手动控制雨

淋消防泵的启动、停止及雨淋阀组的开启。 

    3 水流指示器，压力开关，雨淋阀组、雨淋消防泵的启动和停止的动作信号应反馈至消防联动

控制器。  条文说明 

4.2.4 自动控制的水幕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联动控制方式，当自动控制的水幕系统用于防火卷帘的保护时，应由防火卷帘下落到楼板面

的动作信号与本报警区域内任一火灾探测器或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报警信号作为水幕阀组启动的联

动触发信号，并应由消防联动控制器联动控制水幕系统相关控制阀组的启动；仅用水幕系统作为防

火分隔时，应由该报警区域内两只独立的感温火灾探测器的火灾报警信号作为水幕阀组启动的联动

触发信号，并应由消防联动控制器联动控制水幕系统相关控制阀组的启动。 

    2 手动控制方式，应将水幕系统相关控制阀组和消防泵控制箱（柜）的启动、停止按钮用专用

线路直接连接至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的消防联动控制器的手动控制盘，并应直接手动控制消防泵的

启动、停止及水幕系统相关控制阀组的开启。 

3 压力开关、水幕系统相关控制阀组和消防泵的启动、停止的动作信号，应反馈至消防联动控

制器。  条文说明 

 

4.3 消火栓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4.3.1 联动控制方式，应由消火栓系统出水干管上设置的低压压力开关、高位消防水箱出水管上设置

的流量开关或报警阀压力开关等信号作为触发信号，直接控制启动消火栓泵，联动控制不应受消防

联动控制器处于自动或手动状态影响。当设置消火栓按钮时，消火栓按钮的动作信号应作为报警信

号及启动消火栓泵的联动触发信号，由消防联动控制器联动控制消火栓泵的启动。  条文说明 图示 

4.3.2 手动控制方式，应将消火栓泵控制箱（柜）的启动、停止按钮用专用线路直接连接至设置在消

防控制室内的消防联动控制器的手动控制盘，并应直接手动控制消火栓泵的启动、停止。 

条文说明  图示 

4.3.3 消火栓泵的动作信号应反馈至消防联动控制器。  条文说明  图示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9.htm#4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9.htm#42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89.htm#42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90.htm#43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5.htm#43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90.htm#43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5.htm#43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90.htm#43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5.htm#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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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气体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4.4.1 气体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应分别由专用的气体灭火控制器、泡沫灭火控制器控制。 

条文说明  图示 

4.4.2 气体灭火控制器、泡沫灭火控制器直接连接火灾探测器时，气体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的自

动控制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由同一防护区域内两只独立的火灾探测器的报警信号、一只火灾探测器与一只手动火灾报

警按钮的报警信号或防护区外的紧急启动信号，作为系统的联动触发信号，探测器的组合宜采用感

烟火灾探测器和感温火灾探测器，各类探测器应按本规范第 6.2 节的规定分别计算保护面积。 

    2 气体灭火控制器、泡沫灭火控制器在接收到满足联动逻辑关系的首个联动触发信号后，应启

动设置在该防护区内的火灾声光警报器，且联动触发信号应为任一防护区域内设置的感烟火灾探测

器、其他类型火灾探测器或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首次报警信号；在接收到第二个联动触发信号后，

应发出联动控制信号，且联动触发信号应为同一防护区域内与首次报警的火灾探测器或手动火灾报

警按钮相邻的感温火灾探测器、火焰探测器或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报警信号。 

    3 联动控制信号应包括下列内容： 

     1）关闭防护区域的送（排）风机及送（排）风阀门： 

     2）停止通风和空气调节系统及关闭设置在该防护区域的电动防火阀； 

     3）联动控制防护区域开口封闭装置的启动，包括关闭防护区域的门、窗； 

     4）启动气体灭火装置、泡沫灭火装置，气体灭火控制器、泡沫灭火控制器，可设定不大于 30s 

的延迟喷射时间。 

    4 平时无人工作的防护区，可设置为无延迟的喷射，应在接收到满足联动逻辑关系的首个联动

触发信号后按本条第 3 款规定执行除启动气体灭火装置、泡沫灭火装置外的联动控制；在接收到第

二个联动触发信号后，应启动气体灭火装置、泡沫灭火装置。 

    5 气体灭火防护区出口外上方应设置表示气体喷洒的火灾声光警报器，指示气体释放的声信号

应与该保护对象中设置的火灾声警报器的声信号有明显区别。启动气体灭火装置、泡沫灭火装置的

同时，应启动设置在防护区入口处表示气体喷洒的火灾声光警报器；组合分配系统应首先开启相应

防护区域的选择阀，然后启动气体灭火装置、泡沫灭火装置。  条文说明  图示 

4.4.3 气体灭火控制器、泡沫灭火控制器不直接连接火灾探测器时，气体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的

自动控制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气体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的联动触发信号应由火灾报警控制器或消防联动控制器发出。 

2 气体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的联动触发信号和联动控制均应符合本规范第 4.4.2 条的规定。 

条文说明 

4.4.4 气体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的手动控制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防护区疏散出口的门外应设置气体灭火装置、泡沫灭火装置的手动启动和停止按钮，手动

启动按钮按下时，气体灭火控制器、泡沫灭火控制器应执行符合本规范第 4.4.2 条第 3 款和第 5 款

规定的联动操作；手动停止按钮按下时，气体灭火控制器、泡沫灭火控制器应停止正在执行的联动

操作。 

    2 气体灭火控制器、泡沫灭火控制器上应设置对应于不同防护区的手动启动和停止按钮，手动

启动按钮按下时，气体灭火控制器、泡沫灭火控制器应执行符合本规范第 4.4.2 条第 3 款和第 5 款

规定的联动操作；手动停止按钮按下时，气体灭火控制器、泡沫灭火控制器应停止正在执行的联动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91.htm#44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6.htm#44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91.htm#44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6.htm#44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91.htm#44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91.htm#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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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条文说明 

4.4.5 气体灭火装置、泡沫灭火装置启动及喷放各阶段的联动控制及系统的反馈信号，应反馈至消防

联动控制器。系统的联动反馈信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气体灭火控制器、泡沫灭火控制器直接连接的火灾探测器的报警信号。 

    2 选择阀的动作信号。 

    3 压力开关的动作信号。  条文说明 

4.4.6 在防护区域内设有手动与自动控制转换装置的系统，其手动或自动控制方式的工作状态应在防

护区内、外的手动和自动控制状态显示装置上显示，该状态信号应反馈至消防联动控制器。 

条文说明 

 

4.5 防烟排烟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4.5.1 防烟系统的联动控制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由加压送风口所在防火分区内的两只独立的火灾探测器或一只火灾探测器与一只手动火灾

报警按钮的报警信号，作为送风口开启和加压送风机启动的联动触发信号，并应由消防联动控制器

联动控制相关层前室等需要加压送风场所的加压送风口开启和加压送风机启动。 

    2 应由同一防烟分区内且位于电动挡烟垂壁附近的两只独立的感烟火灾探测器的报警信号，作

为电动挡烟垂壁降落的联动触发信号，并应由消防联动控制器联动控制电动挡烟垂壁的降落。 

条文说明  图示 

4.5.2 排烟系统的联动控制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由同一防烟分区内的两只独立的火灾探测器的报警信号，作为排烟口、排烟窗或排烟阀开

启的联动触发信号，并应由消防联动控制器联动控制排烟口、排烟窗或排烟阀的开启，同时停止该

防烟分区的空气调节系统。 

    2 应由排烟口、排烟窗或排烟阀开启的动作信号，作为排烟风机启动的联动触发信号，并应由

消防联动控制器联动控制排烟风机的启动。  条文说明  图示 

4.5.3 防烟系统、排烟系统的手动控制方式，应能在消防控制室内的消防联动控制器上手动控制送风

口、电动挡烟垂壁、排烟口、排烟窗、排烟阀的开启或关闭及防烟风机、排烟风机等设备的启动或

停止，防烟、排烟风机的启动、停止按钮应采用专用线路直接连接至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的消防联

动控制器的手动控制盘，并应直接手动控制防烟、排烟风机的启动、停止。  条文说明  图示 

4.5.4 送风口、排烟口、排烟窗或排烟阀开启和关闭的动作信号，防烟、排烟风机启动和停止及电动

防火阀关闭的动作信号，均应反馈至消防联动控制器。  条文说明  图示 

4.5.5 排烟风机入口处的总管上设置的 280℃ 排烟防火阀在关闭后应直接联动控制风机停止，排烟

防火阀及风机的动作信号应反馈至消防联动控制器。  条文说明  图示 

 

4.6 防火门及防火卷帘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4.6.1 防火门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由常开防火门所在防火分区内的两只独立的火灾探测器或一只火灾探测器与一只手动火灾

报警按钮的报警信号，作为常开防火门关闭的联动触发信号，联动触发信号应由火灾报警控制器或

消防联动控制器发出，并应由消防联动控制器或防火门监控器联动控制防火门关闭。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91.htm#44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91.htm#44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91.htm#44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91.htm#44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92.htm#45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7.htm#45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92.htm#45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7.htm#45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92.htm#45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7.htm#45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92.htm#45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7.htm#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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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疏散通道上各防火门的开启、关闭及故障状态信号应反馈至防火门监控器。  条文说明 

图示  图示  图示 

4.6.2 防火卷帘的升降应由防火卷帘控制器控制。  条文说明 

4.6.3 疏散通道上设置的防火卷帘的联动控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联动控制方式，防火分区内任两只独立的感烟火灾探测器或任一只专门用于联动防火卷帘的感

烟火灾探测器的报警信号应联动控制防火卷帘下降至距楼板面 1.8m 处；任一只专门用于联动防火

卷帘的感温火灾探测器的报警信号应联动控制防火卷帘下降到楼板面；在卷帘的任一侧距卷帘纵深 

0.5m～5m 内应设置不少于 2 只专门用于联动防火卷帘的感温火灾探测器。 

   2 手动控制方式，应由防火卷帘两侧设置的手动控制按钮控制防火卷帘的升降。  条文说明 

4.6.4 非疏散通道上设置的防火卷帘的联动控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联动控制方式，应由防火卷帘所在防火分区内任两只独立的火灾探测器的报警信号，作为防火

卷帘下降的联动触发信号，并应联动控制防火卷帘直接下降到楼板面。 

   2 手动控制方式，应由防火卷帘两侧设置的手动控制按钮控制防火卷帘的升降，并应能在消防控

制室内的消防联动控制器上手动控制防火卷帘的降落。  条文说明 

4.6.5 防火卷帘下降至距楼板面 1.8m 处、下降到楼板面的动作信号和防火卷帘控制器直接连接的

感烟、感温火灾探测器的报警信号，应反馈至消防联动控制器。  条文说明 

 

4.7 电梯的联动控制设计 

4.7.1 消防联动控制器应具有发出联动控制信号强制所有电梯停于首层或电梯转换层的功能。 

条文说明 

4.7.2 电梯运行状态信息和停于首层或转换层的反馈信号，应传送给消防控制室显示，轿厢内应设置

能直接与消防控制室通话的专用电话。  条文说明 

 

4.8 火灾警报和消防应急广播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4.8.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设置火灾声光警报器，并应在确认火灾后启动建筑内的所有火灾声光警

报器。  条文说明 

4.8.2 未设置消防联动控制器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火灾声光警报器应由火灾报警控制器控制；设置

消防联动控制器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火灾声光警报器应由火灾报警控制器或消防联动控制器控制。 

条文说明 

4.8.3 公共场所宜设置具有同一种火灾变调声的火灾声警报器；具有多个报警区域的保护对象，宜选

用带有语音提示的火灾声警报器；学校、工厂等各类日常使用电铃的场所，不应使用警铃作为火灾

声警报器。  条文说明 

4.8.4 火灾声警报器设置带有语音提示功能时，应同时设置语音同步器。  条文说明 

4.8.5 同一建筑内设置多个火灾声警报器时，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能同时启动和停止所有火灾声警

报器工作。  条文说明 

4.8.6 火灾声警报器单次发出火灾警报时间宜为 8s～20s ，同时设有消防应急广播时，火灾声警报

应与消防应急广播交替循环播放。  条文说明 

4.8.7 集中报警系统和控制中心报警系统应设置消防应急广播。  条文说明  图示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93.htm#46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8.htm#46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9.htm#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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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f.1190119.com/article-193.htm#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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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 消防应急广播系统的联动控制信号应由消防联动控制器发出。当确认火灾后，应同时向全楼进

行广播。  条文说明  图示 

4.8.9 消防应急广播的单次语音播放时间宜为 10s～30s ，应与火灾声警报器分时交替工作，可采取 

1 次火灾声警报器播放、1 次或 2 次消防应急广播播放的交替工作方式循环播放。  条文说明 

4.8.10 在消防控制室应能手动或按预设控制逻辑联动控制选择广播分区、启动或停止应急广播系统，

并应能监听消防应急广播。在通过传声器进行应急广播时，应自动对广播内容进行录音。 

条文说明  图示 

4.8.11 消防控制室内应能显示消防应急广播的广播分区的工作状态。  条文说明 

4.8.12 消防应急广播与普通广播或背景音乐广播合用时，应具有强制切入消防应急广播的功能。 

条文说明  图示 

 

4.9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 

4.9.1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的联动控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应由火灾报警控制器或消防联动控制器启动应急照

明控制器实现。 

   2 集中电源非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应由消防联动控制器联动应急照明集中

电源和应急照明分配电装置实现。 

   3 自带电源非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应由消防联动控制器联动消防应急照明

配电箱实现。  条文说明  图示  图示 

4.9.2 当确认火灾后，由发生火灾的报警区域开始，顺序启动全楼疏散通道的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

示系统，系统全部投入应急状态的启动时间不应大于 5s 。  条文说明 

4.10 相关联动控制设计 

4.10.1 消防联动控制器应具有切断火灾区域及相关区域的非消防电源的功能，当需要切断正常照明

时，宜在自动喷淋系统、消火栓系统动作前切断。  条文说明 

4.10.2 消防联动控制器应具有自动打开涉及疏散的电动栅杆等的功能，宜开启相关区域安全技术防

范系统的摄像机监视火灾现场。  条文说明 

4.10.3 消防联动控制器应具有打开疏散通道上由门禁系统控制的门和庭院电动大门的功能，并应具

有打开停车场出入口挡杆的功能。  条文说明 

 

5 火灾探测器的选择 

5.1 一般规定 

5.1.1 火灾探测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火灾初期有阴燃阶段，产生大量的烟和少量的热，很少或没有火焰辐射的场所，应选择感烟

火灾探测器。 

   2 对火灾发展迅速，可产生大量热、烟和火焰辐射的场所，可选择感温火灾探测器、感烟火灾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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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器、火焰探测器或其组合。 

   3 对火灾发展迅速，有强烈的火焰辐射和少量烟、热的场所，应选择火焰探测器。 

   4 对火灾初期有阴燃阶段，且需要早期探测的场所，宜增设一氧化碳火灾探测器。 

   5 对使用、生产可燃气体或可燃蒸气的场所，应选择可燃气体探测器。 

   6 应根据保护场所可能发生火灾的部位和燃烧材料的分析，以及火灾探测器的类型、灵敏度和响

应时间等选择相应的火灾探测器，对火灾形成特征不可预料的场所，可根据模拟试验的结果选择火

灾探测器。 

   7 同一探测区域内设置多个火灾探测器时，可选择具有复合判断火灾功能的火灾探测器和火灾报 

警控制器。  条文说明 

 

 

5.2 点型火灾探测器的选择 

5.2.1 对不同高度的房间，可按表 5.2.1 选择点型火灾探测器。  条文说明 

表 5.2.1 对不同高度的房间点型火灾探测器的选择 

 

注：表中 A1、A2、B、C、D、E、F、G 为点型感温探测器的不同类别，其具体参数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C 的规定。 

5.2.2 下列场所宜选择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 

    1 饭店、旅馆、教学楼、办公楼的厅堂、卧室、办公室、商场、列车载客车厢等。 

    2 计算机房、通信机房、电影或电视放映室等。 

    3 楼梯、走道、电梯机房、车库等。 

    4 书库、档案库等。  条文说明 

5.2.3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场所，不宜选择点型离子感烟火灾探测器： 

    1 相对湿度度经常大于 95% 。 

    2 气流速度大于 5m/s 。 

    3 有大量粉尘、水雾滞留。 

    4 可能产生腐蚀性气体。 

    5 在正常情况下有烟滞留。 

    6 产生醇类、醚类、酮类等有机物质。  条文说明 

5.2.4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场所，不宜选择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 

    1 有大量粉尘、水雾滞留。 

    2 可能产生蒸气和油雾。 

    3 高海拔地区。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12.htm#5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13.htm#52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13.htm#5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13.htm#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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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正常情况下有烟滞留。  条文说明 

5.2.5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场所，宜选择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且应根据使用场所的典型应用温度和

最高应用温度选择适当类别的感温火灾探测器： 

    1 相对湿度经常大于 95% 。 

    2 可能发生无烟火灾。 

    3 有大量粉尘。 

    4 吸烟室等在正常情况下有烟或蒸气滞留的场所。 

    5 厨房、锅炉房、发电机房、烘干车间等不宜安装感烟火灾探测器的场所。 

    6 需要联动熄灭―安全出口‖标志灯的安全出口内侧。 

    7 其他无人滞留且不适合安装感烟火灾探测器，但发生火灾时需要及时报警的场所。  条文说明 

5.2.6 可能产生阴燃火或发生火灾不及时报警将造成重大损失的场所，不宜选择点型感温火灾探测

器；温度在 0℃ 以下的场所，不宜选择定温探测器；温度变化较大的场所，不宜选择具有差温特性

的探测器。  条文说明 

5.2.7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场所，宜选择点型火焰探测器或图像型火焰探测器： 

    1 火灾时有强烈的火焰辐射。 

    2 可能发生液体燃烧等无阴燃阶段的火灾。 

    3 需要对火焰做出快速反应。  条文说明 

5.2.8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场所，不宜选择点型火焰探测器和图像型火焰探测器： 

    1 在火焰出现前有浓烟扩散。 

    2 探测器的镜头易被污染。 

    3 探测器的―视线‖易被油雾、烟雾，水雾和冰雪遮挡。 

    4 探测区域内的可燃物是金属和无机物。 

    5 探测器易受阳光、白炽灯等光源直接或间接照射。  条文说明 

5.2.9 探测区域内正常情况下有高温物体的场所，不宜选择单波段红外火焰探测器。  条文说明 

5.2.10 正常情况下有明火作业，探测器易受 X 射线、弧光和闪电等影响的场所，不宜选择紫外火焰

探测器。  条文说明 

5.2.11 下列场所宜选择可燃气体探测器： 

    1 使用可燃气体的场所。 

    2 燃气站和燃气表房以及存储液化石油气罐的场所。 

    3 其他散发可燃气体和可燃蒸气的场所。  条文说明 

5.2.12 在火灾初期产生一氧化碳的下列场所可选择点型一氧化碳火灾探测器： 

    1 烟不容易对流或顶棚下方有热屏障的场所。 

    2 在棚顶上无法安装其他点型火灾测器的场所。 

    3 需要多信号复合报警的场所。  条文说明 

5.2.13 污物较多且必须安装感烟火灾探测器的场所，应选择间断吸气的点型采样吸气式感烟火灾探

测器或具有过滤网和管路自清洗功能的管路采样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  条文说明 

 

5.3 线型火灾探测器的选择 

5.3.1 无遮挡的大空间或有特殊要求的房间，宜选择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  条文说明 

5.3.2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场所，不宜选择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13.htm#5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13.htm#52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13.htm#52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13.htm#52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13.htm#52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13.htm#529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13.htm#5210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13.htm#52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13.htm#52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13.htm#521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14.htm#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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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有大量粉尘、水雾滞留。 

   2 可能产生蒸气和油雾。 

   3 在正常情况下有烟滞留。 

   4 固定探测器的建筑结构由于振动等原因会产生较大位移的场所。  条文说明 

5.3.3 下列场所或部位，宜选择缆式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1 电缆隧道、电缆竖井、电缆夹层、电缆桥架。 

   2 不易安装点型探测器的夹层、闷顶。 

   3 各种皮带输送装置。 

   4 其他环境恶劣不适合点型探测器安装的场所。  条文说明 

5.3.4 下列场所或部位，宜选择线型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 

   1 除液化石油气外的石油储罐。 

   2 需要设置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的易燃易爆场所。 

   3 需要监测环境温度的地下空间等场所宜设置具有实时温度监测功能的线型光纤感温火灾探测

器。 

   4 公路隧道、敷设动力电缆的铁路隧道和城市地铁隧道等。  条文说明 

5.3.5 线型定温火灾探测器的选择，应保证其不动作温度符合设置场所的最高环境温度的要求。 

条文说明 

 

5.4 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的选择 

5.4.1 下列场所宜选择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 

   1 具有高速气流的场所。 

   2 点型感烟、感温火灾探测器不适宜的大空间、舞台上方、建筑高度超过 12m 或有特殊要求的

场所。 

   3 低温场所。 

   4 需要进行隐蔽探测的场所。 

   5 需要进行火灾早期探测的重要场所。 

   6 人员不宜进入的场所。  条文说明 

5.4.2 灰尘比较大的场所，不应选择没有过滤网和管路自清洗功能的管路采样式吸气感烟火灾探测

器。  条文说明 

 

6 系统设备的设置 

6.1 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控制器的设置 

6.1.1 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控制器，应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或有人值班的房间和场所。 

  条文说明 

6.1.2 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控制器等在消防控制室内的布置，应符合本规范第 3.4.8 条的规

定。  条文说明 

6.1.3 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控制器安装在墙上时，其主显示屏高度宜为 1.5m～1.8m ，其靠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14.htm#53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14.htm#53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14.htm#53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14.htm#53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16.htm#54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16.htm#54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19.htm#6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19.htm#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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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门轴的侧面距墙不应小于 0.5m ，正面操作距离不应小于 1.2m 。  条文说明 

6.1.4 集中报警系统和控制中心报警系统中的区域火灾报警控制器在满足下列条件时，可设置在无人

值班的场所： 

1 本区域内无需要手动控制的消防联动设备。 

   2 本火灾报警控制器的所有信息在集中火灾报警控制器上均有显示，且能接收起集中控制功能的

火灾报警控制器的联动控制信号，并自动启动相应的消防设备。 

3 设置的场所只有值班人员可以进入。  条文说明  图示 

 

 

6.2 火灾探测器的设置 

6.2.1 探测器的具体设置部位应按本规范附录 D 采用。  条文说明 

6.2.2 点型火灾探测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探测区域的每个房间应至少设置一只火灾探测器。 

     2 感烟火灾探测器和 A1、A2、B 型感温火灾探测器的保护面积和保护半径，应按表 6.2.2 确

定；C、D、E、F、G 型感温火灾探测器的保护面积和保护半径，应根据生产企业设计说明书确定，

但不应超过表 6.2.2 的规定。  

表 6.2.2 感烟火灾探测器和 Al 、A2 ，B 型感温 

火灾探测器的保护面积和保护半径 

 

注：建筑高度不超过 14m 的封闭探测空间，且火灾初期会产生大量的烟时，可设置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 

3 感烟火灾探测器、感温火灾探测器的安装间距，应根据探测器的保护面积 A 和保护半径 R 

确定，并不应超过本规范附录 E 探测器安装间距的极限曲线 D1～D11（含 9D   ）规定的范围。 

      4 一个探测区域内所需设置的探测器数量，不应小于公式（6.2.2）的计算值：  

S
N

K A



                                  （6.2.2）  

式中：N ——探测器数量（只），N 应取整数；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19.htm#61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19.htm#61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14.htm#61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57.htm#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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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该探测区域面积（㎡）； 

K ——修正系数，容纳人数超过 10000 人的公共场所宜取 0.7～0.8；容纳人数为 2000 人～

10000 人的公共场所宜取 0.8～0.9 ，容纳人数为 500 人～2000 人的公共场所宜取 

0.9～1.0 ，其他场所可取 1.0 ； 

       A ——探测器的保护面积（㎡）。  条文说明 

6.2.3 在有梁的顶棚上设置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感温火灾探测器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梁突出顶棚的高度小于 200mm 时，可不计梁对探测器保护面积的影响。 

     2 当梁突出顶棚的高度为 200mm～600mm 时，应按本规范附录 F 、附录 G 确定梁对探测器

保护面积的影响和一只探测器能够保护的梁间区域的数量。 

     3 当梁突出顶棚的高度超过 600mm 时，被梁隔断的每个梁间区域应至少设置一只探测器。 

     4 当被梁隔断的区域面积超过一只探测器的保护面积时，被隔断的区域应按本规范第 6.2.2 条

第 4 款规定计算探测器的设置数量。 

     5 当梁间净距小于 1m 时，可不计梁对探测器保护面积的影响。  条文说明 

6.2.4 在宽度小于 3m 的内走道顶棚上设置点型探测器时，宜居中布置。感温火灾探测器的安装间

距不应超过 10m ；感烟火灾探测器的安装间距不应超过 15m ；探测器至端墙的距离，不应大于

探测器安装间距的 1/2 。  条文说明 

6.2.5 点型探测器至墙壁、梁边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0.5m 。  条文说明 

6.2.6 点型探测器周围 0.5m 内，不应有遮挡物。  条文说明 

6.2.7 房间被书架、设备或隔断等分隔，其顶部至顶棚或梁的距离小于房间净高的 5% 时，每个被

隔开的部分应至少安装一只点型探测器。  条文说明  图示 

6.2.8 点型探测器至空调送风口边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1.5m ，并宜接近回风口安装。探测器至多

孔送风顶棚孔口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0.5m 。  条文说明 

6.2.9 当屋顶有热屏障时，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下表面至顶棚或屋顶的距离，应符合表 6.2.9 的规定。 

条文说明 

表 6.2.9  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下表面至顶棚或屋顶的距离 

 

6.2.10 锯齿形屋顶和坡度大于 15°的人字形屋顶，应在每个屋脊处设置一排点型探测器，探测器下

表面至屋顶最高处的距离，应符合本规范第 6.2.9 条的规定。  条文说明 

6.2.11 点型探测器宜水平安装。当倾斜安装时，倾斜角不应大于 45°。  条文说明 

6.2.12 在电梯井、升降机井设置点型探测器时，其位置宜在井道上方的机房顶棚上。  条文说明 

图示 

6.2.13 一氧化碳火灾探测器可设置在气体能够扩散到的任何部位。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57.htm#6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57.htm#62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57.htm#62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57.htm#62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57.htm#62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57.htm#62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15.htm#62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57.htm#628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57.htm#629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57.htm#6210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57.htm#62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57.htm#62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16.htm#62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16.htm#62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57.htm#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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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4 火焰探测器和图像型火灾探测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计及探测器的探测视角及最大探测距离，可通过选择探测距离长、火灾报警响应时间短的

火焰探测器，提高保护面积要求和报警时间要求。 

      2 探测器的探测视角内不应存在遮挡物。 

      3 应避免光源直接照射在探测器的探测窗口。 

      4 单波段的火焰探测器不应设置在平时有阳光、白炽灯等光源直接或间接照射的场所。 

条文说明  图示 

6.2.15 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探测器的光束轴线至顶棚的垂直距离宜为 0.3m～1.0m ，距地高度不宜超过 20m 。 

      2 相邻两组探测器的水平距离不应大于 14m ，探测器至侧墙水平距离不应大于 7m ，且不应

小于 0.5m ，探测器的发射器和接收器之间的距离不宜超过 100m 。 

      3 探测器应设置在固定结构上。 

      4 探测器的设置应保证其接收端避开日光和人工光源直接照射。 

      5 选择反射式探测器时，应保证在反射板与探测器间任何部位进行模拟试验时，探测器均能正

确响应。  条文说明  图示 

 

6.2.16 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探测器在保护电缆、堆垛等类似保护对象时，应采用接触式布置；在各种皮带输送装置上设

置时，宜设置在装置的过热点附近。 

      2 设置在顶棚下方的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至顶棚的距离宜为 0.1m 。探测器的保护半径应符

合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的保护半径要求；探测器至墙壁的距离宜为 1m～1.5m 。 

      3 光栅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每个光栅的保护面积和保护半径，应符合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的保

护面积和保护半径要求。 

      4 设置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的场所有联动要求时，宜采用两只不同火灾探测器的报警信号组合。 

      5 与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连接的模块不宜设置在长期潮湿或温度变化较大的场所。  条文说明 

图示 

6.2.17 管路采样式吸气感烟火灾探测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非高灵敏型探测器的采样管网安装高度不应超过 16m ；高灵敏型探测器的采样管网安装高

度可超过 16m ；采样管网安装高度超过 16m 时，灵敏度可调的探测器应设置为高灵敏度，且应

减小采样管长度和采样孔数量。 

      2 探测器的每个采样孔的保护面积、保护半径，应符合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的保护面积、保护

半径的要求。 

      3 一个探测单元的采样管总长不宜超过 200m ，单管长度不宜超过 100m ，同一根采样管不

应穿越防火分区。采样孔总数不宜超过 100 个，单管上的采样孔数量不宜超过 25 个。 

      4 当采样管道采用毛细管布置方式时，毛细管长度不宜超过 4m 。 

      5 吸气管路和采样孔应有明显的火灾探测器标识。 

      6 有过梁、空间支架的建筑中，采样管路应固定在过梁、空间支架上。 

      7 当采样管道布置形式为垂直采样时，每 2℃ 温差间隔或 3m 间隔（取最小者）应设置一个

采样孔，采样孔不应背对气流方向。 

      8 采样管网应按经过确认的设计软件或方法进行设计。 

      9 探测器的火灾报警信号、故障信号等信息应传给火灾报警控制器，涉及消防联动控制时，探

测器的火灾报警信号还应传给消防联动控制器。  条文说明  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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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8 感烟火灾探测器在格栅吊顶场所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镂空面积与总面积的比例不大于 15% 时，探测器应设置在吊顶下方。 

      2 镂空面积与总面积的比例大于 30% 时，探测器应设置在吊顶上方。 

      3 镂空面积与总面积的比例为 15%～30% 时，探测器的设置部位应根据实际试验结果确定。 

      4 探测器设置在吊顶上方且火警确认灯无法观察时，应在吊顶下方设置火警确认灯。 

      5 地铁站台等有活塞风影响的场所，镂空面积与总面积的比例为 30%～70% 时，探测器宜同

时设置在吊顶上方和下方。  条文说明  图示 

6.2.19 本规范未涉及的其他火灾探测器的设置应按企业提供的设计手册或使用说明书进行设置，必

要时可通过模拟保护对象火灾场景等方式对探测器的设置情况进行验证。  条文说明 

 

6.3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设置 

6.3.1 每个防火分区应至少设置一只手动火灾报警按钮。从一个防火分区内的任何位置到最邻近的手

动火灾报警按钮的步行距离不应大于 30m。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宜设置在疏散通道或出入口处。列车

上设置的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应设置在每节车厢的出入口和中间部位。  条文说明 

6.3.2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应设置在明显和便于操作的部位。当采用壁挂方式安装时，其底边距地高度

宜为 1.3m～1.5m ，且应有明显的标志。  条文说明 

6.4 区域显示器的设置 

6.4.1 每个报警区域宜设置一台区域显示器（火灾显示盘）；宾馆、饭店等场所应在每个报警区域设

置一台区域显示器。当一个报警区域包括多个楼层时，宜在每个楼层设置一台仅显示本楼层的区域

显示器。  条文说明  图示 

6.4.2 区域显示器应设置在出入口等明显和便于操作的部位。当采用壁挂方式安装时，其底边距地高

度宜为 1.3m～1.5m 。  条文说明 

 

6.5 火灾警报器的设置 

6.5.1 火灾光警报器应设置在每个楼层的楼梯口、消防电梯前室、建筑内部拐角等处的明显部位，且

不宜与安全出口指示标志灯具设置在同一面墙上。  条文说明  图示 

6.5.2 每个报警区域内应均匀设置火灾警报器，其声压级不应小于 60dB ；在环境噪声大于 60dB 的

场所，其声压级应高于背景噪声 15dB 。  条文说明  图示 

6.5.3 当火灾警报器采用壁挂方式安装时，底边距地面高度应大于 2.2m 。  条文说明 

 

6.6 消防应急广播的设置 

6.6.1 消防应急广播扬声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民用建筑内扬声器应设置在走道和大厅等公共场所。每个扬声器的额定功率不应小于 3W ，

其数量应能保证从一个防火分区内的任何部位到最近一个扬声器的直线距离不大于 25m ，走道末

端距最近的扬声器距离不应大于 12.5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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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环境噪声大于 60dB 的场所设置的扬声器，在其播放范围内最远点的播放声压级应高于背

景噪声 15dB 。 

   3 客房设置专用扬声器时，其功率不宜小于 1W 。  条文说明 

6.6.2 壁挂扬声器的底边距地面高度应大于 2.2m 。  条文说明 

 

6.7 消防专用电话的设置 

6.7.1 消防专用电话网络应为独立的消防通信系统。  条文说明  图示 

6.7.2 消防控制室应设置消防专用电话总机。  条文说明  图示 

6.7.3 多线制消防专用电话系统中的每个电话分机应与总机单独连接。  条文说明  图示 

6.7.4 电话分机或电话插孔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消防水泵房、发电机房、配变电室、计算机网络机房、主要通风和空调机房、防排烟机房、灭

火控制系统操作装置处或控制室、企业消防站、消防值班室、总调度室、消防电梯机房及其他与消

防联动控制有关的且经常有人值班的机房应设置消防专用电话分机。消防专用电话分机，应固定安

装在明显且便于使用的部位，并应有区别于普通电话的标识。 

   2 设有手动火灾报警按钮或消火栓按钮等处，宜设置电话插孔，并宜选择带有电话插孔的手动火

灾报警按钮。 

    3 各避难层应每隔 20m 设置一个消防专用电话分机或电话插孔。 

    4 电话插孔在墙上安装时，其底边距地面高度宜为 1.3m～1.5m 。  条文说明 

6.7.5 消防控制室、消防值班室或企业消防站等处，应设置可直接报警的外线电话。  条文说明 

6.8 模块的设置 

6.8.1 每个报警区域内的模块宜相对集中设置在本报警区域内的金属模块箱中。  条文说明 

6.8.2 模块严禁设置在配电（控制）柜（箱）内。  条文说明 

6.8.3 本报警区域内的模块不应控制其他报警区域的设备。  条文说明 

6.8.4 未集中设置的模块附近应有尺寸不小于 100mm×100mm 的标识。  条文说明 

 

6.9 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的设置 

6.9.1 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应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并应符合火灾报警控制器的安装设置要求。 

  条文说明 

6.9.2 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与火灾报警控制器、消防联动控制器、电气火灾监控器、可燃气体报

警控制器等消防设备之间，应采用专用线路连接。  条文说明 

6.10 火灾报警传输设备或用户信息传输装置的设置 

6.10.1 火灾报警传输设备或用户信息传输装置，应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未设置消防控制室时，应

设置在火灾报警控制器附近的明显部位。  条文说明 

6.10.2 火灾报警传输设备或用户信息传输装置与火灾报警控制器、消防联动控制器等设备之间，应

采用专用线路连接。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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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3 火灾报警传输设备或用户信息传输装置的设置，应保证有足够的操作和检修间距。 

条文说明 

6.10.4 火灾报警传输设备或用户信息传输装置的手动报警装置，应设置在便于操作的明显部位。 

条文说明 

6.11 防火门监控器的设置 

6.11.1 防火门监控器应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未设置消防控制室时，应设置在有人值班的场所。 

  条文说明 

6.11.2 电动开门器的手动控制按钮应设置在防火门内侧墙面上，距门不宜超过 0.5m ，底边距地面

高度宜为 0.9m～1.3m 。  条文说明  图示 

6.11.3 防火门监控器的设置应符合火灾报警控制器的安装设置要求。  条文说明 

 

7 住宅建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7.1 一般规定 

7.1.1 住宅建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可根据实际应用过程中保护对象的具体情况按下列分类： 

   1 A 类系统可由火灾报警控制器、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家用火灾探测器、火灾声警报器、应急广

播等设备组成。 

   2 B 类系统可由控制中心监控设备、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家用火灾探测器、火灾声警报器等设

备组成。 

   3 C 类系统可由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家用火灾探测器、火灾声警报器等设备组成。 

   4 D 类系统可由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火灾声警报器等设备组成。  条文说明  图示 

7.1.2 住宅建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物业集中监控管理且设有需联动控制的消防设施的住宅建筑应选用 A 类系统。 

   2 仅有物业集中监控管理的住宅建筑宜选用 A 类或 B 类系统。 

   3 没有物业集中监控管理的住宅建筑宜选用 C 类系统。 

   4 别墅式住宅和己投入使用的住宅建筑可选用 D 类系统。  条文说明  图示 

 

7.2 系统设计 

7.2.1 A 类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在公共部位的设计应符合本规范第 3～6 章的规定。 

   2 住户内设置的家用火灾探测器可接入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也可直接接入火灾报警控制器。 

   3 设置的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将火灾报警信息、故障信息等相关信息传输给相连接的火灾报警

控制器。 

   4 建筑公共部位设置的火灾探测器应直接接入火灾报警控制器。  条文说明  图示 

7.2.2 B 类和 C 类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住户内设置的家用火灾探测器应接入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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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能启动设置在公共部位的火灾声警报器。 

   3 B 类系统中，设置在每户住宅内的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连接到控制中心监控设备，控制中心

监控设备应能显示发生火灾的住户。  条文说明  图示 

7.2.3 D 类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多个起居室的住户，宜采用互连型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 

   2 宜选择电池供电时间不少于 3 年的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  条文说明  图示 

7.2.4 采用无线方式将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组成系统时，系统设计应符合 A 类、B 类或 C 类系统

之一的设计要求。  条文说明  图示 

 

7.3 火灾探测器的设置 

7.3.1 每间卧室、起居室内应至少设置一只感烟火灾探测器。  条文说明 

7.3.2 可燃气体探测器在厨房设置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使用天然气的用户应选择甲烷探测器，使用液化气的用户应选择丙烷探测器，使用煤制气的用

户应选择一氧化碳探测器。 

   2 连接燃气灶具的软管及接头在橱柜内部时，探测器宜设置在橱柜内部。 

   3 甲烷探测器应设置在厨房顶部，丙烷探测器应设置在厨房下部，一氧化碳探测器可设置在厨房

下部，也可设置在其他部位。 

   4 可燃气体探测器不宜设置在灶具正上方。 

   5 宜采用具有联动关断燃气关断阀功能的可燃气体探测器。 

   6 探测器联动的燃气关断阀宜为用户可以自己复位的关断阀，并应具有胶管脱落自动保护功能。 

条文说明  图示 

 

7.4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的设置 

7.4.1 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应独立设置在每户内，且应设置在明显和便于操作的部位。当采用壁挂方

式安装时，其底边距地高度宜为 1.3m～1.5m 。  条文说明 

7.4.2 具有可视对讲功能的家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宜设置在进户门附近。  条文说明 

 

7.5 火灾声警报器的设置 

7.5.1 住宅建筑公共部位设置的火灾声警报器应具有语音功能，且应能接受联动控制或由手动火灾报

警按钮信号直接控制发出警报。  条文说明  图示 

7.5.2 每台警报器覆盖的楼层不应超过 3 层，且首层明显部位应设置用于直接启动火灾声警报器的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  条文说明  图示 

 

7.6 应急广播的设置 

7.6.1 住宅建筑内设置的应急广播应能接受联动控制或由手动火灾报警按钮信号直接控制进行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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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文说明  图示 

7.6.2 每台扬声器覆盖的楼层不应超过 3 层。  条文说明  图示 

7.6.3 广播功率放大器应具有消防电话插孔，消防电话插入后应能直接讲话。  条文说明  图示 

7.6.4 广播功率放大器应配有备用电池，电池持续工作不能达到 lh时，应能向消防控制室或物业值

班室发送报警信息。  条文说明  图示 

7.6.5 广播功率放大器应设置在首层内走道侧面墙上，箱体面板应有防止非专业人员打开的措施。 

条文说明  图示 

 

8 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 

8.1 一般规定 

8.1.1 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应由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可燃气体探测器和火灾声光警报器等组成。 

条文说明 

8.1.2 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应独立组成，可燃气体探测器不应接入火灾报警控制器的探测器回路；

当可燃气体的报警信号需接入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时，应由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接入。  条文说明 

8.1.3 石化行业涉及过程控制的可燃气体探测器，可按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

检测报警设计规范》GB 50493 的有关规定设置，但其报警信号应接入消防控制室。  条文说明 

8.1.4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的报警信息和故障信息，应在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或起集中控制功能

的火灾报警控制器上显示，但该类信息与火灾报警信息的显示应有区别。  条文说明 

8.1.5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发出报警信号时，应能启动保护区域的火灾声光警报器。  条文说明 

8.1.6 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保护区域内有联动和警报要求时，应由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或消防联动

控制器联动实现。  条文说明 

8.1.7 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设置在有防爆要求的场所时，尚应符合有关防爆要求。  条文说明 

 

8.2 可燃气体探测器的设置 

8.2.1 探测气体密度小于空气密度的可燃气体探测器应设置在被保护空间的顶部，探测气体密度大于

空气密度的可燃气体探测器应设置在被保护空间的下部，探测气体密度与空气密度相当时，可燃气

体探测器可设置在被保护空间的中间部位或顶部。  条文说明  图示 

8.2.2 可燃气体探测器宜设置在可能产生可燃气体部位附近。  条文说明 

8.2.3 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的保护半径，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

警设计规范》GB 50493 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8.2.4 线型可燃气体探测器的保护区域长度不宜大于 60m 。  条文说明 

 

8.3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的设置 

8.3.1 当有消防控制室时，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可设置在保护区域附近；当无消防控制室时，可燃气

体报警控制器应设置在有人值班的场所。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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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的设置应符合火灾报警控制器的安装设置要求。  条文说明 

 

9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9.1 一般规定 

9.1.1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可用于具有电气火灾危险的场所。  条文说明 

9.1.2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应由下列部分或全部设备组成： 

   1 电气火灾监控器。 

   2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3 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条文说明 

9.1.3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应根据建筑物的性质及电气火灾危险性设置，并应根据电气线路敷设和用电

设备的具体情况，确定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形式与安装位置。在无消防控制室且电气火灾监控探

测器设置数量不超过 8 只时，可采用独立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  条文说明  图示 

9.1.4 非独立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不应接入火灾报警控制器的探测器回路。  条文说明  图示 

9.1.5 在设置消防控制室的场所，电气火灾监控器的报警信息和故障信息应在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

置或起集中控制功能的火灾报警控制器上显示，但该类信息与火灾报警信息的显示应有区别。 

条文说明  图示 

9.1.6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设置不应影响供电系统的正常工作，不宜自动切断供电电源。  条文说明 

9.1.7 当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用于电气火灾监控时，可接入电气火灾监控器。  条文说明 

 

9.2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设置 

9.2.1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应以设置在低压配电系统首端为基本原则，宜设置在第一级配

电柜（箱）的出线端。在供电线路泄露电流大于 500mA 时，宜在其下一级配电柜（箱）设置。 

条文说明  图示 

9.2.2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不宜设置在 IT 系统的配电线路和消防配电线路中。 

条文说明  图示 

9.2.3 选择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时，应计及供电系统自然漏流的影响，并应选择参数合适

的探测器；探测器报警值宜为 300mA～500mA 。  条文说明 

9.2.4 具有探测线路故障电弧功能的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其保护线路的长度不宜大于 100m。 

条文说明 

 

9.3 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设置 

9.3.1 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应设置在电缆接头、端子、重点发热部件等部位。  条文说明 

9.3.2 保护对象为 1000V 及以下的配电线路，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应采用接触式布置。 

条文说明 

9.3.3 保护对象为 1000V 以上的供电线路，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宜选择光栅光纤测温式或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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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光栅光纤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应直接设置在保护对象的表面。 

条文说明 

 

9.4 独立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设置 

9.4.1 独立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设置应符合本规范第 9.2、9.3 节的规定。  条文说明  图示 

9.4.2 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时，独立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报警信息和故障信息应在消防控制室

图形显示装置或集中火灾报警控制器上显示；但该类信息与火灾报警信息的显示应有区别。 

条文说明  图示 

9.4.3 未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时，独立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应将报警信号传至有人值班的场所。 

条文说明  图示 

 

9.5 电气火灾监控器的设置 

9.5.1 设有消防控制室时，电气火灾监控器应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或保护区域附近；设置在保护区域

附近时，应将报警信息和故障信息传入消防控制室。  条文说明  图示 

9.5.2 未设消防控制室时，电气火灾监控器应设置在有人值班的场所。  条文说明  图示 

 

10 系统供电 

10.1 一般规定 

10.1.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设置交流电源和蓄电池备用电源。  条文说明  图示 

10.1.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交流电源应采用消防电源，备用电源可采用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

控制器自带的蓄电池电源或消防设备应急电源。当备用电源采用消防设备应急电源时，火灾报警控

制器和消防联动控制器应采用单独的供电回路，并应保证在系统处于最大负载状态下不影响火灾报

警控制器和消防联动控制器的正常工作。  条文说明  图示 

10.1.3 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消防通信设备等的电源，宜由 UPS 电源装置或消防设备应急电

源供电。  条文说明  图示 

10.1.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主电源不应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和过负荷保护装置。  条文说明 

10.1.5 消防设备应急电源输出功率应大于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全负荷功率的 120% ，蓄电

池组的容量应保证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控制系统在火灾状态同时工作负荷条件下连续工作 3h 以

上。  条文说明 

10.1.6 消防用电设备应采用专用的供电回路，其配电设备应设有明显标志。其配电线路和控制回路

宜按防火分区划分。  条文说明 

10.2 系统接地 

10.2.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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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用共用接地装置时，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 1Ω 。 

    2 采用专用接地装置时，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 4Ω 。  条文说明 

10.2.2 消防控制室内的电气和电子设备的金属外壳、机柜、机架和金属管、槽等，应采用等电位连

接。  条文说明 

10.2.3 由消防控制室接地板引至各消防电子设备的专用接地线应选用铜芯绝缘导线，其线芯截面面

积不应小于 4mm² 。  条文说明 

10.2.4 消防控制室接地板与建筑接地体之间，应采用线芯截面面积不小于 25mm² 的铜芯绝缘导线

连接。  条文说明 

 

11 布线 

11.1 一般规定 

11.1.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传输线路和 50V 以下供电的控制线路，应采用电压等级不低于交流 

300V/500V 的铜芯绝缘导线或铜芯电缆。采用交流 220V/380V 的供电和控制线路，应采用电压等

级不低于交流 450V/750V 的铜芯绝缘导线或铜芯电缆。  条文说明 

11.1.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传输线路的线芯截面选择，除应满足自动报警装置技术条件的要求外，还

应满足机械强度的要求。铜芯绝缘导线和铜芯电缆线芯的最小截面面积，不应小于表 11.1.2 的规定。 

条文说明 

表 11.1.2 铜芯绝缘导线和铜芯电缆线芯的最小截面面积 

 

11.1.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供电线路和传输线路设置在室外时，应埋地敷设。  条文说明  图示 

11.1.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供电线路和传输线路设置在地（水）下隧道或湿度大于 90% 的场所时，

线路及接线处应做防水处理。  条文说明 

 

11.1.5 采用无线通信方式的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无线通信模块的设置间距不应大于额定通信距离的 75% 。 

      2 无线通信模块应设置在明显部位，且应有明显标识。  条文说明 

 

11.2 室内布线 

11.2.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传输线路应采用金属管、可挠（金属）电气导管、B1 级以上的钢性塑料

管或封闭式线槽保护。  条文说明 

11.2.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供电线路、消防联动控制线路应采用耐火铜芯电线电缆，报警总线、消

防应急广播和消防专用电话等传输线路应采用阻燃或阻燃耐火电线电缆。  条文说明  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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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线路暗敷设时，应采用金属管、可挠（金属）电气导管或 B1 级以上的刚性塑料管保护，并

应敷设在不燃烧体的结构层内，且保护层厚度不宜小于 30mm ；线路明敷设时，应采用金属管、

可挠（金属）电气导管或金属封闭线槽保护。矿物绝缘类不燃性电缆可直接明敷。  条文说明  图

示 

11.2.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用的电缆竖井，宜与电力、照明用的低压配电线路电缆竖井分别设置。受

条件限制必须合用时，应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用的电缆和电力、照明用的低压配电线路电缆分别布

置在竖井的两侧。  条文说明 

11.2.5 不同电压等级的线缆不应穿入同一根保护管内，当合用同一线槽时，线槽内应有隔板分隔。 

条文说明  图示 

11.2.6 采用穿管水平敷设时，除报警总线外，不同防火分区的线路不应穿入同一根管内。 条文说明  

图示 

11.2.7 从接线盒、线槽等处引到探测器底座盒、控制设备盒、扬声器箱的线路，均应加金属保护管

保护。  条文说明  图示 

11.2.8 火灾探测器的传输线路，宜选择不同颜色的绝缘导线或电缆。正极―十‖线应为红色，负极―一‖

线应为蓝色或黑色。同一工程中相同用途导线的颜色应一致，接线端子应有标号。  条文说明 

 

12 典型场所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2.1 道路隧道 

12.1.1 城市道路隧道、特长双向公路隧道和道路中的水底隧道，应同时采用线型光纤感温火灾探测

器和点型红外火焰探测器（或图像型火灾探测器)；其他公路隧道应采用线型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或

点型红外火掐探测器。  条文说明  图示  图示 

12.1.2 线型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应设置在车道顶部距顶棚 100mm～200mm ，线型光栅光纤感温火

灾探测器的光栅间距不应大于 10m ；每根分布式线型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和线型光栅光纤感温火

灾探测保护车道的数量不应超过 2 条，点型红外火焰探测器或图像型火灾探测器应设置在行车道侧

面墙上距行车道地面高度 2.7m～3.5m ，并应保证无探测盲区；在行车道两侧设置时，探测器应交

错设置。  条文说明  图示 

12.1.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需联动消防设施时，其报警区域长度不宜大于 150m 。  条文说明 

12.1.4 隧道出入口以及隧道内每隔 200m 处应设置报警电话，每隔 50m 处应设置手动火灾报警按

钮和闪烁红光的火灾声光警报器。隧道入口前方 50m～250m 内应设置指示隧道内发生火灾的声光

警报装置。  条文说明  图示 

12.1.5 隧道用电缆通道宜设置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主要设备用房内的配电线路应设置电气火灾监

控探测器。  条文说明 

12.1.6 隧道中设置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宜联动隧道中设置的视频监视系统确认火灾。  条文说明 

12.1.7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将火灾报警信号传输给隧道中央控制管理设备。  条文说明 

12.1.8 消防应急广播可与隧道内设置的有线广播合用，其设置应符合本规范第 6.6 节的规定。 

条文说明 

12.1.9 消防专用电话可与隧道内设置的紧急电话合用，其设置应符合本规范第 6.7 节的规定。 

条文说明 

12.1.10 消防联动控制器应能手动控制与正常通风合用的排烟风机。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83.htm#112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0000.htm#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0000.htm#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83.htm#112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83.htm#112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83.htm#112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83.htm#112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83.htm#112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0000.htm#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83.htm#112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0000.htm#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83.htm#1128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86.htm#12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0001.htm#12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0003.htm#1211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86.htm#12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0001.htm#12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86.htm#121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86.htm#121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0001.htm#12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86.htm#121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86.htm#121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86.htm#121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86.htm#1218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86.htm#1219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86.htm#1219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86.htm#1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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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1 隧道内设置的消防设备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65 。  条文说明 

12.2 油罐区 

12.2.1 外浮顶油罐宜采用线型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且每只线型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应只能保护一

个油罐；并应设置在浮盘的堰板上。  条文说明  图示  图示 

12.2.2 除浮顶和卧式油罐外的其他油罐宜采用火焰探测器。  条文说明 

12.2.3 采用光栅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保护外浮顶油罐时，两个相邻光栅间距离不应大于 3m 。 

条文说明  图示 

12.2.4 油罐区可在高架杆等高位处设置点型红外火焰探测器或图像型火灾探测器做辅助探测。 

条文说明 

12.2.5 火灾报警信号宜联动报警区域内的工业视频装置确认火灾。  条文说明 

 

12.3 电缆隧道 

12.3.1 隧道外的电缆接头、端子等发热部位应设置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探测器的设置应符

合本规范第 9 章的有关规定；除隧道内所有电缆的燃烧性能均为 A 级外，隧道内应沿电缆设置线

型感温火灾探测器，且在电缆接头、端子等发热部位应保证有效探测长度；隧道内设置的线型感温

火灾探测器可接入电气火灾监控器。  条文说明  图示 

12.3.2 无外部火源进入的电缆隧道应在电缆层上表面设置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有外部火源进入可

能的电缆隧道在电缆层上表面和隧道顶部，均应设置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条文说明  图示 

12.3.3 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采用“S”形布置或有外部火源进入可能的电缆隧道内，应采用能响应火

焰规模不大于 100mm 的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条文说明  图示 

12.3.4 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应采用接触式的敷设方式对隧道内的所有的动力电缆进行探测；缆式线

型感温火灾探测器应采用―S‖形布置在每层电缆的上表面，线型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应采用一根感温

光缆保护一根动力电缆的方式，并应沿动力电缆敷设。  条文说明  图示 

12.3.5 分布式线型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在电缆接头、端子等发热部位敷设时，其感温光缆的延展长

度不应少于探测单元长度的 1.5 倍；线型光栅光纤感温火灾探测器在电缆接头、端子等发热部位应

设置感温光栅。  条文说明  图示 

12.3.6 其他隧道内设置动力电缆时，除隧道顶部可不设置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外，探测器设置均应

符合本规范的规定。  条文说明 

 

12.4 高度大于 12m 的空间场所 

12.4.1 高度大于 12m 的空间场所宜同时选择两种及以上火灾参数的火灾探测器。  条文说明 

12.4.2 火灾初期产生大量烟的场所，应选择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管路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

或图像型感烟火灾探测器。  条文说明 

12.4.3 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探测器应设置在建筑顶部。 

    2 探测器宜采用分层组网的探测方式。 

    3 建筑高度不超过 16m 时，宜在 6m～7m 增设一层探测器。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86.htm#121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88.htm#122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0002.htm#122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0003.htm#1211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88.htm#12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88.htm#122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88.htm#122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88.htm#122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88.htm#122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88.htm#122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90.htm#123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0004.htm#123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90.htm#123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0004.htm#123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90.htm#123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0004.htm#123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90.htm#123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0013.htm#123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90.htm#123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0013.htm#123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90.htm#123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91.htm#124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91.htm#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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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建筑高度超过 16m 但不超过 26m 时，宜在 6m～7m 和 11m～12m 处各增设一层探测器。 

    5 由开窗或通风空调形成的对流层为 7m～13m 时，可将增设的一层探测器设置在对流层下面 

1m 处。 

    6 分层设置的探测器保护面积可按常规计算，并宜与下层探测器交错布置。  条文说明  图示 

12.4.4 管路吸气式感烟火灾探测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探测器的采样管宜采用水平和垂直结合的布管方式，并应保证至少有两个采样孔在 16m 以

下，并宜有 2 个采样孔设置在开窗或通风空调对流层下面 1m 处。 

    2 可在回风口处设置起辅助报警作用的采样孔。  条文说明  图示 

12.4.5 火灾初期产生少量烟并产生明显火焰的场所，应选择 1 级灵敏度的点型红外火焰探测器或图

像型火焰探测器，并应降低探测器设置高度。  条文说明 

12.4.6 电气线路应设置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照明线路上应设置具有探测故障电弧功能的电气火灾

监控探测器。  条文说明  图示 

 

  

http://gf.1190119.com/article-591.htm#124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10014.htm#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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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火灾报警、建筑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表 

表 A 火灾报警、建筑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2013                                中国消防规范网 gf.1190119.com 

34 

 

公众号 CN00119 

附录 B 消防安全管理信息表 

表 B 消防安全管理信息 

序 

号 
名称 内容 

1 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编号、类别、地址、联系电话、邮政编码、消防控制室

电话；单位职工人数、成立时间、上级主管（或管辖）单位名称、

占地面积、总建筑面积、单位总平面图(含消防车道、毗邻建筑等） 

；单位法人代表、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及专兼职消防

管理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 

2 

主要建、 

构筑物 

等信息 

建(构)筑 

建筑物名称、编号、使用性质、耐火等级、结构类型、建筑高度、

地上层数及建筑面积、地下层数及建筑面积、隧道高度及长度等、

建造日期、主要储存物名称及数量、建筑物内最大容纳人数、建筑

立面图及消防设施平面布置图；消防控制室位置、安全出口的数量、

位置及形式（指疏散楼梯）；毗邻建筑的使用性质、结构类型、建

筑高度、与本建筑的间距 

堆场 
堆场名称、主要堆放物品名称、总储量、最大堆高、堆场平面图（含

消防车道、防火间距） 

储罐 

储罐区名称、储罐类型（指地上、地下、立式、卧式、浮顶、固定

顶等）、总容积、最大单罐容积及高度、储存物名称、性质和形态、

储罐区平面图（含消防车道、防火间距） 

装置 
装置区名称、占地面积、最大高度、设计日产量、主要原料、主要

产品、装置区平面图（含消防车道、防火间距） 

3 
单位（场所）内消防安全

重点部位信息 

重点部位名称、所在位置、使用性质、建筑面积、耐火等级、有无

消防设施、责任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及电话 

4 

室内外消

防设施信

息 

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 

设置部位、系统形式、维保单位名称、联系电话；控制器（含火灾

报警、消防联动、可燃气体报警、电气火灾监控等）、探测器（含

火灾探测、可燃气体探测、电气火灾探测等）、手动火灾报警按钮、

消防电气控制装置等的类型、型号、数量、制造商；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图 

消防水源 

市政给水管网形式（指环状、支状）及管径、市政管网向建（构）

筑物供水的进水管数量及管径、消防水池位置及容量、屋顶水箱位

置及容量、其他水源形式及供水量、消防泵房设置位罝及水泵数量、

消防给水系统平面布置图 

室外 

消火栓 

室外消火栓管网形式（指环状、支状）及管径、消火栓数量、室外

消火栓平面布置图 

室内 

消火栓 

系统 

室内消火栓管网形式（指环状、支状）及管径、消火栓数量、水泵

接合器位置及数量、有无与本系统相连的屋顶消防水箱 

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含雨

淋、水幕） 

设置部位、系统形式（指湿式、干式、预作用，开式、闭式等）、

报警阀位置及数量、水泵接合器位置及数量、有无与本系统相连的

屋顶消防水箱、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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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序 

号 
名称 内容 

4 

室内外消

防设施信

息 

水喷雾(细水

雾）灭火系统 
设置部位、报警阀位置及数量、水喷雾（细水雾）灭火系统图 

气体灭火系统 

系统形式（指有管网、无管网，组合分配、独立式，高压、低压等）、

系统保护的防护区数量及位置、手动控制装置的位置、钢瓶间位置、

灭火剂类型、气体灭火系统图 

泡沫灭火系统 
设置部位、泡沫种类（指低倍、中倍、高倍，抗溶、氟蛋白等）、

系统形式（指液上、液下，固定、半固定等）、泡沫灭火系统图 

干粉灭火系统 设置部位、干粉储罐位置、干粉灭火系统图 

防烟排烟系统 设置部位、风机安装位置、风机数量、风机类型、防烟排烟系统图 

防火门及卷帘 设置部位、数量 

消防应急广播 设置部位、数量、消防应急广播系统图 

应急照明及疏

散指示系统 
设置部位、数量、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图 

消防电源 
设置部位、消防主电源在配电室是否冇独立配电柜供电、备用电源

形式（市电、发电机、EPS等） 

灭火器 
设置部位、配置类型（指手提式、推车式等）、数量、生产日期、

更换药剂日期 

5 
消防设施定期检查及维护

保养信息 

检查人姓名、检查日期、检查类别（指日检、月检、季检、年检等）、

检查内容（指各类消防设施相关技术规范规定的内容）及处理结果，

维护保养日期、内容 

6 
日常防火

巡查记录 

基本信息 值班人员姓名、每日巡查次数、巡查时间、巡查部位 

用火用电 用火、用电、用气有无违章情况 

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疏散楼梯是否畅通，是否堆放可燃物；疏散

走道、疏散楼梯、顶棚装修材料是否合格 

防火门、防火卷

帘 

常闭防火门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是否被锁闭；防火卷帘是否处

于正常工作状态，防火卷帘下方是否堆放物品影响使用 

消防设施 

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探测器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喷头、末端放

（试）水装置、报警阀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室内、室外消火栓

系统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灭火器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 

7 火灾信息 

起火时间、起火部位、起火原因、报警方式（指自动、人工等）、

灭火方式（指气体、喷水、水喷雾、泡沫、干粉灭火系统、灭火器、

消防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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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分类 

 

表 C 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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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火灾探测器的具体设置部位 

D.0.1 火灾探测器可设置在下列部位： 

    1 财贸金融楼的办公室、营业厅、票证库。 

    2 电信楼、邮政楼的机房和办公室。 

    3 商业楼、商住楼的营业厅、展览楼的展览厅和办公室。 

    4 旅馆的客房和公共活动用房。 

    5 电力调度楼、防灾指挥调度楼等的微波机房、计算机房、控制机房、动力机房和办公室。 

    6 广播电视楼的演播室、播音室、录音室、办公室、节目播出技术用房、道具布景房。 

    7 图书馆的书库、阅览室、办公室。 

    8 档案楼的档案室、阅览室、办公室。 

    9 办公楼的办公室、会议室、档案室。 

    10 医院病房楼的病房、办公室、医疗设备室、病历档案室、药品库。 

    11 科研楼的办公室、资料室、贵重设备室、可燃物较多的和火灾危险性较大的实验室。 

    12 教学楼的电化教室、理化演示和实验室、贵重设备和仪器室。 

    13 公寓（宿舍、住宅)的卧房、书房、起居室（前厅）、厨房。 

    14 甲、乙类生产厂房及其控制室。 

    15 甲、乙、丙类物品库房。 

    16 设在地下室的丙、丁类生产车间和物品库房。 

    17 堆场、堆垛、油罐等。 

    18 地下铁道的地铁站厅、行人通道和设备间，列车车厢。 

    19 体育馆、影剧院、会堂、礼堂的舞台、化妆室、道具室、放映室、观众厅、休息厅及其附设

的一切娱乐场所。 

    20 陈列室、展览室、营业厅、商业餐厅、观众厅等公共活动用房。 

    21 消防电梯、防烟楼梯的前室及合用前室、走道、门厅、楼梯间。 

    22 可燃物品库房、空调机房、配电室（间）、变压器室、自备发电机房、电梯机房。 

    23 净高超过 2.6m 且可燃物较多的技术夹层。 

    24 敷设具有可延燃绝缘层和外护层电缆的电缆竖井、电缆夹层、电缆隧道、电缆配线桥架。 

    25 贵重设备间和火灾危险性较大的房间。 

    26 电子计算机的主机房、控制室、纸库、光或磁记录材料库。 

    27 经常有人停留或可燃物较多的地下室。 

    28 歌舞娱乐场所中经常有人滞留的房间和可燃物较多的房间。 

    29 高层汽车库、Ⅰ类汽车库、Ⅰ、Ⅱ 类地下汽车库、机械立体汽车库、复式汽车库、采用升

降梯作汽车疏散出口的汽车库（敞开车库可不设）。 

    30 污衣道前室、垃圾道前室、净高超过 0.8m 的具有可燃物的闷顶、商业用或公共厨房。 

    31 以可燃气为燃料的商业和企、事业单位的公共厨房及燃气表房。 

    32 其他经常有人停留的场所、可燃物较多的场所或燃烧后产生重大污染的场所。 

33 需要设置火灾探测器的其他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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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探测器安装间距的极限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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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不同高度的房间梁对探测器设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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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按梁间区域面积确定一只探测器保护的梁间区域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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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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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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引用标准名录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GB 50493 

《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GB 4715 

《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GB 4716 

《火灾报警控制器》GB 4717 

《消防联动控制系统》GB 16806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GB 19880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组件兼容性要求》GB 22134 

《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GB 2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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