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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公告 

第 140号 

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设计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50338－2003，自 2003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3.0.1、4.1.6、4.2.1、4.2.2、4.2.4、4.2.5、4.3.1（1）（2）（4）、4.3.3、4.3.4、

4.3.6、4.4.1（1）（2）（4）、4.4.3、4.4.4（1）（2）（3）、4.4.6、4.5.1、4.5.4、5.1.1、5.1.3、5.3.1、5.4.1、

5.4.4、5.6.1、5.6.2、5.7.1、5.7.3、6.1.4、6.2.4 条（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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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建标[1997]108 号文《关于印发一九九七年工程建设国家标

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要求，由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浙江省公安厅消防局、交通部第三航务

工程勘察设计院、中石化上海金山石油化工设计院等单位共同编制。 

本规范的编制，遵照国家有关基本建设方针和“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在总

结我国消防炮灭火系统科研、工程应用现状及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广泛征求国内有关科研、设计、

产品生产、消防监督、工程施工单位等部门的意见，同时参考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相关

标准条文，最后经有关部门共同审查定稿。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是用于保护面积较大、火灾危险性较高而且价值较昂贵的重点工程的群组

设备等要害场所，能及时、有效地扑灭较大规模的区域性火灾的灭火威力较大的固定灭火设备，在

消防工程设计上有其特殊要求。 

本规范共分六章，包括总则、术语和符号、系统选择、系统设计、系统组件、电气等。 

经授权负责本规范具体解释的单位是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在执行本规

范的过程中若遇到问题，可直接与设在该研究所的《规范》管理组联系。鉴于本规范在我国系首次

制定，希望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若发现本规范及条文说明中有需要修

改之处，请将修改建议和有关参考资料直接函寄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科技处或《规范》管理组（地

址：上海市杨浦区民京路 918 号，邮编 200438，电话：021-65234584，021-65230430）。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编单位：公安部上海消防科学研究所 

参编单位：浙江省公安厅消防局 

交通部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 

中石化上海金山石油化工设计院 

主要起草人：闵永林  唐祝华 朱力平 王永福 沈 纹 李建中 

陆菊红 朱立强 林南光 邵海龙 潘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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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 CN00119 

1 总则 

1.0.1 为了合理地设计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减少火灾损失，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制订本规范。  条

文说明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工程中设置的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设计。 条文说明 

1.0.3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设计，必须遵循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密切结保护对象的功能和火灾

特点，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使用方便。  条文说明 

1.0.4 当设置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工程改变其使用性质时，应校核原设置系统的适用性。当不适用

时，应重新设计。  条文说明 

1.0.5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设计，除执行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强制性标准、规范的

规定。  条文说明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 fixed fire monitor extinguishing systems 

    由固定消防炮和相应配置的系统组件组成的固定灭火系统。 

    消防炮系统按喷射介质可分为水炮系统、泡沫炮系统和干粉炮系统。  条文说明 

2.1.2 水炮系统 water monitor extinguishing systems 

    喷射水灭火剂的固定消防炮系统，主要由水源、消防泵组、管道、阀门、水炮、动力源和控制装

置等组成。  条文说明 

2.1.3 泡沫炮系统 foam monitor extinguishing systems 

    喷射泡沫灭火剂的固定消防炮系统，主要由水源、泡沫液罐、消防泵组、泡沫比例混合装置、管

道、阀门、泡沫炮、动力源和控制装置等组成。  条文说明 

2.1.4 干粉炮系统 powder monitor extinguishing systems 

    喷射干粉灭火剂的固定消防炮系统，主要由干粉罐、氮气瓶组、管道、阀门、干粉炮、动力源和

控制装置等组成。  条文说明 

2.1.5 远控消防炮系统（简称远控炮系统） remote-controlled fire monitor extinguishing systems

（abbreviation：remote-controlled monitor systems） 

    可远距离控制消防炮的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  条文说明 

2.1.6 手动消防炮灭火系统（简称手动炮系统） manual-controlled fire monitor extinguishing systems

（abbreviation：manual-controlled monitor systems） 

    只能在现场手动操作消防炮的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  条文说明 

2.1.7 灭火面积 extinguishing area 

    一次火灾中用固定消防炮灭火保护的计算面积。  条文说明 

2.1.8 冷却面积 cooling area 

    一次火灾中用固定消防炮冷却保护的计算面积。  条文说明 

2.1.9 消防炮塔 fire monitor tower 

    用于高位安装固定消防炮的装置。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1.htm#10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1.htm#10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1.htm#10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1.htm#10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1.htm#10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1.htm#10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3.htm#2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3.htm#2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3.htm#2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3.htm#2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3.htm#2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3.htm#2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3.htm#2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3.htm#2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3.htm#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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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符号 

Q  ——系统供水设计总流量（L/s）； 

Qp ——泡沫炮的设计流量（L/s）； 

Qs ——水炮的设计流量（L/s）； 

Qm ——保护水幕喷头的设计流量（L/s）； 

qpo ——泡沫炮的额定流量（L/s）； 

qso ——水炮的额定流量（L/s）； 

P  ——消防水泵供水压力（MPa）； 

P0  ——泡沫（水）炮的额定工作压力（MPa）； 

Pe ——泡沫（水）炮的设计工作压力（MPa）； 

ｉ  ——单位管长沿程水头损失（MPa /m）； 

h1  ——沿程水头损失（MPa）； 

h2   ——局部水头损失（MPa）； 

Σh   ——水泵出口至最不利点消防炮进口供水或供泡沫混合液管道水头总损失（MPa）； 

Ds  ——水炮的设计射程（ｍ）； 

Ds0  ——水炮在额定工作压力时的射程（ｍ）； 

Dp  ——泡沫炮的设计射程（ｍ）； 

Dp0  ——泡沫炮在额定工作压力时的射程（ｍ）； 

Z   ——最低引水位至最高位消防炮进口的垂直高度（m）； 

B   ——最大油舱的宽度（ｍ）； 

F   ——冷却面积（ｍ２）； 

L   ——最大油舱的纵向长度（ｍ）； 

L1  ——计算管道长度（m）； 

d   ——管道内径（ｍ）； 

fmax ——最大油舱的面积（ｍ２）； 

NP  ——系统中需要同时开启的泡沫炮的数量（门）； 

Ns  ——系统中需要同时开启的水炮的数量（门）； 

Nm  ——系统中需要同时开启的保护水幕喷头的数量（只）； 

ζ   ——局部阻力系数； 

v   ——设计流速（m/s）。 

 

3 系统选择 

3.0.1 系统选用的灭火剂应和保护对象相适应，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泡沫炮系统适用于甲、乙、丙类液体火灾、固体可燃物火灾场所； 

2 干粉炮系统适用于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等可燃气体火灾场所； 

3 水炮系统适用于一般固体可燃物火灾场所； 

4 水炮系统和泡沫炮系统不得用于扑救遇水发生化学反应而引起燃烧、爆炸等物质的火灾。  条

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5.htm#30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5.htm#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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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设置在下列场所的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宜选用远控消防炮系统： 

    1 有爆炸危险性的场所； 

    2 有大量有毒气体产生的场所； 

    3 燃烧猛烈，产生强烈辐射热的场所； 

    4 火灾蔓延面积较大且损失严重的场所； 

    5 高度超过 8m，且火灾危险性较大的室内场所； 

    6 发生火灾时，灭火人员难以及时接近或撤离固定消防炮位的场所。  条文说明 

 

4 系统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供水管道应与生产、生活用水管道分开。  条文说明 

4.1.2 供水管道不宜与泡沫混合液的供给管道合用。寒冷地区的湿式供水管道应设防冻保护措施，干

式管道应设排除管道内积水和空气的设施。管道设计应满足设计流量、压力和启动至喷射的时间等

要求。  条文说明 

4.1.3 消防水源的容量不应小于规定灭火时间和冷却时间内需要同时使用水炮、泡沫炮、保护水幕喷

头等用水量及供水管网内充水量之和。该容量可减去规定灭火时间和冷却时间内可补充的水量。  条

文说明 

4.1.4 消防水泵提供的供水压力应能满足系统中水炮、泡沫炮喷射压力的要求。  条文说明 

4.1.5 灭火剂及加压气体的补给时间均不宜大于 48h。  条文说明 

4.1.6 水炮系统和泡沫炮系统从启动至炮口喷射水或泡沫的时间不应大于 5min，干粉炮系统从启动

至炮口喷射干粉的时间不应大于 2min。  条文说明 

 

4.2 消防炮布置 

4.2.1 室内消防炮的布置数量不应少于两门，其布置高度应保证消防炮的射流不受上部建筑构件的

影响，并应能使两门水炮的水射流同时到达被保护区域的任一部位。 

    室内系统应采用湿式给水系统，消防炮位处应设置消防水泵起动按钮。 

    设置消防炮平台时，其结构强度应能满足消防炮喷射反力的要求，结构设计应能满足消防炮正

常使用的要求。  条文说明 

4.2.2 室外消防炮的布置应能使消防炮的射流完全覆盖被保护场所及被保护物，且应满足灭火强度

及冷却强度的要求。 

    1 消防炮应设置在被保护场所常年主导风向的上风方向； 

    2 当灭火对象高度较高、面积较大时，或在消防炮的射流受到较高大障碍物的阻挡时，应设置

消防炮塔。  条文说明 

4.2.3 消防炮宜布置在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区防护堤外，当不能满足 4.2.2 条的规定时，可布置在

防护堤内，此时应对远控消防炮和消防炮塔采取有效的防爆和隔热保护措施。 

  条文说明 

4.2.4 液化石油气、天然气装卸码头和甲、乙、丙类液体、油品装卸码头的消防炮的布置数量不应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5.htm#30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7.htm#4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7.htm#4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7.htm#41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7.htm#41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7.htm#41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7.htm#41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7.htm#41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htm#42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htm#4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htm#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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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两门，炮沫炮的射程应满足覆盖设计船型的油气舱范围，水炮的射程应满足覆盖设计船型的全

船范围。  条文说明 

4.2.5 消防炮塔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区、液化烃储罐区和石化生产装置的消防炮塔高度的确定应使消防炮

对被保护对象实施有效保护； 

2 甲、乙、丙类液体、油品、液化石油气、天然气装卸码头的消防炮塔高度应使消防炮的俯仰

回转中心高度不低于在设计潮位和船舶空载时的甲板高度；消防炮水平回转中心与码头前沿的距离

不应小于 2.5m； 

3 消防炮塔的周围应留有供设备维修用的通道。  条文说明 

 

4.3 水炮系统 

4.3.1 水炮的设计射程和设计流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炮的设计射程应符合消防炮布置的要求。室内布置的水炮的射程应按产品射程的指标值计算，

室外布置的水炮的射程应按产品射程指标值的 90%计算。 

  2 当水炮的设计工作压力与产品额定工作压力不同时，应在产品规定的工作压力范围内选用。 

    3 水炮的设计射程可按下式确定： 

 

式中：Ds ——水炮的设计射程（m） 

        Dso——水炮在额定工作压力时的射程（m） 

        Pe ——水炮的设计工作压力（MPa） 

        P0 ——水炮的额定工作压力（MPa） 

  4 当上述计算的水炮设计射程不能满足消防炮布置的要求时，应调整原设定的水炮数量、布置位

置或规格型号，直至达到要求。 

    5 水炮的设计流量可按下式确定： 

 

式中：Qs ——水炮的设计流量（L/s） 

        qs0——水炮的额定流量（L/s）  条文说明 

4.3.2 室外配置的水炮其额定流量不宜小于 30L/s。  条文说明 

4.3.3 水炮系统灭火及冷却用水的连续供给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扑救室内火灾的灭火用水连续供给时间不应小于 1.0h； 

   2 扑救室外火灾的灭火用水连续供给时间不应小于 2.0h； 

   3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液化烃储罐、石化生产装置和甲、乙、丙类液体、油品码头等冷却

用水连续供给时间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 

4.3.4 水炮系统灭火及冷却用水的供给强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扑救室内一般固体物质火灾的供给强度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其用水量应按两门水炮

的水射流同时到达防护区任一部位的要求计算。民用建筑的用水量不应小于 40L/s，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htm#42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68.htm#42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0.htm#43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0.htm#43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0.htm#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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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建筑的用水量不应小于 60L/s； 

   2 扑救室外火灾的灭火及冷却用水的供给强度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3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液化烃储罐和甲、乙、丙类液体、油品码头等冷却用水的供给强度

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4 石化生产装置的冷却用水的供给强度不应小于 16L/min.㎡。  条文说明 

4.3.5 水炮系统灭火面积及冷却面积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液化烃储罐冷却面积的计算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2 石化生产装置的冷却面积应符合《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的规定； 

    3 甲、乙、丙类液体、油品码头的冷却面积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F ——冷却面积（㎡） 

         B ——最大油舱的宽度（m） 

         L ——最大油舱的纵向长度（m） 

         fmax——最大油舱的面积（㎡） 

    4 其他场所的灭火面积及冷却面积应按照国家有关标准或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条文说明 

4.3.6 水炮系统的计算总流量应为系统中需要同时开启的水炮设计流量的总和，且不得小于灭火用

水计算总流量及冷却用水计算总流量之和。  条文说明 

 

4.4 泡沫炮系统 

4.4.1 泡沫炮的设计射程和设计流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泡沫炮的设计射程应符合消防炮布置的要求。室内布置的泡沫炮的射程应按产品射程的指标

值计算，室外布置的泡沫炮的射程应按产品射程指标值的 90%计算。 

   2 当泡沫炮的设计工作压力与产品额定工作压力不同时，应在产品规定的工作压力范围内选用。 

   3 泡沫炮的设计射程可按下式确定： 

 

式中：Dp ——泡沫炮的设计射程（m） 

        Dp0——泡沫炮在额定工作压力时的射程（m） 

        Pe ——泡沫炮的设计工作压力（MPa） 

        P0 ——泡沫炮的额定工作压力（MPa） 

   4 当上述计算的泡沫炮设计射程不能满足消防炮布置的要求时，应调整原设定的泡沫炮数量、

布置位置或规格型号，直至达到要求。 

   5 泡沫炮的设计流量可按下式确定： 

 

式中：Qp ——泡沫炮的设计流量（L/s）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0.htm#43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0.htm#43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0.htm#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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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p0——泡沫炮的额定流量（L/s）  条文说明 

4.4.2 室外配置的泡沫炮其额定流量不宜小于 48L/s。  条文说明 

4.4.3 扑救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区火灾及甲、乙、丙类液体、油品码头火灾等的泡沫混合液的连

续供给时间和供给强度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 

4.4.4 泡沫炮灭火面积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甲、乙、丙类液体储罐区的灭火面积应按实际保护储罐中最大一个储罐横截面积计算。泡沫

混合液的供给量应按两门泡沫炮计算。 

   2 甲、乙、丙类液体、油品装卸码头的灭火面积应按油轮设计船型中最大油舱的面积计算。 

   3 飞机库的灭火面积应符合《飞机库设计防火规范》的规定。 

   4 其他场所的灭火面积应按照国家有关标准或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条文说明 

4.4.5 供给泡沫炮的水质应符合设计所用泡沫液的要求。  条文说明 

4.4.6 泡沫混合液设计总流量应为系统中需要同时开启的泡沫炮设计流量的总和，且不应小于灭火

面积与供给强度的乘积。混合比的范围应符合国家标准《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的规定，

计算中应取规定范围的平均值。泡沫液设计总量应为其计算总量的 1.2倍。 

条文说明 

 

4.5 干粉炮系统 

4.5.1 室内布置的干粉炮的射程应按产品射程指标值计算，室外布置的干粉炮的射程应按产品射程

指标值的 90%计算。  条文说明 

4.5.2 干粉炮系统的单位面积干粉灭火剂供给量可按表 4.5.2 选取。  条文说明 

表 4.5.2 干粉炮系统的单位面积干粉灭火剂供给量 

干粉种类 单位面积干粉灭火剂供给量 kg/m2 

碳酸氢钠干粉 8.8 

碳酸氢钾干粉 5.2 

氨基干粉 

磷酸铵盐干粉 
3.6 

4.5.3 可燃气体装卸站台等场所的灭火面积可按保护场所中最大一个装置主体结构表面积的 50%计

算。  条文说明 

4.5.4 干粉炮系统的干粉连续供给时间不应小于 60s。  条文说明 

4.5.5 干粉设计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干粉计算总量应满足规定时间内需要同时开启干粉炮所需干粉总量的要求，并不应小于单位面

积干粉灭火剂供给量与灭火面积的乘积；干粉设计总量应为计算总量的 1.2 倍。 

    2 在停靠大型液化石油气、天然气船的液化气码头装卸臂附近宜设置喷射量不小于 2000Kg 干粉

的干粉炮系统。  条文说明 

4.5.6 干粉炮系统应采用标准工业级氮气作为驱动气体，其含水量不应大于 0.005%的体积比，其干

粉罐的驱动气体工作压力可根据射程要求分别选用 1.4MPa、1.6MPa、1.8MPa。 

条文说明 

4.5.7 干粉供给管道的总长度不宜大于 20m。炮塔上安装的干粉炮与低位安装的干粉罐的高度差不应

大于 10m。  条文说明 

4.5.8 干粉炮系统的气粉比应符合下列规定：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1.htm#44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1.htm#44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1.htm#44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1.htm#44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1.htm#44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1.htm#44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2.htm#45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2.htm#45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2.htm#45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2.htm#45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2.htm#45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2.htm#45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2.htm#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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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当干粉输送管道总长度大于 10m、小于 20m 时，每千克干粉需配给 50L 氮气。 

    2 当干粉输送管道总长度不大于 10m 时，每千克干粉需配给 40L 氮气。  条文说明 

 

4.6 水力计算 

4.6.1 系统的供水设计总流量应按下式计算：  条文说明 

Q＝ΣNP·Qp＋ΣNs·Qs＋ΣNm·Qm                      （4.6.1） 

式中：Q——系统供水设计总流量（L/s）； 

        NP——系统中需要同时开启的泡沫炮的数量（门）； 

        Ns——系统中需要同时开启的水炮的数量（门）； 

        Nm——系统中需要同时开启的保护水幕喷头的数量（只）； 

        Qp ——泡沫炮的设计流量（L/s）； 

        Qs——水炮的设计流量（L/s）； 

        Qm——保护水幕喷头的设计流量（L/s）。 

4.6.2 供水或供泡沫混合液管道总水头损失应按下式计算：  条文说明 

Σh = h 1+ h 2 （MPa）                                （4.6.2-1） 

式中：Σh——水泵出口至最不利点消防炮进口供水或供泡沫混合液管道水头总损失（MPa）； 

        h1 ——沿程水头损失（MPa）； 

        h2 ——局部水头损失（MPa）。 

h1＝i·L1                                                   （4.6.2-2） 

式中：i ——单位管长沿程水头损失（MPa/m）； 

        L1——计算管道长度（m）； 

 

式中：v——设计流速（m/s）； 

        d——管道内径（m）。 

 

式中：ζ——局部阻力系数； 

          v——设计流速（m/s）。 

4.6.3 系统中的消防水泵供水压力应按下式计算：  条文说明 

P＝0.01×Z＋Σh＋Pe                           （4.6.3 ） 

式中：P——消防水泵供水压力（MPa）； 

        Z——最低引水位至最高位消防炮进口的垂直高度（ｍ）； 

      Σh——水泵出口至最不利点消防炮进口供水或供泡沫混合液管道水头总损失（MPa）； 

       Pe——泡沫（水）炮的设计工作压力（MPa）。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2.htm#458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3.htm#46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3.htm#46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3.htm#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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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组件 

5.1 一般规定 

5.1.1 消防炮、泡沫比例混合装置、消防泵组等专用系统组件必须采用通过国家消防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测试机构检测合格的产品。  条文说明 

5.1.2 主要系统组件的外表面涂色宜为红色。  条文说明 

5.1.3 安装在防爆区内的消防炮和其它系统组件应满足该防爆区相应的防爆要求。 

条文说明 

 

5.2 消防炮 

5.2.1 远控消防炮应同时具有手动功能。  条文说明 

5.2.2 消防炮应满足相应使用环境和介质的防腐蚀要求。  条文说明 

5.2.3 安装在室外消防炮塔和设有护栏的平台上的消防炮的俯角均不宜大于 50°，安装在多平台消

防炮塔的低位消防炮的水平回转角不宜大于 220°。  条文说明 

5.2.4 室内配置的消防水炮的俯角和水平回转角应满足使用要求。  条文说明 

5.2.5 室内配置的消防水炮宜具有直流－喷雾的无级转换功能。  条文说明 

 

5.3 泡沫比例混合装置与泡沫液罐 

5.3.1 泡沫比例混合装置应具有在规定流量范围内自动控制混合比的功能。  条文说明 

5.3.2 泡沫液罐宜采用耐腐蚀材料制作；当采用钢质罐时，其内壁应作防腐蚀处理。与泡沫液直接接

触的内壁或防腐层对泡沫液的性能不得产生不利影响。  条文说明 

5.3.3 贮罐压力式泡沫比例混合装置的贮罐上应设安全阀、排渣孔、进料孔、人孔和取样孔。  条文

说明 

5.3.4 压力比例式泡沫比例混合装置的单罐容积不宜大于 10m³。囊式压力式泡沫比例混合装置的皮

囊应满足存贮、使用泡沫液时对其强度、耐腐蚀性和存放时间的要求。  条文说明 

 

5.4 干粉罐与氮气瓶 

5.4.1 干粉罐必须选用压力贮罐，宜采用耐腐蚀材料制作；当采用钢质罐时，其内壁应作防腐蚀处

理；干粉罐应按现行压力容器国家标准设计和制造，并应保证其在最高使用温度下的安全强度。  条

文说明 

5.4.2 干粉罐的干粉充装系数不应大于 1.0kg/L。  条文说明 

5.4.3 干粉罐上应设安全阀、排放孔、进料孔和人孔。  条文说明 

5.4.4 干粉驱动装置应采用高压氮气瓶组，氮气瓶的额定充装压力不应小于 15MPa。干粉罐和氮气

瓶应采用分开设置的型式。  条文说明 

5.4.5 氮气瓶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要求。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5.htm#5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5.htm#5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5.htm#51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6.htm#52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6.htm#5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876.htm#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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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消防泵组与消防泵站 

5.5.1 消防泵宜选用特性曲线平缓的离心泵。  条文说明 

5.5.2 自吸消防泵吸水管应设真空压力表，消防泵出口应设压力表，其最大指示压力不应小于消防泵

额定工作压力的 1.5 倍。消防泵出水管上应设自动泄压阀和回流管。  条文说明 

5.5.3 消防泵吸水口处宜设置过滤器，吸水管的布置应有向水泵方向上升的坡度，吸水管上宜设置闸

阀，阀上应有启闭标志。  条文说明 

5.5.4 带有水箱的引水泵，其水箱应具有可靠的贮水封存功能。  条文说明 

5.5.5 用于控制信号的出水压力取出口应设置在水泵的出口与单向阀之间。  条文说明 

5.5.6 消防泵站应设置备用泵组，其工作能力不应小于其中工作能力最大的一台工作泵组。  条文说

明 

5.5.7 柴油机消防泵站应设置进气和排气的通风装置，冬季室内最低温度应符合柴油机制造厂提出的

温度要求。  条文说明 

5.5.8 消防泵站内的电气设备应采取有效的防潮和防腐蚀措施。  条文说明 

 

5.6 阀门和管道 

5.6.1 当消防泵出口管径大于 300mm 时，不应采用单一手动启闭功能的阀门。阀门应有明显的启闭

标志，远控阀门应具有快速启闭功能，且密封可靠。  条文说明 

5.6.2 常开或常闭的阀门应设锁定装置，控制阀和需要启闭的阀门应设启闭指示器。参与远控炮系

统联动控制的控制阀，其启闭信号应传至系统控制室。  条文说明 

5.6.3 干粉管道上的阀门应采用球阀，其通径必须和管道内径一致。  条文说明 

5.6.4 管道应选用耐腐蚀材料制作或对管道外壁进行防腐蚀处理。  条文说明 

5.6.5 在使用泡沫液、泡沫混合液或海水的管道的适当位置宜设冲洗接口。在可能滞留空气的管段的

顶端应设置自动排气阀。  条文说明 

5.6.6 在泡沫比例混合装置后宜设旁通的试验接口。  条文说明 

 

5.7 消防炮塔 

5.7.1 消防炮塔应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其结构强度应能同时承受使用场所最大风力和消防炮喷

射反力。 消防炮塔的结构设计应能满足消防炮正常操作使用的要求。  条文说明 

5.7.2 消防炮塔应设有与消防炮配套的供灭火剂、供液压油、供气、供电等管路，其管径、强度和密

封性应满足系统设计的要求。进水管线应设置便于清除杂物的过滤装置。 

条文说明 

5.7.3 室外消防炮塔应设有防止雷击的避雷装置、防护栏杆和保护水幕；保护水幕的总流量不应小

于 6L/s。  条文说明 

5.7.4 泡沫炮应安装在多平台消防炮塔的上平台。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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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动力源 

5.8.1 动力源应具有良好的耐腐蚀、防雨和密封性能。  条文说明 

5.8.2 动力源及其管道应采取有效的防火措施。  条文说明 

5.8.3 液压和气压动力源与其控制的消防炮的距离不宜大于 30m。  条文说明 

5.8.4 动力源应满足远控消防炮系统在规定时间内操作控制与联动控制的要求。  条文说明 

 

6 电气 

6.1 一般规定 

6.1.1 系统用电设备的供电电源的设计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等国家

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 

6.1.2 在有爆炸危险场所的防爆分区，电器设备和线路的选用、安装和管道防静电等措施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爆炸和火灾危险性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的规定。  条文说明 

6.1.3 系统电器设备的布置，应满足带电设备安全防护距离的要求，并应符合《电业安全规程》、《电

器设备安全导则》等国家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条文说明 

6.1.4 系统配电线路应采用经阻燃处理的电线、电缆。  条文说明 

6.1.5 系统的电缆敷设应符合国家标准《低压配电装置及线路设计规范》和《爆炸和火灾危险性环境

电力装置设计规范》的规定。  条文说明 

6.1.6 系统的防雷设计应按《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等有关现行国家标准、规范的规定执行。 

  条文说明 

 

6.2 控制 

6.2.1 远控炮系统应具有对消防泵组、远控炮及相关设备等进行远程控制的功能。 条文说明 

6.2.2 系统宜采用联动控制方式，各联动控制单元应设有操作指示信号。  条文说明 

6.2.3 系统宜具有接收消防报警的功能。  条文说明 

6.2.4 工作消防泵组发生故障停机时，备用消防泵组应能自动投入运行。  条文说明 

6.2.5 远控炮系统采用无线控制操作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应能控制消防炮的俯仰、水平回转和相关阀门的动作； 

    2 消防控制室应能优先控制无线控制器所操作的设备； 

    3 无线控制的有效控制半径应大于 100m； 

    4 1km 内不得有相同频率、30m 内不得有相同安全码的无线控制器； 

    5 无线控制器应设置闭锁安全电路。  条文说明 

 

6.3 消防控制室 

6.3.1 消防控制室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消防控制室的规定，同时应符

合下列要求：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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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消防控制室宜设置在能直接观察各座炮塔的位置，必要时应设置监视器等辅助观察设备； 

    2 消防控制室应有良好的防火、防尘、防水等措施； 

    3 系统控制装置的布置应便于操作与维护。  条文说明 

6.3.2 远控炮系统的消防控制室应能对消防泵组、消防炮等系统组件进行单机操作与联动操作或自动

操作，并应具有下列控制和显示功能： 

    1 消防泵组的运行、停止、故障； 

    2 电动阀门的开启、关闭及故障； 

    3 消防炮的俯仰、水平回转动作； 

 

4 当接到报警信号后，应能立即向消防泵站等有关部门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声响信号可手动解除，

但灯光报警信号必须保留至人工确认后方可解除； 

    5 具有无线控制功能时，显示无线控制器的工作状态； 

    6 其他需要控制和显示的设备。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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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