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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1577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0261—2017，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3.2.7、5.2.1、5.2.2、5.2.3、6.1.1、8.0.1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

格执行。原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用验收规范》GB 5026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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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5 月 27 日 

 

前  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08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第一批）〉的

通知》（建标〔2008〕102号）的要求，本规范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并在广

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1—2005进行了修订。 

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供水设施安装与施工、管网及系统组件

安装、系统试压和冲洗、系统调试、系统验收、维护管理以及相关附录。 

本次修订主要内容有： 

1.增加了英文目录； 

2.增加了早期抑制快速响应喷头（ESFR）的安装要求； 

3.增加了铜管、不锈钢管、涂覆钢管、氯化聚氯乙烯（PVC-C）管、消防洒水软管的安装要求； 

4.对流量压力检测装置的设置要求进行了修订； 

5.修订了干式和预作用系统管道充水时间的要求； 

6.对规范附录的表格进行修订，使其可操作性更强； 

7.增加了维护管理的检查方法的内容； 

8.修改规范中不便操作的一些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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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取消了原第 3.1.2条，把原第 8.0.13条的强制性条文改为非强制性条文； 

10.协调了与其他规范、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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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四川消防研究所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公安部四川消防

研究所《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管理组（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科南路 69号；

邮政编码：6100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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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四川消防研究所 

参编单位：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省公安消防总队、山东省

公安消防总队、大连市消防局、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深圳捷星工程实业有限公司、北京利华消

防工程公司、安泛工程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中国中安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卢国建  宋  波  张文华  马  恒  冯小军  杨  琦  杨丙杰  杨  庆 

陈  兵   张兴权  姜冯辉  黄  琦  王  炯  刘国祝  黄晓家  刘  方 

主要审查人：方汝清  谢树俊  姜文源  赵力军  刘  志  崔长起  赵  锂  姜  宁 

张兆宪  钟尔俊  孔祥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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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 CN00119 

1 总则 

1.0.1 为保障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简称系统）的施工质量和使用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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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施工、验收及维护管理。条文说明 

1.0.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施工、验收及维护管理，除执行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

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条文说明 

 

2 术语 

2.0.1 准工作状态  condition of standing by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性能及使用条件符合有关技术要求，处于发生火灾时能立即动作、喷水灭火

的状态。 

2.0.2 系统组件  system components 

组成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喷头、报警阀组、压力开关、水流指示器、消防水泵、稳压装置等专

用产品的统称。 

2.0.3 监测及报警控制装置  equipments for supervisery and alarm control services 

对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压力、水位、水流、阀门开闭状态进行监控，并能发出控制信号和报警

信号的装置。 

2.0.4 稳压泵  pressure maintenance pumps 

能使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在准工作状态的压力保持在设计工作压力范围内的一种专用水泵。 

2.0.5 喷头防护罩  sprinkler guards and shields 

保护喷头在使用中免遭机械性损伤，但不影响喷头动作、喷水灭火性能的一种专用罩。 

2.0.6 末端试水装置  inspector’s test connection 

安装在系统管网或分区管网的末端，检验系统启动、报警及联动等功能的装置。 

2.0.7 消防水泵  fire pump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泵》GB 6245 要求的水泵。  

 

3 基本规定 

3.1 质量管理 

3.1.1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分部、分项工程应按本规范附录 A 划分。条文说明 

3.1.2 系统施工应按设计要求编写施工方案。施工现场应具有必要的施工技术标准、健全的施工质量

管理体系和工程质量检验制度，并应按本规范附录 B 的要求填写有关记录。条文说明 

3.1.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前应具备以下条件： 

      1 施工图应经审查批准或备案后方可施工。平面图、系统图（轴测图、展开系统原理图）、施

工详图等图纸及说明书、设备表、材料器材表等技术文件应齐全。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82.htm#10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82.htm#10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82.htm#10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85.htm#3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85.htm#31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61-2017                          中国消防规范网 gf.1190119.com 

5 

 

公众号 CN00119 

      2 设计单位应向施工、建设、监理单位进行技术交底。 

      3 系统组件、管件及其他设备、材料，应能保证正常施工。 

      4 施工现场及施工中使用的水、电、气应满足施工要求，并应保证连续施工。条文说明 

3.1.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工程的施工，应按照批准的工程设计文件和施工技术标准进行施工。 

条文说明 

3.1.5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工程的施工过程质量控制，应按以下规定进行： 

      1 各工序应按施工技术标准进行质量控制，每道工序完成后，应进行检查，检查合格后方可进

行下道工序。 

      2 相关各专业工种之间应进行交接检验，并经监理工程师签证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 

      3 安装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应按相关专业调试规定进行调试。 

      4 调试完工后，施工单位应向建设单位提供质量控制资料和各类施工过程质量检查记录。 

      5 施工过程质量检查组织应由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单位人员组成。  

      6 施工过程质量检查记录按本规范附录 C 的要求填写。条文说明 

3.1.6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质量控制资料应按本规范附录 D 的要求填写。 

3.1.7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前，应对系统组件、管件及其他设备、材料进行现场检查，检查不合格

者不得使用。条文说明 

3.1.8 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应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监理工程师和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等进行，并应按本规范附录 E 的要求填写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工程验收记录。 条文说明 

 

3.2 材料、设备管理 

3.2.1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前应对采用的系统组件、管件及其他设备、材料进行现场检查，并应符

合下列要求： 

      1 系统组件、管件及其他设备、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并应具有

出厂合格证或质量认证书。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相关资料。 

      2 喷头、报警阀组、压力开关、水流指示器、消防水泵、水泵接合器等系统主要组件，应经国

家消防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合格；稳压泵、自动排气阀、信号阀、多功能水泵控制阀、止回

阀、泄压阀、减压阀、蝶阀、闸阀、压力表等，应经相应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合格。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相关资料。条文说明 

3.2.2 镀锌钢管管材、管件应进行现场外观检查，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镀锌钢管应为内外壁热镀锌钢管，钢管内外表面的镀锌层不得有脱落、锈蚀等现象；钢管的

内、外径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GB/T 3091 或现行国家标准《输送流体

用无缝钢管》GB/T 8163 的规定。 

      2 表面应无裂纹、缩孔、夹渣、折叠和重皮。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85.htm#31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85.htm#31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85.htm#31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85.htm#31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85.htm#318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86.htm#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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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 CN00119 

      3 螺纹密封面应完整、无损伤、无毛刺。 

      4 非金属密封垫片应质地柔韧、无老化变质或分层现象，表面应无折损、皱纹等缺陷。 

      5 法兰密封面应完整光洁，不得有毛刺及径向沟槽；螺纹法兰的螺纹应完整、无损伤。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和尺量检查。条文说明 

3.2.3 不锈钢管管材、管件应进行现场外观检查，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不锈钢管的内、外径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钢管》GB/T 12771 或《不

锈钢卡压式管件组件 第 2 部分：连接用薄壁不锈钢管》GB/T 19228.2 的规定。 

      2 表面应无裂纹、无损伤。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和尺量检查。条文说明 

3.2.4 铜管管材、管件应进行现场外观检查，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铜管管材、管件的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无缝铜水管和铜气管》GB/T 18033、《铜管

接头 第 1 部分：钎焊式管件》GB/T 11618.1、《铜管接头 第 2 部分：卡压式管件》GB/T 11618.2

等有关标准的规定。 

      2 表面应无裂纹、无损伤。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和尺量检查。条文说明 

3.2.5 涂覆钢管管材、管件应进行现场外观检查，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涂覆钢管、管件的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第 20 部分：涂覆钢管》GB 

5135.20 的规定。 

      2 表面应无裂纹、无损伤。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和尺量检查。条文说明 

3.2.6 氯化聚氯乙烯（PVC-C）管材、管件应进行现场外观检查，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氯化聚氯乙烯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第 19 部分：塑料管道及管件》GB 

5135.19 等有关标准的规定。 

      2 管材的内外表面应光滑、平整、无凹陷、无分解变色线，不应有颜色不均和其他影响性能的

表面缺陷，不应含有可见杂质。 

      3 管端应切割平整，并与轴线垂直。 

      4 管件内外表面不得有裂纹、气泡、脱皮、严重的冷斑和明显的杂质。 

      5 管材、管件应不透光。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和尺量检查。条文说明 

3.2.7 喷头的现场检验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1 喷头的商标、型号、公称动作温度、响应时间指数（RTI）、制造厂及生产日期等标志应齐

全。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86.htm#3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86.htm#3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86.htm#3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86.htm#3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86.htm#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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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喷头的型号、规格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3 喷头外观应无加工缺陷和机械损伤。 

      4 喷头螺纹密封面应无伤痕、毛刺、缺丝或断丝现象。 

      5 闭式喷头应进行密封性能试验，以无渗漏、无损伤为合格。 

      试验数量应从每批中抽查 1%，并不得少于 5只，试验压力应为 3.0MPa，保压时间不得少于 3min。

当两只及两只以上不合格时，不得使用该批喷头。当仅有一只不合格时，应再抽查 2%，并不得少于

10 只，并重新进行密封性能试验；当仍有不合格时，亦不得使用该批喷头。 

     检查数量：符合本条第 5 款的规定。 条文说明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及在专用试验装置上测试，主要测试设备有试压泵、压力表、秒表。 

3.2.8 阀门及其附件的现场检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阀门的商标、型号、规格等标志应齐全，阀门的型号、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 

      2 阀门及其附件应配备齐全，不得有加工缺陷和机械损伤。 

      3 报警阀除应有商标、型号、规格等标志外，尚应有水流方向的永久性标志。 

      4 报警阀和控制阀的阀瓣及操作机构应动作灵活、无卡涩现象，阀体内应清洁、无异物堵塞。 

      5 水力警铃的铃锤应转动灵活、无阻滞现象；传动轴密封性能好，不得有渗漏水现象。 

      6 报警阀应进行渗漏试验。试验压力应为额定工作压力的 2 倍，保压时间不应小于 5min，阀

瓣处应无渗漏。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条文说明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及在专用试验装置上测试，主要测试设备有试压泵、压力表、秒表。 

3.2.9 压力开关、水流指示器、自动排气阀、减压阀、泄压阀、多功能水泵控制阀、止回阀、信号阀、

水泵接合器及水位、气压、阀门限位等自动监测装置应有清晰的铭牌、安全操作指示标志和产品说

明书；水流指示器、水泵接合器、减压阀、止回阀、过滤器、泄压阀、多功能水泵控制阀应有水流

方向的永久性标志；安装前应进行主要功能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条文说明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及在专用试验装置上测试，主要测试设备有试压泵、压力表、秒表。  

 

4 供水设施安装与施工 

4.1 一般规定 

4.1.1 消防水泵、消防水箱、消防水池、消防气压给水设备、消防水泵接合器等供水设施及其附属管

道的安装，应清除其内部污垢和杂物。安装中断时，其敞口处应封闭。 

4.1.2 消防供水设施应采取安全可靠的防护措施，其安装位置应便于日常操作和维护管理。 

4.1.3 消防供水管直接与市政供水管、生活供水管连接时，连接处应安装倒流防止器。 

4.1.4 供水设施安装时，环境温度不应低于 5℃；当环境温度低于 5℃时，应采取防冻措施。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86.htm#32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86.htm#328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86.htm#329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87.ht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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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消防水泵安装 

主控项目 

4.2.1 消防水泵的规格、型号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有产品合格证和安装使用说明书。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对照图纸观察检查。条文说明 

4.2.2 消防水泵的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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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231、

《压缩机、风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75 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尺量和观察检查。条文说明 

4.2.3 吸水管及其附件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吸水管上宜设过滤器，并应安装在控制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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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口直径，且不应采用没有可靠锁定装置的蝶阀，蝶阀应采用沟槽式或法兰式蝶阀。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 当消防水泵和消防水池位于独立的两个基础上且相互为刚性连接时，吸水管上应加设柔性连

接管。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4  吸水管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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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消防水泵的出水管上应安装止回阀、控制阀和压力表，或安装控制阀、多功能水泵控制阀和压

力表；系统的总出水管上还应安装压力表；安装压力表时应加设缓冲装置。缓冲装置的前面应安装

旋塞；压力表量程应为工作压力的 2.0 倍~2.5 倍。止回阀或多功能水泵控制阀的安装方向应与水流

方向一致。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2.5 在水泵出水管上，应安装由控制阀、检测供水压力、流量用的仪表及排水管道组成的系统流量

压力检测装置或预留可供连接流量压力检测装置的接口，其通水能力应与系统供水能力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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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89.htm#42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89.htm#4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89.htm#42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89.htm#42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89.htm#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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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消防水箱安装和消防水池施工 

Ⅰ 主控项目 

4.3.1 消防水池、高位消防水箱的施工和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

收规范》GB 50141、《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 的有关规定。消防

水池、高位消防水箱的水位显示装置设置方式及设置位置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尺量和观察检查。条文说明 

4.3.2 钢筋混凝土消防水池或消防水箱的进水管、出水管应加设防水套管，对有振动的管道应加设柔

性接头。组合式消防水池或消防水箱的进水管、出水管接头宜采用法兰连接，采用其他连接时应做

防锈处理。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Ⅱ 一般项目 

4.3.3 高位消防水箱、消防水池的容积、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安装时，池（箱）外壁与建筑本

体结构墙面或其他池壁之间的净距，应满足施工或装配的需要。无管道的侧面，净距不宜小于 0.7m；

安装有管道的侧面，净距不宜小于 1.0m，且管道外壁与建筑本体墙面之间的通道宽度不宜小于 0.6m；

设有人孔的池顶，顶板面与上面建筑本体板底的净空不应小于 0.8m，拼装形式的高位消防水箱底与

所在地坪的距离不宜小于 0.5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对照图纸，尺量检查。条文说明 

4.3.4 消防水池，高位消防水箱的溢流管、泄水管不得与生产或生活用水的排水系统直接相连，应采

用间接排水方式。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条文说明 

4.3.5 高位消防水箱、消防水池的人孔宜密闭。通气管、溢流管应有防止昆虫及小动物爬入水池（箱）

的措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对照图纸，观察检查。条文说明 

4.3.6 当高位消防水箱、消防水池与其他用途的水箱、水池合用时，应复核有效的消防水量，满足设

计要求，并应设有防止消防用水被他用的措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对照图纸，尺量检查。条文说明 

4.3.7 高位消防水箱、消防水池的进水管、出水管上应设置带有指示启闭装置的阀门。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0.htm#43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0.htm#43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0.htm#43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0.htm#43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0.htm#43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0.htm#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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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方法：对照图纸，观察检查。条文说明 

4.3.8 高位消防水箱的出水管上应设置防止消防用水倒流进入高位消防水箱的止回阀。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对照图纸，核对产品的性能检验报告和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4 消防气压给水设备和稳压泵安装 

Ⅰ 主控项目 

4.4.1 消防气压给水设备的气压罐，其容积（总容积、最大有效水容积）、气压、水位及工作压力应

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对照图纸，观察检查。 

4.4.2 消防气压给水设备安装位置、进水管及出水管方向应符合设计要求；出水管上应设止回阀，安

装时其四周应设检修通道，其宽度不宜小于 0.7m，消防气压给水设备顶部至楼板或梁底的距离不宜

小于 0.6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对照图纸，尺量和观察检查。  

 

Ⅱ 一般项目 

4.4.3 消防气压给水设备上的安全阀、压力表、泄水管、水位指示器、压力控制仪表等的安装应符合

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对照图纸，观察检查。 

4.4.4 稳压泵的规格、型号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有产品合格证和安装使用说明书。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法法：对照图纸，观察检查。 

4.4.5 稳压泵的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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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231 和《压

缩机、风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75 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尺量和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5 消防水泵接合器安装 

Ⅰ 主控项目 

4.5.1 组装式消防水泵接合器的安装，应按接口、本体、联接管、止回阀、安全阀、放空管、控制阀

的顺序进行，止回阀的安装方向应使消防用水能从消防水泵接合器进入系统；整体式消防水泵接合

器的安装，按其使用安装说明书进行。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0.htm#43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0.htm#43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1.htm#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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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条文说明 

4.5.2 消防水泵接合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安装在便于消防车接近的人行道或非机动车行驶地段，距室外消火栓或消防水池的距离宜

为 15m~40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尺量检查。 

      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消防水泵接合器应设置与消火栓系统的消防水泵接合器区别的永久性

固定标志，并有分区标志。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 地下消防水泵接合器应采用铸有“消防水泵接合器”标志的铸铁井盖，并应在附近设置指示

其位置的永久性固定标志。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4 墙壁消防水泵接合器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无要求时，其安装高度距地面宜为 0.7m；

与墙面上的门、窗、孔、洞的净距离不应小于 2.0m，且不应安装在玻璃幕墙下方。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和尺量检查。条文说明 

4.5.3 地下消防水泵接合器的安装，应使进水口与井盖底面的距离不大于 0.4m，且不应小于井盖的

半径。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尺量检查。 条文说明 

 

Ⅱ一般项目 

4.5.4 地下消防水泵接合器井的砌筑应有防水和排水措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5 管网及系统组件安装 

5.1 管网安装 

Ⅰ 主控项目 

5.1.1 管网采用钢管时，其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GB/T 8163 和《低压

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GB/T 3091 的要求。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2.htm#45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2.htm#45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2.htm#45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61-2017                          中国消防规范网 gf.1190119.com 

12 

 

公众号 CN00119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查验材料质量合格证明文件、性能检测报告，尺量、观察检查。条文说明 

5.1.2 管网采用不锈钢管时，其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钢管》GB/T 12771 

和《不锈钢卡压式管件连接用薄壁不锈钢管》GB/T 19228.2 的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查验材料质量合格证明文件、性能检测报告，尺量、观察检查。条文说明 

5.1.3 管网采用铜管道时，其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无缝铜水管和铜气管》GB/T 18033、《铜

管接头  第 1 部分：钎焊式管件》GB/T 11618.1 和《铜管接头  第 2 部分：卡压式管件》GB/T 11618.2 

的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查验材料质量合格证明文件、性能检测报告，尺量、观察检查。条文说明 

5.1.4 管网采用涂覆钢管时，其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第 20 部分  涂覆钢

管》GB 5135.20 的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查验材料质量合格证明文件、性能检测报告，尺量、观察检查。条文说明 

5.1.5 管网采用氯化聚氯乙烯(PVC-C)管道时，其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第

19 部分 塑料管道及管件》GB 5135.19 的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查验材料质量合格证明文件、性能检测报告，尺量、观察检查。条文说明 

5.1.6 管道连接后不应减小过水横断面面积。热镀锌钢管、涂覆钢管安装应采用螺纹、沟槽式管件或

法兰连接。条文说明 

5.1.7 薄壁不锈钢管安装应采用环压、卡凸式、卡压、沟槽式、法兰等连接。条文说明 

5.1.8 钢管安装应采用钎焊、卡套、卡压、沟槽式等连接。条文说明 

5.1.9 氯化聚氯乙烯（PVC-C）管材与氯化聚氯乙烯（PVC-C）管件的连接应采用承插式粘接连接；

氯化聚氯乙烯（PVC-C）管材与法兰式管道、阀门及管件的连接，应采用氯化聚氯乙烯（PVC-C）

法兰与其他材质法兰对接连接；氯化聚氯乙烯（PVC-C）管材与螺纹式管道、阀门及管件的连接应

采用内丝接头的注塑管件螺纹连接；氯化聚氯乙烯（PVC-C）管材与沟槽式（卡箍）管道、阀门及

管件的连接，应采用沟槽（卡箍）注塑管件连接。 

      检查数量：抽查 20%，且不得少于 5 处。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强度试验。条文说明 

5.1.10 管网安装前应校直管道，并清除管道内部的杂物；在具有腐蚀性的场所，安装前应按设计要

求对管道、管件等进行防腐处理；安装时应随时清除管道内部的杂物。 

      检查数量：抽查 20%，且不得少于 5 处。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和用水平尺检查。条文说明 

5.1.11 沟槽式管件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选用的沟槽式管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第 11 部分：沟槽式管接件》

GB 5135.11 的要求，其材质应为球墨铸铁，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球墨铸铁件》GB/T 1348 的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4.htm#5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4.htm#5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4.htm#5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4.htm#5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4.htm#5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4.htm#51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4.htm#51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4.htm#51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4.htm#51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4.htm#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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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橡胶密封圈的材质应为 EPDM（三元乙丙橡胶），并应符合《金属管道系统快速管接头的性

能要求和试验方法》ISO 6182-12 的要求。 

      2 沟槽式管件连接时，其管道连接沟槽和开孔应用专用滚槽机和开孔机加工，并应做防腐处理；

连接前应检查沟槽和孔洞尺寸，加工质量应符合技术要求；沟槽、孔洞处不得有毛刺、破损性裂纹

和脏物。 

      检查数量：抽查 20%，且不得少于 5 处。 

      检查方法：观察和尺量检查。 

      3 橡胶密封圈应无破损和变形。 

      检查数量：抽查 20%，且不得少于 5 处。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4 沟槽式管件的凸边应卡进沟槽后再紧固螺栓，两边应同时紧固，紧固时发现橡胶圈起皱应更

换新橡胶圈。 

      检查数量：抽查 20%，且不得少于 5 处。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5 机械三通连接时，应检查机械三通与孔洞的间隙，各部位应均匀，然后再紧固到位；机械三

通开孔间距不应小于 500mm，机械四通开孔间距不应小于 1000mm；机械三通、机械四通连接时支

管的口径应满足表 5.1.11 的规定。 

表 5.1.11 采用支管接头（机械三通、机械四通）时支管的最大允许管径（mm） 

 

      检查数量：抽查 20%，且不得少于 5 处。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和尺量检查。 

      6 配水干管（立管）与配水管（水平管）连接，应采用沟槽式管件，不应采用机械三通。 

      检查数量：抽查 20%，且不得少于 5 处。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7 埋地的沟槽式管件的螺栓、螺帽应做防腐处理。水泵房内的埋地管道连接应采用挠性接头。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或局部解剖检查。条文说明 

5.1.12 螺纹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管道宜采用机械切割，切割面不得有飞边、毛刺；管道螺纹密封面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普

通螺纹  基本尺寸》GB/T 196、《普通螺纹  公差》GB/T 197 和《普通螺纹  管路系列》GB/T 1414

的有关规定。 

      2 当管道变径时，宜采用异径接头；在管道弯头处不宜采用补芯，当需要采用补芯时，三通上

可用 1 个，四通上不应超过 2 个；公称直径大于 50mm 的管道不宜采用活接头。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4.htm#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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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 螺纹连接的密封填料应均匀附着在管道的螺纹部分；拧紧螺纹时，不得将填料挤入管道内；

连接后，应将连接处外部清理干净。 

     检查数量：抽查 20%，且不得少于 5 处。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条文说明 

5.1.13 法兰连接可采用焊接法兰或螺纹法兰。焊接法兰焊接处应做防腐处理，并宜重新镀锌后再连

接。焊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35、《现场设备、工业

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36 的有关规定。螺纹法兰连接应预测对接位置，清除外露密

封填料后再紧固、连接。 

      检查数量：抽查 20%，且不得少于 5 处。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Ⅱ 一般项目 

5.1.14 管道的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管道的中心线与梁、柱、楼板等的最小

距离应符合表 5.1.14 的规定。公称直径大于或等于 100mm 的管道其距离顶板、墙面的安装距离不

宜小于 200mm。 

表 5.1.14 管道的中心线与梁、柱、楼板的最小距离（mm） 

 

      检查数量：抽查 20%，且不得少于 5 处。 

      检查方法：尺量检查。条文说明 

5.1.15 管道支架、吊架、防晃支架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管道应固定牢固；管道支架或吊架之间的距离不应大于表 5.1.15-1~表 5.1.15-5 的规定。 

表 5.1.15-1 镀锌钢管道、涂覆钢管道支架或吊架之间的距离 

 

表 5.1.15-2 不锈钢管道的支架或吊架之间的距离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4.htm#51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4.htm#511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4.htm#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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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在距离各管件或阀门 100mm 以内应采用管卡牢固固定，特别在干管变支管处； 

      2 阀门等组件应加设承重支架。 

表 5.1.15-3 铜管道的支架或吊架之间的距离 

 

表 5.1.15-4 氯化聚氯乙烯（PVC-C）管道支架或吊架之间的距离 

 

表 5.1.15-5 沟槽连接管道最大支承间距 

 

注：1 横管的任何两个接头之间应有支承： 

    2 不得支承在接头上。 

      检查数量：抽查 20%，且不得少于 5 处。 

      检查方法：尺量检查。 

      2 管道支架、吊架、防晃支架的型式、材质、加工尺寸及焊接质量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3 管道支架、吊架的安装位置不应妨碍喷头的喷水效果；管道支架、吊架与喷头之间的距离不

宜小于 300mm；与末端喷头之间的距离不宜大于 750mm。 

      检查数量：抽查 20%，且不得少于 5 处。 

      检查方法：尺量检查。 

      4 配水支管上每一直管段、相邻两喷头之间的管段设置的吊架均不宜少于 1 个，吊架的间距不

宜大于 3.6m。 

      检查数量：抽查 20%，且不得少于 5 处。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和尺量检查。 

      5 当管道的公称直径等于或大于 50mm 时，每段配水干管或配水管设置防晃支架不应少于 1

个，且防晃支架的间距不宜大于 15m；当管道改变方向时，应增设防晃支架。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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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和尺量检查。 

      6 竖直安装的配水干管除中间用管卡固定外，还应在其始端和终端设防晃支架或采用管卡固

定，其安装位置距地面或楼面的距离宜为 1.5m~1.8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和尺量检查。条文说明 

5.1.16 管道穿过建筑物的变形缝时，应采取抗变形措施。穿过墙体或楼板时应加设套管，套管长度

不得小于墙体厚度，穿过楼板的套管其顶部应高出装饰地面 20mm：穿过卫生间或厨房楼板的套管，

其顶部应高出装饰地面 50mm，且套管底部应与楼板底面相平。套管与管道的间隙应采用不燃材料

填塞密实。 

      检查数量：抽查 20%，且不得少于 5 处。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和尺量检查。条文说明 

5.1.17 管道横向安装宜设 2‰~5‰的坡度，且应坡向排水管；当局部区域难以利用排水管将水排净

时，应采取相应的排水措施。当喷头数量小于或等于 5 只时，可在管道低凹处加设堵头；当喷头数

量大于 5 只时，宜装设带阀门的排水管。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水平尺和尺量检查。条文说明 

5.1.18 配水干管、配水管应做红色或红色环圈标志。红色环圈标志，宽度不应小于 20mm，间隔不

宜大于 4m，在一个独立的单元内环圈不宜少于 2 处。 

      检查数量：抽查 20%，且不得少于 5 处。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和尺量检查。条文说明 

5.1.19 管网在安装中断时，应将管道的敞口封闭。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条文说明 

5.1.20 涂覆钢管的安装应符合下列有关规定： 

      1 涂覆钢管严禁剧烈撞击或与尖锐物品碰触，不得抛、摔、滚、拖； 

      2 不得在现场进行焊接操作； 

      3 涂覆钢管与铜管、氯化聚氯乙烯（PVC-C）管连接时应采用专用过渡接头。条文说明 

5.1.21 不锈钢管的安装应符合下列有关规定： 

      1 薄壁不锈钢管与其他材料的管材、管件和附件相连接时，应有防止电化学腐蚀的措施。 

      2 公称直径为 DN25~50 的薄壁不锈钢管道与其他材料的管道连接时，应采用专用螺纹转换连

接件（如环压或卡压式不锈钢管的螺纹转换接头）连接。 

      3 公称直径为 DN65~100 的薄壁不锈钢管道与其他材料的管道连接时，宜采用专用法兰转换连

接件连接。 

      4 公称直径 DN≥125 的薄壁不锈钢管道与其他材料的管道连接时，宜采用沟槽式管件连接或

法兰连接。条文说明 

5.1.22 铜管的安装应符合下列有关规定：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4.htm#511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4.htm#511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4.htm#511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4.htm#5118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4.htm#5119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4.htm#5120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4.htm#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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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硬钎焊可用于各种规格铜管与管件的连接；对管径不大于 DN50、需拆卸的铜管可采用卡套

连接；管径不大于 DN50 的铜管可采用卡压连接；管径不小于 DN50 的铜管可采用沟槽连接。 

      2 管道支承件宜采用铜合金制品。当采用钢件支架时，管道与支架之间应设软性隔垫，隔垫不

得对管道产生腐蚀。 

      3 当沟槽连接件为非铜材质时，其接触面应采取必要的防腐措施。条文说明 

5.1.23 氯化聚氯乙烯（PVC-C）管道的安装应符合下列有关规定： 

      1 氯化聚氯乙烯（PVC-C）管材与氯化聚氯乙烯（PVC-C）管件的连接应采用承插式粘接连接；

氯化聚氯乙烯（PVC-C）管材与法兰式管道、阀门及管件的连接，应采用氯化聚氯乙烯（PVC-C）

法兰与其他材质法兰对接连接；氯化聚氯乙烯（PVC-C）管材与螺纹式管道、阀门及管件的连接应

采用内丝接头的注塑管件螺纹连接；氯化聚氯乙烯（PVC-C）管材与沟槽式（卡箍）管道、阀门及

管件的连接，应采用沟槽（卡箍）注塑管件连接。 

      2 粘接连接应选用与管材、管件相兼容的粘接剂，粘接连接宜在 4℃～38℃的环境温度下操作，

接头粘接不得在雨中或水中施工，并应远离火源，避免阳光直射。条文说明 

5.1.24 消防洒水软管的安装应符合下列有关规定： 

      1 消防洒水软管出水口的螺纹应和喷头的螺纹标准一致。 

      2 消防洒水软管安装弯曲时应大于软管标记的最小弯曲半径。 

      3 消防洒水软管应安装相应的支架系统进行固定，确保连接喷头处锁紧。 

      4 消防洒水软管波纹段与接头处 60mm 之内不得弯曲。 

      5 应用在洁净室区域的消防洒水软管应采用全不锈钢材料制作的编织网型式焊接软管，不得采

用橡胶圈密封的组装型式的软管。 

      6 应用在风烟管道处的消防洒水软管应采用全不锈钢材料制作的编织网型式焊接型软管，且应

安装配套防火底座和与喷头响应温度对应的自熔密封塑料袋。条文说明 

 

5.2 喷头安装 

Ⅰ 主控项目 

5.2.1 喷头安装必须在系统试压、冲洗合格后进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系统试压、冲洗记录表。条文说明 

5.2.2 喷头安装时，不应对喷头进行拆装、改动，并严禁给喷头、隐蔽式喷头的装饰盖板附加任何

装饰性涂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条文说明 

5.2.3 喷头安装应使用专用扳手，严禁利用喷头的框架施拧；喷头的框架、溅水盘产生变形或释放

原件损伤时，应采用规格、型号相同的喷头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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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94.htm#5120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4.htm#5120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4.htm#512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5.htm#52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5.htm#5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5.htm#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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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安装在易受机械损伤处的喷头，应加设喷头防护罩。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条文说明 

5.2.5 喷头安装时，溅水盘与吊顶、门、窗、洞口或障碍物的距离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抽查 20%，且不得少于 5 处。 

      检查方法：对照图纸，尺量检查。条文说明 

5.2.6 安装前检查喷头的型号、规格、使用场所应符合设计要求。系统采用隐蔽式喷头时，配水支管

的标高和吊顶的开口尺寸应准确控制。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对照图纸，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Ⅱ 一般项目 

5.2.7 当喷头的公称直径小于 10mm 时，应在配水干管或配水管上安装过滤器。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条文说明 

5.2.8 当喷头溅水盘高于附近梁底或高于宽度小于 1.2m 的通风管道、排管、桥架腹面时，喷头溅水

盘高于梁底、通风管道、排管、桥架腹面的最大垂直距离应符合表 5.2.8-1～表 5.2.8-9 的规定（见

图 5.2.8）。条文说明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尺量检查。 

 

图 5.2.8 喷头与梁等障碍物的距离 

1—天花板或屋顶；2—喷头；3—障碍物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5.htm#52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5.htm#52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5.htm#52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5.htm#52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5.htm#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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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8-1 喷头溅水盘高于梁底、通风管道腹面的最大垂直距离（标准直立与下垂喷头） 

 

表 5.2.8-2 喷头溅水盘高于梁底、通风管道腹面的最大垂直距离（边墙型喷头，与障碍物平行）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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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8-3 喷头溅水盘高于梁底、通风管道腹面的最大垂直距离（边墙型喷头，与障碍物垂直） 

 

表 5.2.8-4 喷头溅水盘高于梁底、通风管道腹面的最大垂直距离（扩大覆盖面直立与下垂喷头） 

 

续表 5.2.8-4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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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8-5 喷头溅水盘高于梁底、通风管道腹面的最大垂直距离（扩大覆盖面边墙型喷头，与障碍

物平行） 

 

表 5.2.8-6 喷头溅水盘高于梁底、通风管道腹面的最大垂直距离（扩大覆盖面边墙型喷头，与障碍

物垂直）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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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8-7 喷头溅水盘高于梁底、通风管道腹面的最大垂直距离（特殊应用喷头） 

 

表 5.2.8-8 喷头溅水盘高于梁底、通风管道腹面的最大垂直距离（ESFR喷头） 

 

续表 5.2.8-8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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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8-9 喷头溅水盘高于梁底、通风管道腹面的最大垂直距离（直立和下垂型家用喷头） 

 

5.2.9 当梁、通风管道、排管、桥架宽度大于 1.2m 时，增设的喷头应安装在其腹面以下部位。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条文说明 

5.2.10 当喷头安装在不到顶的隔断附近时，喷头与隔断的水平距离和最小垂直距离应符合表 5.2.10

的规定（见图 5.2.10）。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尺量检查。条文说明 

 

图 5.2.10 喷头与隔断障碍物的距离 

1—天花板或屋顶；2—喷头；3—障碍物；4—地板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5.htm#528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5.htm#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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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0 喷头与隔断的水平距离和最小垂直距离（mm） 

 

5.2.11 下垂式早期抑制快速响应（ESFR）喷头溅水盘与顶板的距离应为 150mm～360mm。直立

式早期抑制快速响应（ESFR）喷头溅水盘与顶板的距离应为 100mm～150mm。条文说明 

5.2.12 顶板处的障碍物与任何喷头的相对位置，应使喷头到障碍物底部的垂直距离（H）以及到障

碍物边缘的水平距离（L）满足图 5.2.12 所示的要求。当无法满足要求时，应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1 当顶板处实体障碍物宽度不大于 0.6m 时，应在障碍物的两侧都安装喷头，且两侧喷头到该

障碍物的水平距离不应大于所要求喷头间距的一半。 

      2 对顶板处非实体的建筑构件，喷头与构件侧缘应保持不小于 0.3m 的水平距离。条文说明 

5.2.13 早期抑制快速响应（ESFR）喷头与喷头下障碍物的距离应满足本规范图 5.2.12 所示的要求。

当无法满足要求时，喷头下障碍物的宽度与位置应满足本规范表 5.2.13 的规定。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5.htm#52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5.htm#52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5.htm#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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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4 直立式早期抑制快速响应（ESFR）喷头下的障碍物，满足下列任一要求时，可以忽略不计。 

      1 腹部通透的屋面托架或桁架，其下弦宽度或直径不大于 10cm。 

      2 其他单独的建筑构件，其宽度或直径不大于 10cm。 

      3 单独的管道或线槽等，其宽度或直径不大于 10cm,或者多根管道或线槽，总宽度不大于

10cm。 条文说明 

 

5.3 报警阀组安装 

主控项目 

5.3.1 报警阀组的安装应在供水管网试压，冲洗合格后进行。安装时应先安装水源控制阀、报警阀，

然后进行报警阀辅助管道的连接。水源控制阀、报警阀与配水干管的连接，应使水流方向一致。报

警阀组安装的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报警阀组应安装在便于操作的明显位置，距

室内地面高度宜为 1.2m；两侧与墙的距离不应小于 0.5m；正面与墙的距离不应小于 1.2m；报警阀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5.htm#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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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凸出部位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0.5m。安装报警阀组的室内地面应有排水设施，排水能力应满足报

警阀调试、验收和利用试水阀门泄空系统管道的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系统试压、冲洗记录表，观察检查和尺量检查。条文说明 

5.3.2 报警阀组附件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压力表应安装在报警阀上便于观测的位置。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2 排水管和试验阀应安装在便于操作的位置。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 水源控制阀安装应便于操作，且应有明显开闭标志和可靠的锁定设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条文说明 

5.3.3 湿式报警阀组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使报警阀前后的管道中能顺利充满水；压力波动时，水力警铃不应发生误报警。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和开启阀门以小于一个喷头的流量放水。 

      2 报警水流通路上的过滤器应安装在延迟器前，且便于排渣操作的位置。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条文说明 

5.3.4 干式报警阀组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安装在不发生冰冻的场所。 

      2 安装完成后，应向报警阀气室注入高度为 50mm~100mm 的清水。 

      3 充气连接管接口应在报警阀气室充注水位以上部位，且充气连接管的直径不应小于 15mm；

止回阀、截止阀应安装在充气连接管上。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和尺量检查。 

      4 气源设备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 安全排气阀应安装在气源与报警阀之间，且应靠近报警阀。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6 加速器应安装在靠近报警阀的位置，且应有防止水进入加速器的措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7 低气压预报警装置应安装在配水干管一侧。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6.htm#53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6.htm#53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6.htm#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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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8 下列部位应安装压力表： 

    （1）报警阀充水一侧和充气一侧； 

    （2）空气压缩机的气泵和储气罐上； 

    （3）加速器上。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9 管网充气压力应符合设计要求。条文说明 

5.3.5 雨淋阀组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雨淋阀组可采用电动开启、传动管开启或手动开启，开启控制装置的安装应安全可靠。水传

动管的安装应符合湿式系统有关要求。 

      2 预作用系统雨淋阀组后的管道若需充气，其安装应按干式报警阀组有关要求进行。 

      3 雨淋阀组的观测仪表和操作阀门的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便于观测和操作。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4 雨淋阀组手动开启装置的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且在发生火灾时应能安全开启和便于操

作。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对照图纸观察检查和开启阀门检查。 

      5 压力表应安装在雨淋阀的水源一侧。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条文说明 

 

5.4 其他组件安装 

Ⅰ 主控项目 

5.4.1 水流指示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水流指示器的安装应在管道试压和冲洗合格后进行，水流指示器的规格、型号应符合设计要

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对照图纸观察检查和检查管道试压和冲洗记录。 

      2 水流指示器应使电器元件部位竖直安装在水平管道上侧，其动作方向应和水流方向一致；安

装后的水流指示器浆片、膜片应动作灵活，不应与管壁发生碰擦。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和开启阀门放水检查。条文说明 

5.4.2 控制阀的规格、型号和安装位置均应符合设计要求；安装方向应正确，控制阀内应清洁、无堵

塞、无渗漏；主要控制阀应加设启闭标志；隐蔽处的控制阀应在明显处设有指示其位置的标志。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6.htm#53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6.htm#53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7.htm.htm#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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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5.4.3 压力开关应竖直安装在通往水力警铃的管道上，且不应在安装中拆装改动。管网上的压力控制

装置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5.4.4 水力警铃应安装在公共通道或值班室附近的外墙上，且应安装检修、测试用的阀门。水力警铃

和报警阀的连接应采用热镀锌钢管，当镀锌钢管的公称直径为 20mm 时，其长度不宜大于 20m；安

装后的水力警铃启动时，警铃声强度应不小于 70dB。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条文说明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尺量检查和开启阀门放水，水力警铃启动后检查压力表的数值。 

5.4.5 末端试水装置和试水阀的安装位置应便于检查、试验，并应有相应排水能力的排水设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Ⅱ 一般项目 

5.4.6 信号阀应安装在水流指示器前的管道上，与水流指示器之间的距离不宜小于 300m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和尺量检查。 条文说明 

5.4.7 排气阀的安装应在系统管网试压和冲洗合格后进行；排气阀应安装在配水干管顶部、配水管的

末端，且应确保无渗漏。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和检查管道试压和冲洗记录。 条文说明 

5.4.8 节流管和减压孔板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对照图纸观察检查和尺量检查。  条文说明 

5.4.9 压力开关、信号阀、水流指示器的引出线应用防水套管锁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5.4.10 减压阀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减压阀安装应在供水管网试压、冲洗合格后进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管道试压和冲洗记录。 

      2 减压阀安装前应进行检查：其规格型号应与设计相符；阀外控制管路及导向阀各连接件不应

有松动；外观应无机械损伤，并应清除阀内异物。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对照图纸观察检查和手扳检查。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7.htm.htm#54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7.htm.htm#54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7.htm.htm#54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7.htm.htm#54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7.htm.htm#54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7.htm.htm#54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7.htm.htm#548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7.htm.htm#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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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减压阀水流方向应与供水管网水流方向一致。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4 应在进水侧安装过滤器，并宜在其前后安装控制阀。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5 可调式减压阀宜水平安装，阀盖应向上。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6 比例式减压阀宜垂直安装；当水平安装时，单呼吸孔减压阀其孔口应向下，双呼吸孔减压阀

其孔口应呈水平位置。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7 安装自身不带压力表的减压阀时，应在其前后相邻部位安装压力表。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5.4.11 多功能水泵控制阀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安装应在供水管网试压、冲洗合格后进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管道试压和冲洗记录。 

      2 安装前应进行检查：其规格型号应与设计相符；主阀各部件应完好；紧固件应齐全，无松动；

各连接管路应完好，接头紧固；外观应无机械损伤，并应清除阀内异物。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对照图纸观察检查和手扳检查。 

      3 水流方向应与供水管网水流方向一致。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4 出口安装其他控制阀时应保持一定间距，以便于维修和管理。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5 宜水平安装，且阀盖向上。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6 安装自身不带压力表的多功能水泵控制阀时，应在其前后相邻部位安装压力表。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7 进口端不宜安装柔性接头。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7.htm.htm#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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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5.4.12 倒流防止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在管道冲洗合格以后进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管道试压和冲洗记录。 

      2 不应在倒流防止器的进口前安装过滤器或者使用带过滤器的倒流防止器。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 宜安装在水平位置，当竖直安装时，排水口应配备专用弯头。倒流防止器宜安装在便于调试

和维护的位置。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4 倒流防止器两端应分别安装闸阀，而且至少有一端应安装挠性接头。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5 倒流防止器上的泄水阀不宜反向安装，泄水阀应采取间接排水方式，其排水管不应直接与排

水管（沟）连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6 安装完毕后首次启动使用时，应关闭出水闸阀，缓慢打开进水闸阀。待阀腔充满水后，缓慢

打开出水闸阀。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 系统试压和冲洗 

6.1 一般规定 

6.1.1 管网安装完毕后，必须对其进行强度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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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度试验和严密性试验宜用水进行。干式喷水灭火系统、预作用喷水灭火系统应做水压试验和

气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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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7.htm.htm#54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7.htm.htm#54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9.htm.htm.htm#6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6699.htm#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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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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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的格式填写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1.4 管网冲洗应在试压合格后分段进行。冲洗顺序应先室外，后室内；先地下，后地上；室内部分

的冲洗应按配水干管、配水管、配水支管的顺序进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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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压用的压力表不应少于 2 只；精度不应低于 1.5 级，量程应为试验压力值的 1.5 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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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 系统试压过程中，当出现泄漏时，应停止试压，并应放空管网中的试验介质，消除缺陷后重新

再试。   条文说明 

6.1.7 管网冲洗宜用水进行。冲洗前，应对系统的仪表采取保护措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1.8 管网冲洗前，应对管道支架、吊架进行检查，必要时应采取加固措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条文说明 

      检查方法：观察、手扳检查。 

6.1.9 对不能经受冲洗的设备和冲洗后可能存留脏物、杂物的管段，应进行清理。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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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1 管网冲洗合格后，应按本规范附录 C 表 C.0.3 的要求填写记录。 

6.1.12 水压试验和水冲洗宜采取用生活用水进行，不得使用海水或含有腐蚀性化学物质的水。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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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水压试验 

Ⅰ主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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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的最低点。对管网注水时应将管网内的空气排净，并应

缓慢升压，达到试验压力后稳压 30min 后，管网应无泄漏、无变形，且压力降不应大于 0.05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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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冲洗合格后进行。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工作压力，稳压

24h，应无泄漏。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Ⅱ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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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水源干管、进户管和室内埋地管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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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压试验 

Ⅰ主控项目 

6.3.1 气压严密性试验压力应为 0.28MPa，且稳压 24h，压力降不应大于 0.01MPa。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Ⅱ一般项目 

6.3.2 气压试验的介质宜采用空气或氮气。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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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冲洗 

Ⅰ 主控项目 

6.4.1 管网冲洗的水流流速、流量不应小于系统设计的水流流速、流量；管网冲洗宜分区、分段进行；

水平管网冲洗时，其排水管位置应低于配水支管。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使用流量计和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4.2 管网冲洗的水流方向应与灭火时管网的水流方向一致。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4.3 管网冲洗应连续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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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 一般项目 

6.4.4 管网冲洗宜设临时专用排水管道，其排放应通畅和安全。排水管道的截面面积不得小于被冲洗

管道截面面积的 60%。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和尺量、试水检查。   条文说明 

6.4.5 管网的地上管道与地下管道连接前，应在配水干管底部加设堵头后对地下管道进行冲洗。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6.4.6 管网冲洗结束后，应将管网内的水排除干净，必要时可采用压缩空气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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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调试应在系统施工完成后进行。   条文说明 

7.1.2 系统调试应具备下列条件： 

      1 消防水池、消防水箱已储存设计要求的水量。 

      2 系统供电正常。 

      3 消防气压给水设备的水位、气压符合设计要求。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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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湿式喷水灭火系统管网内已充满水；干式、预作用喷水灭火系统管网内的气压符合设计要求；

阀门均无泄漏。 

      5 与系统配套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处于工作状态。   条文说明 

 

7.2 调试内容和要求 

Ⅰ 主控项目 

7.2.1 系统调试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水源测试。 

      2 消防水泵调试。 

      3 稳压泵调试。 

      4 报警阀调试。 

      5 排水设施调试。 

      6 联动试验。   条文说明 

7.2.2 水源测试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按设计要求核实高位消防水箱、消防水池的容积，高位消防水箱设置高度、消防水池（箱）

水位显示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合用水池、水箱的消防储水应有不做他用的技术措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对照图纸观察和尺量检查。 

      2 应按设计要求核实消防水泵接合器的数量和供水能力，并应通过移动式消防水泵做供水试验

进行验证。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和进行通水试验。   条文说明 

7.2.3 消防水泵调试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以自动或手动方式启动消防水泵时，消防水泵应在 55s 内投入正常运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用秒表检查。 

      2 以备用电源切换方式或备用泵切换启动消防水泵时，消防水泵应在 1min 或 2min 内投入正常

运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用秒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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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阀调试应符合下列要求：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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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湿式报警阀调试时，在末端装置处放水，当湿式报警阀进口水压大于 0.14MPa、放水流量大

于 1L/s 时，报警阀应及时启动；带延迟器的水力警铃应在 5s~90s 内发出报警铃声，不带延迟器的

水力警铃应在 15s 内发出报警铃声；压力开关应及时动作，启动消防泵并反馈信号。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使用压力表、流量计、秒表和观察检查。 

      2 干式报警阀调试时，开启系统试验阀，报警阀的启动时间、启动点压力、水流到试验装置出

口所需时间，均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使用压力表、流量计、秒表、声强计和观察检查。 

     3 雨淋阀调试宜利用检测、试验管道进行。自动和手动方式启动的雨淋阀，应在 15s 之内启动；

公称直径大于 200mm 的雨淋阀调试时，应在 60s 之内启动。雨淋阀调试时，当报警水压为 0.05MPa

时，水力警铃应发出报警铃声。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使用压力表、流量计、秒表、声强计和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Ⅱ 一般项目 

7.2.6 调试过程中，系统排出的水应通过排水设施全部排走。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7.2.7 联动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并应按本规范附录 C 表 C.0.4 的要求进行记录： 

      1 湿式系统的联动试验，启动一只喷头或以 0.94L/s~1.5L/s 的流量从末端试水装置处放水时，

水流指示器、报警阀、压力开关、水力警铃和消防水泵等应及时动作，并发出相应的信号。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打开阀门放水、使用流量计和观察检查。 

      2 预作用系统、雨淋系统、水幕系统的联动试验，可采用专用测试仪表或其他方式，对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的各种探测器输入模拟火灾信号，火灾自动报警控制器应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并启动自

动喷水灭火系统；采用传动管启动的雨淋系统、水幕系统联动试验时，启动 1 只喷头，雨淋阀打开，

压力开关动作，水泵启动。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 干式系统的联动试验，启动 1 只喷头或模拟 1 只喷头的排气量排气，报警阀应及时启动，压

力开关、水力警铃动作并发出相应信号。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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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系统验收 

8.0.1 系统竣工后，必须进行工程验收，验收不合格不得投入使用。   条文说明 

8.0.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工程验收应按本规范附录 E 的要求填写。     条文说明 

8.0.3 系统验收时，施工单位应提供下列资料： 

      1 竣工验收申请报告、设计变更通知书、竣工图。 

      2 工程质量事故处理报告。 

      3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过程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5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质量控制检查资料。 

      6 系统试压、冲洗记录。 

      7 系统调试记录。   条文说明 

8.0.4 系统供水水源的检查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检查室外给水管网的进水管管径及供水能力，并应检查高位消防水箱和消防水池容量，均

应符合设计要求。 

      2 当采用天然水源作系统的供水水源时，其水量、水质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检查枯水期最低

水位时确保消防用水的技术措施。 

      3 消防水池水位显示装置，最低水位装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对照设计资料观察检查。 

      4 高位消防水箱、消防水池的有效消防容积，应按出水管或吸水管喇叭口（或防止旋流器淹没

深度）的最低标高确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对照图纸，尺量检查。   条文说明 

8.0.5 消防泵房的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消防泵房的建筑防火要求应符合相应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规定。 

      2 消防泵房设置的应急照明、安全出口应符合设计要求。 

      3 备用电源、自动切换装置的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对照图纸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8.0.6 消防水泵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工作泵、备用泵、吸水管、出水管及出水管上的阀门、仪表的规格、型号、数量，应符合设

计要求；吸水管、出水管上的控制阀应锁定在常开位置，并有明显标记。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对照图纸观察检查。 

      2 消防水泵应采用自灌式引水或其他可靠的引水措施。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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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和尺量检查。 

      3 分别开启系统中的每一个末端试水装置和试水阀，水流指示器、压力开关等信号装置的功能

应均符合设计要求。湿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最不利点做末端放水试验时，自放水开始至水泵启动

时间不应超过 5mim。 

      4 打开消防水泵出水管上试水阀，当采用主电源启动消防水泵时，消防水泵应启动正常；关掉

主电源，主、备电源应能正常切换。备用电源切换时，消防水泵应在 1min 或 2min 内投入正常运行。

自动或手动启动消防泵时应在 55s 内投入正常运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5 消防水泵停泵时，水锤消除设施后的压力不应超过水泵出口额定压力的 1.3 倍~1.5 倍。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在阀门出口用压力表检查。 

      6 对消防气压给水设备，当系统气压下降到设计最低压力时，通过压力变化信号应能启动稳压

泵。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使用压力表，观察检查。 

      7 消防水泵启动控制应置于自动启动档，消防水泵应互为备用。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8.0.7 报警阀组的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报警阀组的各组件应符合产品标准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2 打开系统流量压力检测装置放水阀，测试的流量、压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使用流量计、压力表观察检查。 

      3 水力警铃的设置位置应正确。测试时，水力警铃喷嘴处压力不应小于 0.05MPa，且距水力警

铃 3m 远处警铃声声强不应小于 70dB。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打开阀门放水，使用压力表、声级计和尺量检查。 

      4 打开手动试水阀或电磁阀时，雨淋阀组动作应可靠。 

      5 控制阀均应锁定在常开位置。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6 空气压缩机或水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联动控制，应符合设计要求。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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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打开末端试（放）水装置，当流量达到报警阀动作流量时，湿式报警阀和压力开关应及时动

作，带延迟器的报警阀应在 90s 内压力开关动作，不带延迟器的报警阀应在 15s 内压力开关动作。 

      雨淋报警阀动作后 15s 内压力开关动作。   条文说明 

8.0.8 管网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管道的材质、管径、接头、连接方式及采取的防腐、防冻措施，应符合设计规范及设计要求。 

      2 管网排水坡度及辅助排水设施，应符合本规范第 5.1.17 条的规定。 

      检查方法：水平尺和尺量检查。 

      3 系统中的末端试水装置、试水阀、排气阀应符合设计要求。 

      4 管网不同部位安装的报警阀组、闸阀、止回阀、电磁阀、信号阀、水流指示器、减压孔板、

节流管、减压阀、柔性接头、排水管、排气阀、泄压阀等，均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报警阀组、压力开关、止回阀、减压阀、泄压阀、电磁阀全数检查，合格率应为 100%；

闸阀、信号阀、水流指示器、减压孔板、节流管、柔性接头、排气阀等抽查设计数量的 30%，数量

均不少于 5 个，合格率应为 100%。 

      检查方法：对照图纸观察检查。 

      5 干式系统、由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充气管道上设置的压力开关开启预作用装置的预作用系

统，其配水管道充水时间不宜大于 1min；雨淋系统和仅由水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开启预作用装置的

预作用系统，其配水管道充水时间不宜大于 2min。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通水试验，用秒表检查。   条文说明 

8.0.9 喷头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喷头设置场所、规格 、型号、公称动作温度、响应时间指数（RTI）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抽查设计喷头数量 10%，总数不少于 40 个，合格率应为 100%。 

      检查方法：对照图纸尺量检查。 

      2 喷头安装间距，喷头与楼板、墙、梁等障碍物的距离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抽查设计喷头数量 5%，总数不少于 20 个，距离偏差±15mm，合格率不小于 95%

时为合格。 

      检验方法：对照图纸尺量检查。 

      3 有腐蚀性气体的环境和有冰冻危险场所安装的喷头，应采取防护措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4 有碰撞危险场所安装的喷头应加设防护罩。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5 各种不同规格的喷头均应有一定数量的备用品，其数量不应小于安装总数的 1%，且每种备

用喷头不应少于 10 个。   条文说明 

8.0.10 水泵接合器数量及进水管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消防水泵接合器应进行充水试验，且系统最

不利点的压力、流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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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使用流量计、压力表和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8.0.11 系统流量、压力的验收，应通过系统流量压力检测装置进行放水试验，系统流量、压力应符

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8.0.12 系统应进行系统模拟灭火功能试验，且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报警阀动作，水力警铃应鸣响。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2 水流指示器动作，应有反馈信号显示。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 压力开关动作，应启动消防水泵及与其联动的相关设备，并应有反馈信号显示。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4 电磁阀打开，雨淋阀应开启，并应有反馈信号显示。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5 消防水泵启动后，应有反馈信号显示。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6 加速器动作后，应有反馈信号显示。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7 其他消防联动控制设备启动后，应有反馈信号显示。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8.0.13 系统工程质量验收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工程质量缺陷应按本规范附录 F 要求划分：严重缺陷项（A），重缺陷项（B），轻缺

陷项（C）。 

      2 系统验收合格判定的条件为：A=0，且 B≤2，且 B+C≤6 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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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维护管理 

9.0.1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具有管理、检测、维护规程，并应保证系统处于准工作状态。维护管理工

作，应按本规范附录 G 的要求进行。   条文说明 

9.0.2 维护管理人员应经过消防专业培训，应熟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原理、性能和操作维护规程。 

   条文说明 

9.0.3 每年应对水源的供水能力进行一次测定，每日应对电源进行检查。检查内容见表 9.0.3。 

   条文说明 

 

9.0.4 消防水泵或内燃机驱动的消防水泵应每月启动运转一次。当消防水泵为自动控制启动时，应每

月模拟自动控制的条件启动运转一次。检查内容见表 9.0.4。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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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 电磁阀应每月检查并应做启动试验，动作失常时应及时更换。   条文说明 

9.0.6 每个季度应对系统所有的末端试水阀和报警阀旁的放水试验阀进行一次放水试验，检查系统启

动、报警功能以及出水情况是否正常。检查内容见表 9.0.6。   条文说明 

 

9.0.7 系统上所有的控制阀门均应采用铅封或锁链固定在开启或规定的状态。每月应对铅封、锁链进

行一次检查，当有破坏或损坏时应及时修理更换。检查内容见表 9.0.7。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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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8 室外阀门井中，进水管上的控制阀门应每个季度检查一次，核实其处于全开启状态。条文说明 

9.0.9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发生故障需停水进行修理前，应向主管值班人员报告，取得维护负责人的同

意，并临场监督，加强防范措施后方能动工。   条文说明 

9.0.10 维护管理人员每天应对水源控制阀、报警阀组进行外观检查，并应保证系统处于无故障状态。   

条文说明 

9.0.11 消防水池、消防水箱及消防气压给水设备应每月检查一次，并应检查其消防储备水位及消防

气压给水设备的气体压力。同时，应采取措施保证消防用水不作他用，并应每月对该措施进行检查，

发现故障应及时进行处理。条文说明 

9.0.12 消防水池、消防水箱、消防气压给水设备内的水，应根据当地环境、气候条件不定期更换。

条文说明 

9.0.13 寒冷季节，消防储水设备的任何部位均不得结冰。每天应检查设置储水设备的房间，保持室

温不低于 5℃。条文说明 

9.0.14 每年应对消防储水设备进行检查，修补缺损和重新油漆。条文说明 

9.0.15 钢板消防水箱和消防气压给水设备的玻璃水位计两端的角阀，在不进行水位观察时应关闭。

条文说明 

9.0.16 消防水泵接合器的接口及附件应每月检查一次，并应保证接口完好、无渗漏、闷盖齐全。 

9.0.17 每月应利用末端试水装置对水流指示器进行试验。 

9.0.18 每月应对喷头进行一次外观及备用数量检查，发现有不正常的喷头应及时更换；当喷头上有

异物时应及时清除。更换或安装喷头均应使用专用扳手。检查内容见表 9.0.18。条文说明 

 

9.0.19 建筑物、构筑物的使用性质或贮存物安放位置、堆存高度的改变，影响到系统功能而需要进

行修改时，应重新进行设计。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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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分部、分项工程划分 

表 A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分部、分项工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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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表 B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注：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应由施工单位质量检查员填写，监理工程师进行检查，并作出检查

结论。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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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过程质量检查记录 

C.0.1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过程质量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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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过程质量检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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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试压记录应由施工单位质量检查员填写，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

人）组织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等进行验收，并按表 C.0.2 填写。 

表 C.0.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试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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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管网冲洗记录应由施工单位质量检查员填写，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

负责人）组织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等进行验收，并按表 C.0.3 填写。 

表 C.0.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管网冲洗记录 

 

 

http://gf.1190119.com/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61-2017                          中国消防规范网 gf.1190119.com 

48 

 

公众号 CN00119 

C.0.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联动试验记录应由施工单位质量检查员填空，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

负责人）组织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等进行验收，并按表 C.0.4 填写。 

表 C.0.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联动试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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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工程质量控制资料检查记录 

表 D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工程质量控制资料检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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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工程验收记录 

表 E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工程验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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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验收缺陷项目划分 

表 F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验收缺陷项目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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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维护管理工作检查项目 

表 G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维护管理工作检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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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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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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螺纹 基本尺寸》GB/T 196 

《普通螺纹 公差》GB/T 197 

《消防泵》GB 6245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GB 50231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35 

《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36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 

《压缩机、风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75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第 11 部分：沟槽式管接件》GB 5135.11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第 19 部分：塑料管道及管件》GB 5135.19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第 20 部分：涂覆钢管》GB 5135.20 

《球墨铸铁件》GB/T 1348 

《普通螺纹  管路系列》GB/T 1414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GB/T 3091 

《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GB/T 8163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钢管》GB/T 12771 

《无缝铜水管和铜气管》GB/T 18033 

《铜管接头 第 1 部分：钎焊式管件》GB/T 11618.1 

《铜管接头 第 2 部分：卡压式管件》GB/T 11618.2 

《不锈钢卡压式管件组件 第 2 部分：连接用薄壁不锈钢管》GB/T 19228.2 

《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41 

《金属管道系统快速管接头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ISO61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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