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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5章、第7章和8.1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4066.1—2004《干粉灭火剂 第1部分:BC干粉灭火剂》、GB4066.2—2004《干粉

灭火剂 第2部分:ABC干粉灭火剂》。本标准以GB4066.1—2004为主,整合了GB4066.2—2004的

特定内容,与GB4066.1—2004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 增加了型号的表示方法(见第4章);
——— 增加了干粉灭火剂的一般要求(见5.1);
——— 修改了干粉灭火剂的多项技术指标要求,增加主要组分含量的公布值总量、粒度分布的底盘

主要组分含量、流动性等要求,删除了喷射性能要求,统一了松密度下限、吸湿率等要求并提

高松密度允差要求,适度降低含水率要求(见5.2,2004年版的第4章);
——— 修改了含水率的试验方法(见6.3,2004年版的5.3);
——— 增加了流动性试验方法(见6.5);
——— 修改了斥水性试验方法(见6.6,2004年版的5.6);
——— 修改了灭BC类火的标准试验方法(见6.12,2004年版的5.12)。
本标准编制时参考了ISO7202:2012《消防 灭火剂 干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江苏锁龙消防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楼山消防器材厂、泰康消防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江亚消防药剂有限公司、佛山市华昊化工有限公司、山东环绿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国
安达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能林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戴殿峰、李姝、刘玉恒、马建明、董海滨、薛岗、李习民、聂颖、王钢、张琦、徐友萍、
刘欣传、林向芳、童祥友、李志成、宋明韬、洪清泉。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4066—1983、GB4066—1994、GB4066.1—2004、GB4066.2—2004;
——— GB13532—1992;
——— GB15060—1994、GB1506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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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粉 灭 火 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干粉灭火剂的术语和定义、型号、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

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第一主要组分含量不小于75%的干粉灭火剂;不适用于GA578规定的超细干粉灭

火剂和GA979规定的D类干粉灭火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535 硫酸铵

GB/T622 化学试剂 盐酸

GB4351.1 手提式灭火器 第1部分:性能和结构要求

GB/T4509 沥青针入度测定法

GB/T4968 火灾分类

GB/T5907(所有部分) 消防词汇

GB/T6003.1 试验筛 技术要求和检验 第1部分:金属丝编织网试验筛

GB/T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9969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A578 超细干粉灭火剂

GA634 消防员隔热防护服

GA979 D类干粉灭火剂

3 术语和定义

GB/T5907和GB/T496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布值 characterizationstatement
由生产厂家或检验委托方提供,关于干粉灭火剂物理或化学特性的数据信息。包括主要组分含量、

松密度、粒度分布、灭火性能等。

3.2 
主要组分 chemicalcontent
构成干粉灭火剂的基本成分。不包括用于改善灭火剂储存、防潮、流动性等性能的添加剂。

3.3 
第一主要组分 majorchemicalcontent
构成干粉灭火剂的主要组分中,含量最高的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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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批 batch
按相同配方、相同工艺过程,单独一次性投料生产的均匀产品。

3.5 
组 lot
配方、工艺过程、原材料相同的条件下的多批产品,总量不超过25t。
注:生产人员、制造过程、原材料或环境条件的任何主要改变,都视为不同的组。

4 型号

干粉灭火剂的型号以适用扑救的火灾类型代号、主要组分及含量和企业自定义等内容的组合来表

示,其中主要组分含量总和不应小于90%。

     

适用扑救的火灾类型,标示用大写英文字母及顺序按GB/T4968—2008的规定

—      

主要组分分子式及含量百分数,组分间以“+”连接

— 企业自定义

示例:ABC-NH4H2PO4(75%)+(NH4)2SO4(15%)-B,表示主要组分为磷酸二氢铵含量为75%、硫酸铵含量为

15%,适用于扑灭A类、B类、C类火灾,企业自定义为B的ABC干粉灭火剂。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干粉灭火剂的原材料、生产工艺应满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对人身健康、安全以及环境

保护的要求。

5.1.2 干粉灭火剂的以下性能参数应至少在产品包装或说明书中标明:

a) 主要组分名称及含量(见表1);

b) 松密度(见表1);

c) 粒度分布(见表1);

d) 可扑救的火灾类型。

5.1.3 型号不同或生产工艺不同的干粉灭火剂严禁在灌装灭火器、消防车、灭火系统及灭火设备维修

等场合混合使用。

5.2 性能要求

干粉灭火剂主要性能应符合表1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主要组分含量

碳酸氢钠含量的检验方法见附录A。
磷酸二氢铵含量的检验方法见附录B。
其他主要组分含量应按对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试验委托方提供的经相关方认可的方法进行

检验。检验结果的准确度不应低于0.2%(绝对偏差),计算数据保留至0.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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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干粉灭火剂主要性能指标

项 目 指 标

主要组分含量(质量分数)

任一主要组分含量 公布值±(0.75+2.5×公布值)%

所有主要组分含量 公布值之和≥90%

第一主要组分含量 公布值≥75%

松密度/(g/mL) 公布值±0.07,且≥0.82

含水率(质量分数) ≤0.25%

吸湿率(质量分数) ≤2.00%

流动性/s ≤7.0

斥水性 无明显吸水,不结块

针入度/mm ≥16.0

粒度分布

(质量分数)

0.250mm以上 0.0%

0.250mm~0.125mm 公布值±3%

0.125mm~0.063mm 公布值±6%

0.063mm~0.040mm 公布值±6%

底盘
ABC干粉灭火剂 ≥55%,且底盘中第一主要组分含量≥原试样含量

BC干粉灭火剂 ≥70%,且底盘中第一主要组分含量≥原试样含量

耐低温性/s ≤5.0

电绝缘性/kV ≥5.00

颜色
ABC干粉灭火剂 黄色

BC干粉灭火剂 白色

灭火性能
依据干粉灭火剂适用的火灾类型,按6.12的规定进行试验,

3次灭火试验至少2次灭火成功

6.2 松密度

6.2.1 仪器

松密度测试的仪器要求如下:

a) 天平:感量0.2g;

b) 具塞量筒:量程250mL,分度值2.5mL;

c) 秒表:分度值0.1s。

6.2.2 试验步骤

6.2.2.1 称取干粉灭火剂试样100g,精确至0.2g,置于具塞量筒中。

6.2.2.2 以2s一个周期的速度,上下颠倒量筒10个周期,使试样处于沸腾状态。

6.2.2.3 将具塞量筒垂直于水平面静置3min后,记录试样的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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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结果

松密度Db按式(1)计算:

Db=
m0

V
…………………………(1)

  式中:

Db———松密度,单位为克每毫升(g/mL);

m0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V ———试样所占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取差值不超过0.04g/mL的两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6.3 含水率

6.3.1 试剂、仪器

含水率测试的试剂、仪器要求如下:

a) 硫酸:分析纯,密度1.834g/mL~1.836g/mL,即硫酸浓度为95%~98%;

b) 称量瓶:ϕ70mm×40mm;

c) 干燥器:ϕ220mm;

d) 天平:精确度0.2mg。

6.3.2 试验步骤

6.3.2.1 在已恒重的称量瓶中,称取干粉灭火剂试样5g,精确至0.2mg。

6.3.2.2 将称量瓶免盖置于温度20℃±2℃,盛有硫酸的干燥器中48h。

6.3.2.3 取出称量瓶加盖置于干燥器内,静置15min后称量,精确至0.2mg。

6.3.3 结果

含水率x1 按式(2)计算:

x1=
m1-m2

m1
×100% …………………………(2)

  式中:

m1———干燥前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m2———干燥后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取差值不超过0.02%的两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6.4 吸湿率

6.4.1 试剂、仪器、设备

吸湿率测试的试剂、仪器、设备要求如下:

a) 氯化铵:化学纯;

b) 天平:准确度0.2mg;

c) 称量瓶:ϕ50mm×30mm;

d) 干燥器:ϕ220mm;

e) 恒温恒湿系统:饱和氯化铵恒湿系统(仲裁检验时采用)或调温调湿箱;饱和氯化铵恒湿系统

(见图1),控制经过饱和氯化铵溶液充分饱和的空气(相对湿度约为78%)以5L/min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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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恒湿器,恒湿器下部装有饱和氯化铵溶液。

说明:

1———供气稳压缓冲装置;

2———广口瓶;

3———饱和氯化铵溶液;

4———ϕ250mm恒湿器;

5———内径6mm玻璃管;

6———空气出口;

7———恒湿器孔板。

图1 饱和氯化铵恒湿系统

6.4.2 试验步骤

6.4.2.1 在已恒重的称量瓶中,称取干粉灭火剂试样5g,精确至0.2mg。

6.4.2.2 将称量瓶免盖置于温度(21±3)℃,相对湿度78%的恒温恒湿环境内24h。

6.4.2.3 取出称量瓶加盖置于干燥器中,静置15min后称量,精确至0.2mg。

6.4.3 结果

吸湿率x2 按式(3)计算:

x2=
m4-m3

m3
×100% …………………………(3)

  式中:

m3———吸湿前干粉灭火剂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m4———吸湿后干粉灭火剂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取差值不超过0.05%的两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6.5 流动性

6.5.1 仪器

流动性测试的仪器要求如下:

a) 流动性测定仪(见图2):由玻璃砂钟和可翻转的支架组成;

b) 天平:感量0.5g;

c) 秒表:分度值0.1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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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1———轴;

2———支架;

3———玻璃砂钟;

4———紧固螺母;

5———玻璃砂钟盖;

6———底座。

图2 流动性测定仪

6.5.2 试验步骤

6.5.2.1 称取干粉灭火剂试样300g,精确至0.5g,放入玻璃砂钟内。

6.5.2.2 将玻璃砂钟安装在支架上,然后将试样在砂钟内连续翻转30s,使试样充气后,立即开始测定

其连续20次自由通过中部颈口的时间。

6.5.3 结果

取20次试验时间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6.6 斥水性

6.6.1 试剂、仪器

斥水性测试的试剂、仪器要求如下:

a) 氯化钠:化学纯;

b) 培养皿:ϕ70mm;

c) 吸量管:0.5mL;

d) 干燥器:ϕ220m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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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试验步骤

6.6.2.1 在培养皿中放入过量的干粉灭火剂试样,用刮刀刮平表面。

6.6.2.2 在干粉表面三个不同点用吸量管各滴0.3mL三级水(符合GB/T6682的规定),滴水点之间、
滴水点与培养皿边缘之间的距离不小于10mm。

6.6.2.3 将培养皿放在温度为(20±5)℃,盛有饱和氯化钠溶液的干燥器内(相对湿度75%),放置时间

为(120±5)min。

6.6.2.4 取出培养皿,逐渐倾斜,使水滴滚落。

6.6.3 结果

观察试样有无明显吸水、结块现象。

6.7 针入度

6.7.1 试剂、仪器、设备

针入度测试的试剂、仪器、设备要求如下:

a) 氯化铵:化学纯;

b) 饱和氯化铵恒湿系统或恒温恒湿箱:饱和氯化铵恒湿系统(见图1)控制5L/min流量的空气

(湿度为78%)通过恒湿器,恒湿器下部装有饱和氯化铵溶液;

c) 针入度仪:符合GB/T4509规定,精度0.1mm,标准针与针杆质量之和为(50.00±0.05)g;

d) 电热恒温干燥箱:精度±2℃;

e) 烧杯:容量100mL;

f) 秒表:分度值0.1s;

g) 震筛机:摆动频率4.58Hz~4.92Hz,震击频率0.52Hz~0.55Hz,震击高度4.0mm。

6.7.2 试验步骤

6.7.2.1 在干燥、洁净的烧杯中,装满干粉灭火剂试样,用刮刀刮平表面。

6.7.2.2 将烧杯置于震筛机上,用夹具夹紧,震动5min;取下烧杯,在温度为(21±3)℃、相对湿度为

78%的恒湿器内增湿24h;然后移入温度为(48±3)℃的电热恒温干燥箱内干燥24h。

6.7.2.3 测定针入度:测定时,针尖要贴近试样表面,针入点之间、针入点与杯壁之间的距离不小于

10mm。针自由落入试样内5s后,记录针插入试样的深度,每只烧杯的试样测三个针入点。

6.7.3 结果

取与平均值偏差不超过5%的9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6.8 粒度分布

6.8.1 仪器、设备

粒度分布测试的仪器、设备要求如下:

a) 天平:感量0.2g;

b) 秒表:分度值0.1s;

c) 震筛机:按6.7.1中g)的规定;

d) 套筛:符合GB/T6003.1规定,网孔尺寸分别为0.250mm、0.125mm、0.063mm、0.040mm,
一个顶盖和一个底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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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试验步骤

6.8.2.1 称取干粉灭火剂试样50g,精确至0.2g,放入0.250mm 顶筛内,下面依次为0.250mm、

0.125mm、0.063mm、0.040mm的筛和底盘,盖上顶盖。

6.8.2.2 将套筛固定在震筛机上,震动10min。

6.8.2.3 取下套筛,分别称量留在每层筛上的试样质量。

6.8.3 结果

干粉灭火剂在每层筛上的质量分数x3 按式(4)计算:

x3=
m5

m6
×100% …………………………(4)

  式中:

m5———试样在每层筛上的质量,单位为克(g);

m6———试样的总质量,单位为克(g)。
取回收率大于98%的两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6.9 耐低温性

6.9.1 仪器、设备

耐低温性测试的仪器、设备要求如下:

a) 低温试验仪:精度±1℃;

b) 试管:ϕ20mm×150mm;

c) 天平:感量0.2g;

d) 秒表:分度值0.1s。

6.9.2 试验步骤

6.9.2.1 称取干粉灭火剂试样20g,精确至0.2g,放在干燥、洁净的试管中。

6.9.2.2 将试管加塞后,放入-55℃环境中1h。

6.9.2.3 取出试管,使其在2s内倾斜直到倒置。用秒表记录试样全部流下的时间。

6.9.3 结果

取3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6.10 电绝缘性

6.10.1 仪器、设备

电绝缘性测试的仪器、设备要求如下:

a) 试验杯(见图3):杯体由不吸潮的高绝缘性材料制成。电极的任何部位与试验杯的距离不小

于13mm。试验杯顶部与电极顶部距离不小于32mm。

b) 平板电极为抛光的黄铜板,直径为25mm,厚度不小于3mm,边缘成直角,电极间距为

(2.50±0.01)mm。

c) 耐压测试仪:输出电压可连续升到5kV以上。

d) 跌落试验台:最大跌落高度30mm,最大允许负荷50kg,频率范围0Hz~1.667Hz连续可

调,下落加速度大于9.3m/s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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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1 ———香蕉插头;

2 ———杯体;

3 ———挡片;

4,5———电极;

6 ———调节螺母;

7 ———调节垫片;

8 ———垫片;

9 ———弹簧垫片;

10 ———紧固螺母。

图3 测定电绝缘性用试验杯

6.10.2 试验步骤

6.10.2.1 将试验杯装满干粉灭火剂试样,放在跌落台上夹紧。

6.10.2.2 在1Hz的频率、下落高度为15mm的条件下,跌落500次。

6.10.2.3 用耐压测试仪将电压加到圆盘形电极上,在漏电流1mA档的状态下迅速匀速升压直至击穿

为止,记录击穿电压值。

6.10.3 结果

取两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6.11 颜色

将干粉灭火剂试样置于无色玻璃杯内,观察颜色。

6.12 灭火性能

干粉灭火剂的灭A类火性能按附录C的规定进行检验,灭B、C类火性能按附录D的规定进行

检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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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验规则

7.1 检验类别与项目

7.1.1 例行检验

正常生产中,每批产品均应进行例行检验。松密度、流动性、斥水性、粒度分布、耐低温性、颜色为例

行检验项目。

7.1.2 确认检验

表1中的全部检验项目为确认检验项目。每组产品均应抽样进行主要组分含量、含水率、吸湿率、
针入度检验,其余项目也应定期抽样检验以确保产品持续稳定符合本标准要求。

7.1.3 型式检验

表1中的全部检验项目为型式检验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鉴定或老产品转厂生产;

b) 正式生产后,原料、工艺有较大改变;

c) 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

d)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依法提出型式检验要求。

7.2 取样方法

7.2.1 型式检验和确认检验样品应从例行检验合格产品中抽样。取样方法应保证取样具有代表性。
检验前应将样品充分混合均匀。

7.2.2 抽样数量应满足检验及备留需要。型式检验应随机抽取不小于试验用量2倍的样品。所取的

样品应贮存于洁净、干燥、密封的包装体内。

7.3 检验结果判定

例行检验、确认检验、型式检验结果均应符合第5章规定的技术要求,如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则判产

品为不合格。

8 标志、包装、使用说明书、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每个包装上都应清晰、牢固地标明生产厂名称、地址、产品名称、型号、商标、适用标准、生产日期、生
产批号、合格标志、贮存保管要求等。

8.2 包装

干粉灭火剂应密封在塑料袋内,塑料袋外应加保护包装。

8.3 使用说明书

生产厂应提供符合GB/T9969的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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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运输和贮存

干粉灭火剂应贮存在通风、阴凉干燥处,运输中应避免雨淋,防止受潮和包装破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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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碳酸氢钠含量试验方法

A.1 滴定法(仲裁法)

A.1.1 方法原理

将干粉灭火剂试样破坏硅膜后,加热蒸馏水溶解过滤,取其滤液,分别以甲酚红-百里酚蓝和溴甲酚

绿-甲基红为指示液,用盐酸标准溶液滴定。

A.1.2 试剂

试验用试剂:

a) 丙酮:分析纯;

b) 三级水:符合GB/T6682的规定;

c) 溴甲酚绿乙醇溶液(0.1%);

d) 甲基红乙醇溶液(0.2%);

e) 溴甲酚绿-甲基红混合指示剂:将溴甲酚绿乙醇溶液(0.1%)与甲基红乙醇溶液(0.2%)按3∶1
体积比混合,摇匀;

f) 甲酚红钠盐水溶液(0.1%);

g) 百里酚蓝钠盐水溶液(0.1%);

h) 甲酚红-百里酚蓝混合指示剂:将甲酚红钠盐水溶液(0.1%)与百里酚蓝钠盐水溶液(0.1%)按

1∶3体积比混合,摇匀;

i) 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用盐酸(符合GB/T622的规定)配制浓度约为0.1mol/L的水溶液。

A.1.3 仪器

试验用仪器:

a) 天平:感量0.2mg;

b) 容量瓶:500mL;

c) 移液管:50mL;

d) 滴定管:50mL;

e) 锥形瓶:250mL。

A.1.4 试验步骤

A.1.4.1 按下述方法制备待测溶液:

a) 称取干粉灭火剂试样2g,精确至0.0002g,置于100mL烧杯中,加3mL~4mL丙酮并不断

搅拌;

b) 待丙酮挥发后,加入少量热三级水60℃~70℃溶解过滤,用约250mL三级水洗涤不溶物,将
滤液和洗涤液均收集在500mL容量瓶中,用三级水稀释至500mL,摇匀,即为待测溶液A。

A.1.4.2 用移液管吸取50mL溶液A,移入250mL锥形瓶中,加5滴甲酚红-百里酚蓝混合指示剂,用
盐酸标准溶液滴定至试验溶液的颜色由紫色变为黄色,读取消耗盐酸标准溶液的体积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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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3 再加入10滴溴甲酚绿-甲基红混合指示剂,用盐酸标准溶液滴定至试验溶液的颜色由绿色变

为暗红色。

A.1.4.4 煮沸2min,溶液颜色变回绿色,冷却至室温。用盐酸标准溶液继续滴定至暗红色为终点,读
取消耗盐酸标准溶液的体积V2。

A.1.5 结果

试样中碳酸氢钠含量x1 按式(A.1)计算:

x1=
c×(V2-2×V1)×0.8401

m0
×100% ……………………(A.1)

  式中:

m0———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c ———盐酸标准滴定溶液实际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V1———第一次滴定所消耗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2———滴定所消耗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总体积,单位为毫升(mL)。
取差值不超过0.2%的两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A.2 灼烧法

A.2.1 仪器、设备

试验用仪器、设备要求如下:

a) 天平:感量0.2mg;

b) 马弗炉:分度值20℃;

c) 称量瓶:ϕ50mm×30mm;

d) 干燥器:ϕ220mm。

A.2.2 试验步骤

A.2.2.1 将干粉灭火剂置于真空干燥箱内,在真空度0.095MPa~0.096MPa、温度(50±2)℃的条件

下,干燥1h。

A.2.2.2 在已恒重的三只称量瓶中,分别称取已干燥的干粉灭火剂试样5g,称准至0.0002g。

A.2.2.3 将称量瓶免盖置于马弗炉内,在温度270℃~300℃,灼烧1h。

A.2.2.4 取出称量瓶,加盖置于干燥器中,静置45min称量,称准至0.0002g。

A.2.3 结果

碳酸氢钠含量x2 按式(A.2)计算:

x2=
(m1-m2)×2.709

m1
×100% …………………………(A.2)

  式中:

m1———灼烧前干粉灭火剂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m2———灼烧后残留物质量,单位为克(g)。
取3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31

GB4066—2017

中国消防资源网 www.1190119.com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磷酸二氢铵含量试验方法

B.1 方法原理

磷酸二氢铵溶液中的正磷酸根离子在酸性介质中和喹钼柠酮试剂生成黄色磷钼酸喹啉沉淀,经过

滤、洗涤、干燥后,称量所得沉淀的重量并按GB/T535进行氮含量检验进行修正。

B.2 试剂

试验用试剂:

a) 钼酸钠:分析纯;

b) 柠檬酸:分析纯;

c) 硝酸:分析纯;

d) 三级水:符合GB/T6682的规定;

e) 喹啉:不含还原剂;

f) 丙酮:分析纯;

g) 硝酸溶液:1+1溶液;

h) 喹钼柠酮试剂的配制:

  1) 配制溶液a:将70g钼酸钠置于400mL烧杯中,加入100mL三级水溶解;

  2) 配制溶液b:将60g柠檬酸置于1000mL烧杯中,加入100mL三级水溶解后,加入

85mL硝酸;

  3) 配制溶液c:把溶液a加到溶液b中,混匀;

  4) 配制溶液d:在400mL烧杯中,将35mL硝酸和100mL三级水混合,然后加入5mL
喹啉;

  5) 把溶液d加到溶液c中,混匀,静置一夜,用滤纸或棉花过滤,滤液加入280mL丙酮,用
三级水稀释至1000mL,混匀,贮存在棕色容量瓶中,放在暗处,避光,避热。

B.3 仪器

试验仪器要求如下:

a) 天平:感量0.2mg;

b) 坩埚式滤器:4号,容积30mL;

c) 带刻度烧杯:容量400mL;

d) 电热恒温干燥箱:精度±2℃;

e) 封闭电炉。

B.4 试验步骤

B.4.1 待测溶液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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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称取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剂试样1g,精确至0.0002g,置于100mL烧杯中,加2mL丙酮并不

断搅拌;

b) 待丙酮挥发后,加入少量热三级水60℃~70℃溶解过滤,用约250mL三级水洗涤不溶物,将
滤液和洗涤液均收集在500mL容量瓶中,用三级水稀释至500mL,摇匀,即为待测溶液A。

B.4.2 用移液管吸取25mL溶液A移入400mL烧杯中,加入10mL硝酸溶液,用三级水稀释至100mL,
预热近沸。加入40mL~45mL喹钼柠酮试剂,盖上表面皿,在封闭电炉上微沸1min或置于沸水浴中

保温至沉淀分层,取出烧杯,冷却至室温,冷却过程转动烧杯3至4次。

B.4.3 用预先在(180±2)℃下干燥45min的坩埚式滤器过滤,先将上层清液滤完,然后用约100mL
三级水洗涤沉淀,将沉淀连同滤器置于(180±2)℃电热恒温干燥箱内干燥45min,移入干燥器中冷却

45min,称量。

B.5 结果

试样中磷酸二氢铵含量x1 按式(B.1)计算:

x1=
m1×1.0396

m0
×100% …………………………(B.1)

  式中:

m0———试验时所取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m1———磷钼酸喹啉沉淀质量,单位为克(g)。
取差值不大于0.5%的两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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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灭A类火性能试验方法

C.1 试验设备、仪器和材料

干粉灭火剂灭A类火性能的试验设备、仪器和材料如下:

a) 3kg干粉灭火器:初始压力(1.2±0.1)MPa(表压),喷嘴直径ϕ4mm,喷管内径ϕ10mm,喷管

长度400mm,筒体直径ϕ127.4mm,筒体容积3.8L,虹吸管内径ϕ12mm,虹吸管距筒底距离

13mm~16mm,材料和强度等符合GB4351.1的规定。

b) 木材湿度仪:精确度±1%。

c) 秒表:分度值0.1s。

d) 燃料:脂肪烃化合物,馏程范围:84℃~105℃,初终馏出温度差小于等于10℃,芳香烃的体

积含量小于或等于1%,15℃时的密度为(700±20)kg/m3。
注:符合要求的典型燃料为工业用正庚烷。

C.2 试验模型

A类火的试验模型包含一个由木条搭成的正方形木垛,其边长等于木条的长度。为了加固,木垛

外边缘的木条可钉在一起。把木垛放在包含2个角铁的支架上,此支架顶端离地面(400±10)mm。试

验模型的木条长度、根数和层数等参数应符合表C.1的规定。
试验模型用木条应经过适当处理,其含水率为10%~14%(质量分数),品种可选用樟子松、落叶

松、辐射 松、马 尾 松 等 松 木(干 燥 时 温 度 不 应 高 于105 ℃),木 材 的 密 度 在 含 水 率12%时 应 为

0.45g/cm3~0.55g/cm3。木条的横截面为正方形,边长39mm±1mm,木条长度的尺寸偏差为±10mm。
木条按照表C.1规定的排列方法分层堆放,上下层木条成直角排列,每层上的木条以相同的间距摆放成

宽与木条长相同的正方形,见图C.1。
引燃A类火试验模型用的燃料应符合C.1d)的规定。燃料放入引燃盘内,引燃盘的尺寸和燃油量

应符合表C.1规定。

表 C.1 试验模型参数

级别代号
木条根数

根

木条长度

mm
木条排列

引燃盘尺寸

mm×mm×mm

引燃油量

L

2A 112 635 16层每层七根 535×535×100 2.0

C.3 试验条件

C.3.1 A类火灭火试验应在基本通风、有足够空间的室内进行,要确保木垛自由燃烧所必要的氧气供

给量和一定的能见度。符合要求的室内空间为:内高7.5m,体积1700m3 以上,4个角落处有可调节

大小的进气孔,总的通风面积达4.5m2 以上,地面为光洁的水泥地。环境温度为0℃~30℃。

C.3.2 灭火试验前,应将灭火器放置在20℃±5℃环境中预处理24h或以上,预处理后应在5min内

61

GB4066—2017

中国消防资源网 www.1190119.com



进行灭火试验。

C.3.3 灭火试验可由专人操作,操作者应穿着符合GA634要求的隔热防护服(包括服装、头套、手套、
脚套)来完成灭火试验。

注:为了保护灭火试验人员的健康和安全,需采取措施防止燃烧产生的有毒物质和烟气对灭火试验人员的危害。

当需要持续一段时间进行重复试验时,可让灭火试验人员佩戴呼吸保护器。

  说明:

1———引燃盘;

2———支架;

3———称重平台;

4———角铁。

图 C.1 木垛火模型

C.4 试验步骤

C.4.1 在引燃盘内先倒入深度为30mm 清水,再加入规定量的燃料。将引燃盘放入木垛的正下方。

C.4.2 点燃汽油,当汽油烧尽,可将引燃盘从木垛下抽出。让木垛自由燃烧。当木垛燃烧至其质量减

少到原来量的53%~57%时,则预燃结束。
注:木垛燃烧时的质量损失可以直接测定或采用被验证可以提供相当一致结果的其他方法测定。

C.4.3 预燃结束后即开始灭火。整个喷射过程应使灭火器阀门保持最大开启状态,并连续喷射。开始

从离开木垛1.8m的正前方处喷射,然后可缩短距离,朝木垛的上部、底部、前部、两个侧面喷射,但不能

向背部喷射;整个试验过程中,操作者和灭火器的任何部位不应触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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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试验评定

C.5.1 试验模型木垛的火焰完全熄灭,且灭火器完全喷射后的10min内,残留木垛上无可见火焰或仅

出现高度小于50mm、持续时间不超过1min的不持续火焰,则评定为灭火成功。

C.5.2 灭火试验中因木垛倒坍,则此次试验为无效,应重新进行。

C.5.3 重复进行3次试验,连续两次灭火成功或失败,则第三次试验可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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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灭B、C类火性能试验方法

D.1 试验设备、仪器和材料

干粉灭火剂灭B、C类火性能的试验设备、仪器和材料如下:

a) 3kg专用干粉灭火装置:氮气充压,压力(1.30±0.05)MPa,整体装置应符合D.2的要求。

b) 钢质油盘:直径(1884±20)mm,高(200±15)mm,盘壁厚度2.5mm。

c) 秒表:分度值0.1s。

d) 风速仪:精确度±0.3m/s。

e) 标定量杯:直径ϕ80mm,高100mm,24只(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干粉灭火剂的反弹)。

f) 燃料:脂肪烃化合物,馏程范围:84℃~105℃,初终馏出温度差小于或等于10℃,芳香烃的体

积含量小于或等于1%,15℃时的密度为(700±20)kg/m3。
注:符合要求的典型燃料是工业用正庚烷。

D.2 3kg专用干粉灭火装置和校准

D.2.1 3kg专用干粉灭火装置

D.2.1.1 3kg专用干粉灭火装置的储粉罐筒体内径约350mm,容积(12.0±0.2)L;装置的喷嘴直径约

ϕ9.5mm。

D.2.1.2 整体装置的示意图见图D.1。装置使用的管道内径大于等于15mm,管道总长度(a+b+c)
小于或等于4m,90°弯头不超过两个,管线的内容积不大于1.20L。阀门应采用通径与管路相同的快

开型球阀,接头及变径过渡应光滑;喷嘴前的直管段长度(c)不小于管道内径的10倍。

D.2.1.3 罐体的压力监测装置量程不小于2.5MPa,精度不低于0.4级。

D.2.2 校准要求

D.2.2.1 将3kg专用干粉灭火装置的干粉罐体充入松密度为(0.87±0.02)g/mL的碳酸氢钠干粉灭火

剂(3.00±0.03)kg,以氮气充压至(1.30±0.05)MPa。安装装置使之处于正常使用状态,调节装置的喷

嘴使其轴线与水平地面垂直且喷嘴下缘距离水平地面(2.30±0.03)m。

D.2.2.2 干粉标定量具应布置在以喷嘴的中心轴线垂直投影的地面点为中心,半径为900mm的水平

面上,布点位置见图D.2所示。标定试验过程中应使干粉标定量具的接收口与水平地面齐平。

D.2.2.3 打开释放阀门,进行冷喷试验。启动秒表记录喷射时间。

D.2.2.4 分别称量标定量具内的干粉灭火剂,计算分布密度。

D.2.2.5 3kg专用干粉灭火装置喷射时间应为(4.5±0.5)s,喷射剩余率小于等于5%。装置喷射于以

喷射中心点,半径0.90m 范围内的干粉灭火剂总量应不低于装置喷出总量的90%;在保护半径为

0.6m的范围内,干粉灭火剂的最低面密度不低于平均面密度的70%。

D.3 试验步骤

D.3.1 试验环境温度为0℃~30℃,风速不大于3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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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2 将油盘置于水平地面下,使油盘上沿与地面在同一水平面上,喷嘴轴线与水平地面垂直且喷嘴

下缘距离水平地面(2.30±0.03)m。加34L水后倒入60L燃料,并使油盘中各点的燃料深度不小于

15mm,但液体深度不大于50mm。

D.3.3 点火,同时启动秒表,预燃时间60s,启动灭火装置。

D.3.4 试验过程中应采取适当措施,以便在灭火不成功的情况下保证试验的安全可控。

D.4 结果评定

D.4.1 火焰全部熄灭,即为灭B类火试验成功。

D.4.2 干粉灭火剂若具有灭B类火灾的灭火效能,即认为其具有灭C类火灾的灭火效能。

D.4.3 重复进行3次试验,连续两次灭火成功或失败,则第三次试验可免试。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 ———专用干粉灭火装置储粉罐筒体(容积12L);

2 ———压力表0MPa~2.5MPa;

3 ———压力表接头;

4 ———充气接头;

5 ———不锈钢球阀(DN20);

6 ———不锈钢四通接头(DN20);

7 ———不锈钢球阀(DN20);

8 ———干粉灭火剂输送管道(DN20);

9 ———喷嘴;

10———油盘。

图 D.1 专用干粉灭火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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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标定量杯。

注:GX轴方向为图D.1中的上侧水平管道方向。

图 D.2 干粉标定量具布点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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