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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97号 

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检查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检查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0444-2008，自 2008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2.2.1、3.1.3、3.1.5、3.2.2、4.1.1、4.2.1、4.2.2、4.2.3、4.2.4、5.3.2、5.4.1、

5.4.2、5.4.3、5.4.4 条为强制性条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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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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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建设部建标[2004]067 号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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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由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完成。 

本规范的编制，遵照“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在总结我国灭火器生产、检验、

维护、管理、科研和工程应用现状及经验的基础上，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国内有关科研、

设计、制造、消防监督、使用单位等的意见，并参照了国际标准相关规定，结合我国工程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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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章和 3 个附录，包括：总则、基本规定、安装设置、配置验收及检查与维护。 

本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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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安部负责日常管理，由公安部

上海消防研究所负责具体内容解释。本规范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结合工程实践，认真总结经验，

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建议寄至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

检查规范》管理组（地址：上海市中山南二路 601 号，邮编：200032，传真：021-54961900），以

便今后修改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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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煤国际工程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公安消防总队 

上海市公安消防总队 

天津市公安消防总队 

重庆市公安消防总队 

浙江省公安消防总队 

太原市公安消防支队 

大连市公安消防支队 

杭州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平安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胡传平  唐祝华  赵  锂  王宝伟  冯旭东  

张之立  李玉强  南江林  诸  容  俞颖飞 

李跃伟  王卫东  曹丽英  陶玉灵  姜  宁 

张  峰  朱  磊  厉华根  冯  松  程  欣 

陈  池  衣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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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 CN00119 

1 总则 

1.0.1 为保障建筑灭火器（以下简称灭火器）的合理安装配置和安全使用，及时有效地扑灭初起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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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范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中灭火器的安装设置、验收、检查和维护。 

    本规范不适用于生产或储存炸药、弹药、火工品、花炮的厂房或库房。  条文说明 

1.0.3 灭火器的安装设置、验收、检查和维护，除执行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条文说明 

2 基本规定 

2.1 质量管理 

2.1.1 灭火器安装设置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1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图、设计说明、材料表应齐全； 

    2 设计单位应向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进行技术交底； 

    3 施工现场应满足灭火器安装设置的要求。  条文说明 

2.1.2 灭火器的配置类型、规格、数量及其设置位置应符合批准的工程设计文件和施工技术标准。修

改设计应由设计单位出具设计变更通知单。  条文说明 

2.1.3 安装设置前应对灭火器、灭火器箱及其附件等进行进场质量检查，检查不合格不得进行安装设

置。  条文说明 

 

2.2 材料、器材 

2.2.1 灭火器的进场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灭火器应符合市场准入的规定，并应有出厂合格证和相关证书； 

   2 灭火器的铭牌、生产日期和维修日期等标志应齐全； 

   3 灭火器的类型、规格、灭火级别和数量应符合配置设计要求； 

   4 灭火器筒体应无明显缺陷和机械损伤； 

   5 灭火器的保险装置应完好； 

   6 灭火器压力指示器的指针应在绿区范围内； 

   7 推车式灭火器的行驶机构应完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办法：观察检查，资料检查。  条文说明 

2.2.2 灭火器箱的进场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灭火器箱应有出厂合格证和型式检验报告； 

    2 灭火器箱外观应无明显缺陷和机械损伤； 

    3 灭火器箱应开启灵活。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办法：观察检查，资料检查。  条文说明 

2.2.3 设置灭火器的挂钩、托架应符合配置设计要求，无明显缺陷和机械损伤，并应有出厂合格证。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办法：观察检查，资料检查。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71.htm#10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71.htm#10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71.htm#10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73.htm#2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73.htm#2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73.htm#21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74.htm#22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74.htm#2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74.htm#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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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 CN00119 

 

2.2.4 发光指示标志应无明显缺陷和损伤，并应有出厂合格证和型式检验报告。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办法：观察检查，资料检查。  条文说明 

 

3 安装设置 

3.1 一般规定 

3.1.1 灭火器的安装设置应包括灭火器、灭火器箱、挂钩、托架和发光指示标志等的安装。 

  条文说明 

3.1.2 灭火器的安装设置应按照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图和安装说明进行，安装设置单位应按照本规范

附录 A 的规定编制建筑灭火器配置定位编码表。  条文说明 

3.1.3 灭火器的安装设置应便于取用，且不得影响安全疏散。  条文说明 

3.1.4 灭火器的安装设置应稳固，灭火器的铭牌应朝外，灭火器的器头宜向上。  条文说明 

3.1.5 灭火器设置点的环境温度不得超出灭火器的使用温度范围。  条文说明 

 

3.2 手提式灭火器的安装设置 

3.2.1 手提式灭火器宜设置在灭火器箱内或挂钩、托架上。对于环境干燥、洁净的场所，手提式灭火

器可直接放置在地面上。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3.2.2 灭火器箱不应被遮挡、上锁或拴系。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3.2.3 灭火器箱的箱门开启应方便灵活，其箱门开启后不得阻挡人员安全疏散。除不影响灭火器取用

和人员疏散的场合外，开门型灭火器箱的箱门开启角度不应小于 175°，翻盖型灭火器箱的翻盖开启

角度不应小于 100°。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与实测。  条文说明 

3.2.4 挂钩、托架安装后应能承受一定的静载荷，不应出现松动、脱落、断裂和明显变形。 

    检查数量：随机抽查 20%，但不少于 3 个；总数少于 3 个时，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以 5 倍的手提式灭火器的载荷悬挂于挂钩、托架上，作用 5min，观察是否出现松动、

脱落、断裂和明显变形等现象；当 5 倍的手提式灭火器质量小于 45kg 时，应按 45kg 进行检查。 

  条文说明 

3.2.5 挂钩、托架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保证可用徒手的方式便捷地取用设置在挂钩、托架上的手提式灭火器； 

     2 当两具及两具以上的手提式灭火器相邻设置在挂钩、托架上时，应可任意地取用其中一具。 

    检查数量：随机抽查 20%，但不少于 3 个；总数少于 3 个时，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和实际操作。  条文说明 

3.2.6 设有夹持带的挂钩、托架，夹持带的打开方式应从正面可以看到。当夹持带打开时，灭火器不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74.htm#22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76.htm#3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76.htm#3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76.htm#31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76.htm#31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76.htm#31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83.htm#32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83.htm#3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83.htm#32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83.htm#32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83.htm#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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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掉落。 

    检查数量：随机抽查 20%，但不少于 3 个；总数少于 3 个时，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与实际操作。  条文说明 

3.2.7 嵌墙式灭火器箱及挂钩、托架的安装高度应满足手提式灭火器顶部离地面距离不大于 1.50m，

底部离地面距离不小于 0.08m 的规定。 

    检查数量：随机抽查 20%，但不少于 3 个；总数少于 3 个时，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与实测。  条文说明 

 

3.3 推车式灭火器的设置 

3.3.1 推车式灭火器宜设置在平坦场地，不得设置在台阶上。在没有外力作用下，推车式灭火器不得

自行滑动。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3.3.2 推车式灭火器的设置和防止自行滑动的固定措施等均不得影响其操作使用和正常行驶移动。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3.4 其他 

3.4.1 在有视线障碍的设置点安装设置灭火器时，应在醒目的地方设置指示灭火器位置的发光标志。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3.4.2 在灭火器箱的箱体正面和灭火器设置点附近的墙面上应设置指示灭火器位置的标志，并宜选用

发光标志。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3.4.3 设置在室外的灭火器应采取防湿、防寒、防晒等相应保护措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3.4.4 当灭火器设置在潮湿性或腐蚀性的场所时，应采取防湿或防腐蚀措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 配置验收 

4.1 一般规定 

4.1.1 灭火器安装设置后，必须进行配置验收，验收不合格不得投入使用。  条文说明 

4.1.2 灭火器配置验收应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安装、监理等单位按照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文件进行。  

条文说明 

4.1.3 灭火器配置验收时，安装单位应提交下列技术资料：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83.htm#32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83.htm#32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91.htm#33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91.htm#33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92.htm#34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92.htm#34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92.htm#34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192.htm#34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1.htm#4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1.htm#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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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筑灭火器配置工程竣工图、建筑灭火器配置定位编码表； 

    2 灭火器配置设计说明﹑建筑设计防火审核意见书； 

    3 灭火器的有关质量证书﹑出厂合格证﹑使用维护说明书等。  条文说明 

4.1.4 灭火器配置验收应按本规范附录 B 的要求填写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报告。  条文说明 

 

4.2 配置验收 

4.2.1 灭火器的类型、规格、灭火级别和配置数量应符合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照灭火器配置单元的总数，随机抽查 20％，并不得少于 3 个；少于 3 个配置单元的，

全数检查。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甲乙类火灾危险性场所、文物保护单位，全数检查。 

验收方法：对照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图进行。  条文说明 

4.2.2 灭火器的产品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有关产品标准的要求。 

    检查数量：随机抽查 20%，查看灭火器的外观质量。全数检查灭火器的合格手续。 

    验收方法：现场直观检查，查验产品有关质量证书。  条文说明 

4.2.3 在同一灭火器配置单元内，采用不同类型灭火器时，其灭火剂应能相容。 

    检查数量：随机抽查 20%。 

    验收方法：对照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文件和灭火器铭牌，现场核实。  条文说明 

4.2.4 灭火器的保护距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的有关规定，

灭火器的设置应保证配置场所的任一点都在灭火器设置点的保护范围内。 

    检查数量：按照灭火器配置单元的总数，随机抽查 20%；少于 3 个配置单元的，全数检查。 

    验收方法：用尺丈量。  条文说明 

4.2.5 灭火器设置点附近应无障碍物，取用灭火器方便，且不得影响人员安全疏散。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验收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2.6 灭火器箱应符合本规范第 3.2.2、3.2.3 条的规定。 

    检查数量：随机抽查 20%，但不少于 3 个；少于 3 个全数检查。 

    验收方法：观察检查与实测。  条文说明 

4.2.7 灭火器的挂钩、托架应符合本规范第 3.2.4～3.2.6 条的规定。 

    检查数量：随机抽查 5%，但不少于 3 个；少于 3 个全数检查 

    验收方法：观察检查与实测。  条文说明 

4.2.8 灭火器采用挂钩、托架或嵌墙式灭火器箱安装设置时，灭火器的设置高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的要求，其设置点与设计点的垂直偏差不应大于 0.01m。 

    检查数量：随机抽查 20%，但不少于 3 个；少于 3 个全数检查。 

    验收方法：观察检查与实测。  条文说明 

4.2.9 推车式灭火器的设置，应符合本规范第 3.3.1、3.3.2 条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验收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2.10 灭火器的位置标识，应符合本规范第 3.4.1、3.4.2 条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验收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2.11 灭火器的摆放应稳固。灭火器的设置点应通风、干燥、洁净，其环境温度不得超出灭火器的

使用温度范围。设置在室外和特殊场所的灭火器应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1.htm#41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1.htm#41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2.htm#42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2.htm#4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2.htm#42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2.htm#42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2.htm#42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2.htm#42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2.htm#42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2.htm#428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2.htm#429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2.htm#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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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验收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3 配置验收判定规则 

4.3.1 灭火器配置验收应按独立建筑进行，局部验收可按申报的范围进行。  条文说明 

 

4.3.2 灭火器配置验收的判定规则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缺陷项目应按本规范附录 B 的规定划分为：严重缺陷项（A）、重缺陷项（B）和轻缺陷项（C）。 

   2 合格判定条件应为：A=0，且 B≤1，且 B+C≤4，否则为不合格。  条文说明 

 

5 检查与维护 

5.1 一般规定 

5.1.1 灭火器的检查与维护应由相关技术人员承担。  条文说明 

5.1.2 每次送修的灭火器数量不得超过计算单元配置灭火器总数量的 1/4。超出时，应选择相同类型

和操作方法的灭火器替代，替代灭火器的灭火级别不应小于原配置灭火器的灭火级别。  条文说明 

5.1.3 检查或维修后的灭火器均应按原设置点位置摆放。  条文说明 

5.1.4 需维修、报废的灭火器应由灭火器生产企业或专业维修单位进行。  条文说明 

 

5.2 检查 

5.2.1 灭火器的配置、外观等应按附录 C 的要求每月进行一次检查。  条文说明 

5.2.2 下列场所配置的灭火器，应按附录 C 的要求每半月进行一次检查。 

    1 候车（机、船）室、歌舞娱乐放映游艺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 

    2 堆场、罐区、石油化工装置区、加油站、锅炉房、地下室等场所。  条文说明 

5.2.3 日常巡检发现灭火器被挪动，缺少零部件，或灭火器配置场所的使用性质发生变化等情况时，

应及时处置。  条文说明 

5.2.4 灭火器的检查记录应予保留。  条文说明 

 

5.3 送修 

5.3.1 存在机械损伤、明显锈蚀、灭火剂泄露、被开启使用过或符合其他维修条件的灭火器应及时进

行维修。  条文说明 

5.3.2 灭火器的维修期限应符合表 5.3.2的规定。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2.htm#42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3.htm#43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3.htm#43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5.htm#5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5.htm#5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5.htm#51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5.htm#51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6.htm#52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6.htm#5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6.htm#52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6.htm#52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7.htm#53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7.htm#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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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 灭火器的维修期限 

 
 

5.4 报废 

5.4.1 下列类型的灭火器应报废： 

   1 酸碱型灭火器； 

   2 化学泡沫型灭火器； 

   3 倒置使用型灭火器； 

   4 氯溴甲烷、四氯化碳灭火器； 

   5 国家政策明令淘汰的其他类型灭火器。  条文说明 

5.4.2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灭火器应报废： 

   1 筒体严重锈蚀，锈蚀面积大于、等于筒体总面积的 1/3，表面有凹坑； 

   2 筒体明显变形，机械损伤严重； 

   3 器头存在裂纹、无泄压机构； 

   4 筒体为平底等结构不合理； 

   5 没有间歇喷射机构的手提式； 

   6 没有生产厂名称和出厂年月，包括铭牌脱落，或虽有铭牌，但已看不清生产厂名称，或出厂

年月钢印无法识别； 

   7 筒体有锡焊、铜焊或补缀等修补痕迹； 

   8 被火烧过。  条文说明 

5.4.3 灭火器出厂时间达到或超过表 5.4.3 规定的报废期限时应报废。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8.htm#54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8.htm#54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8.htm#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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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3 灭火器的报废期限 

 

5.4.4 灭火器报废后，应按照等效替代的原则进行更换。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3288.htm#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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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建筑灭火器配置定位编码表 

表 A 建筑灭火器配置定位编码表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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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建筑灭火器配置缺陷项分类及验收报告 

表 B 建筑灭火器配置缺陷项分类及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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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建筑灭火器检查内容、要求及记录 

表 C 建筑灭火器检查内容、要求及记录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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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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