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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第６章和第８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ＧＢ５１３５《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已经或计划发布以下部分：

———第１部分：洒水喷头；

———第２部分：湿式报警阀、延迟器、水力警铃；

———第３部分：水雾喷头；

———第４部分：干式报警阀；

———第５部分：雨淋报警阀；

———第６部分：通用阀门；

———第７部分：水流指示器；

———第８部分：加速器；

———第９部分：早期抑制快速响应（ＥＳＦＲ）喷头；

———第１０部分：压力开关；

———第１１部分：沟槽式管接件；

———第１３部分：水幕喷头；

———第１４部分：预作用装置；

———第１５部分：家用喷头；

———第１６部分：消防洒水软管；

———第１７部分：减压阀；

———第１８部分：消防管道支吊架；

———第１９部分：塑料管道及管件；

———第２０部分：涂覆钢管；

———第２１部分：末端试水装置；

———第２２部分：特殊应用喷头；

……

本部分为ＧＢ５１３５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ＧＢ５１３５．１—２００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第１部分：洒水喷头》和ＧＢ５１３５．１２—２００６《自

动喷水灭火系统　第１２部分：扩大覆盖面积洒水喷头》，与ＧＢ５１３５．１—２００３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

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见第１章，２００３年版的第１章）；

———删除了按结构形式分类的规定（见２００３年版的４．１）；

———修改了型号编制要求（见５．３，２００３年版的５．３）；

———增加了喷头质量偏差要求和相应的试验方法（见６．１．２和７．２）；

———增加了密封结构要求（见６．４）；

———修改了流量系数要求（见６．６，２００３年版的６．４）；

———增加了公称流量系数为１６１、２０２的下垂型和直立型喷头布水性能要求和相应的试验方法（见

６．７．２和７．５．２）；

———增加了ＥＣ喷头的布水性能要求和相应的试验方法（见６．７．３、７．５．３和７．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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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了静态动作温度要求（见６．９，２００３年版的６．７）；

———增加了ＥＣ喷头的功能要求和相应的试验方法（见６．１０．３和７．８）；

———删除了耐低温性能要求（见２００３年版的６．１７）；

———增加了抗翻滚性能要求和相应的试验方法（见６．２０和７．１８）；

———增加了冷冻性能要求和相应的试验方法（见６．２１和７．１９）；

———修改了齐平、嵌入、隐蔽式喷头的动态热性能要求和相应的试验方法（见６．２３．１和７．２１．２，２００３

年版的６．３０和７．２９）；

———增加了耐氯化镁应力腐蚀性能要求和相应的试验方法（见６．２４．２和７．２２．２）；

———增加了耐二氧化硫／二氧化碳腐蚀性能要求和相应的试验方法（见６．２５和７．２３）；

———增加了ＥＣ喷头湿墙性能要求和相应的试验方法（见６．３２和７．３０）；

———增加了灭纸箱火性能要求和相应的试验方法（见６．３３．２和７．３１．３）；

———修改了检验规则（见第８章，２００３年版的第８章）；

———增加了附录Ｄ（见附录Ｄ）；

———删除了附录Ｅ（见２００３年版的附录Ｅ）。

本部分参考ＩＳＯ６１８２１：２０１４《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洒水喷头的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上海金盾消防安全设备有限公司、浙江瑞城消防设

备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少禹、啜凤英、李毅、李强、张强、张中飞、张兆宪、冯伟、王帅、马六甲。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５１３５—１９８５、ＧＢ５１３５—１９９３、ＧＢ５１３５．１—２００３；

———ＧＢ５１３５．１２—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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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第１部分：洒水喷头

１　范围

ＧＢ５１３５的本部分规定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洒水喷头的分类、公称流量系数、接口螺纹、颜色标志、

型号、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使用说明书和包装、运输、贮存等。

本部分适用于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中的洒水喷头。

本部分不适用于早期抑制快速响应（ＥＳＦＲ）喷头、家用喷头、特殊应用喷头和启闭式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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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７３０６．２　５５°密封管螺纹　第２部分：圆锥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

ＧＢ／Ｔ３１４３１—２０１５　灭火系统Ａ类火试验用标准燃烧物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洒水喷头　狊狆狉犻狀犽犾犲狉

按设计的洒水形状和水量洒水的装置。

　　注：由于热的作用，在预定的温度范围内自行启动。

３．２　

响应时间系数　狉犲狊狆狅狀狊犲狋犻犿犲犻狀犱犲狓；犚犜犐

洒水喷头动作灵敏度的度量，计算公式为：

ＲＴＩ＝τ狌
０．５

式中：

ＲＴＩ———响应时间系数，单位为（米秒）０．５［（ｍ·ｓ）０．５］；

τ ———热敏感元件的时间常数，单位为秒（ｓ）；

狌 ———气体流速，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３．３　

标准方位　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狅狉犻犲狀狋犪狋犻狅狀

使气流方向与洒水喷头入口轴线垂直且产生最短的响应时间的方位。

　　注：当热敏感元件对称时，标准方位为使气流方向既垂直于洒水喷头水流的轴线又垂直于其轭臂所在平面的方位；

当热敏感元件为非对称时，标准方位为使气流方向既垂直于洒水喷头水流的轴线又垂直于其轭臂所在平面，同

时热敏感元件处于气流上游的方位。

３．４　

最不利方位　狑狅狉狊狋犮犪狊犲狅狉犻犲狀狋犪狋犻狅狀

使气流方向与洒水喷头入口轴线垂直且产生最长的响应时间的方位。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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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装配载荷　犪狊狊犲犿犫犾犲犾狅犪犱

当洒水喷头入口处水压为０ＭＰａ时，施加在喷头体上的力。

３．６　

工作载荷　狊犲狉狏犻犮犲犾狅犪犱

洒水喷头入口处施加１．２ＭＰａ水压时，施加在喷头体上的力与装配载荷的合力。

３．７　

设计载荷　犱犲狊犻犵狀犾狅犪犱

当洒水喷头承受工作载荷时，施加在热敏感元件上的力。

３．８　

动作温度　狅狆犲狉犪狋犻狀犵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洒水喷头在一定的升温速率下，其热敏感元件在液浴中动作时的温度。

４　分类

４．１　根据热敏感元件分类

４．１．１　易熔元件洒水喷头

通过易熔元件合金受热熔化而开启的洒水喷头。

４．１．２　玻璃球洒水喷头

通过玻璃球内充装的液体受热膨胀使玻璃球爆破而开启的洒水喷头。

４．２　根据安装位置分类

４．２．１　边墙型洒水喷头

靠墙安装，将水向一边（半个抛物线）喷洒分布的洒水喷头。

４．２．２　下垂型洒水喷头

下垂安装，水流向下冲向溅水盘的洒水喷头。

４．２．３　直立型洒水喷头

直立安装，水流向上冲向溅水盘的洒水喷头。

４．３　根据洒水喷头灵敏度分类

４．３．１　快速响应洒水喷头

响应时间系数（ＲＴＩ）小于或等于５０（ｍ·ｓ）０．５的洒水喷头。

４．３．２　特殊响应洒水喷头

平均响应时间系数（ＲＴＩ）大于５０（ｍ·ｓ）０．５且小于或等于８０（ｍ·ｓ）０．５的洒水喷头。

４．３．３　标准响应洒水喷头

响应时间系数（ＲＴＩ）大于８０（ｍ·ｓ）０．５且小于或等于３５０（ｍ·ｓ）０．５的洒水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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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根据保护面积分类

４．４．１　标准覆盖面积洒水喷头

单只保护面积不超过２０ｍ２ 的下垂型或直立型洒水喷头及单只保护面积不超过１８ｍ２ 的边墙型洒

水喷头。

　　注：如无特指，标准覆盖面积洒水喷头一般简称为喷头。

４．４．２　扩大覆盖面积洒水喷头

单只保护面积大于标准覆盖面积洒水喷头的保护面积且不超过３６ｍ２ 的洒水喷头（简称 ＥＣ

喷头）。

４．５　特殊类型洒水喷头

４．５．１　干式洒水喷头

由专用管段和安装于管段出口的洒水喷头组成的组件。在管段入口设有密封机构，在洒水喷头动

作前，此密封机构可阻止水进入管段。

４．５．２　齐平式洒水喷头

部分或全部本体（包括根部螺纹）安装在吊顶下平面以上，但热敏感元件的集热部分全部处于吊顶

下平面以下的洒水喷头。

４．５．３　嵌入式洒水喷头

全部或部分本体被安装在嵌入吊顶的护罩内的洒水喷头。

４．５．４　隐蔽式洒水喷头

带有装饰盖板的嵌入式洒水喷头。

４．５．５　带涂层洒水喷头

带有防腐作用或装饰作用的涂层或镀层的洒水喷头。

４．５．６　带防水罩洒水喷头

带有固定于热敏感元件上方的防水罩，防止上方的水喷洒在热敏感元件上的洒水喷头。

５　公称流量系数、接口螺纹、颜色标志和型号

５．１　公称流量系数和接口螺纹

洒水喷头的公称流量系数和接口螺纹见表１。

表１　公称流量系数和接口螺纹

公称流量系数犓 接口螺纹

５７ Ｒ２１／２，Ｒ２３／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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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公称流量系数犓 接口螺纹

８０ Ｒ２１／２

１１５ Ｒ２３／４

１６１ Ｒ２３／４

２０２ Ｒ２３／４，Ｒ２１

５．２　公称动作温度和颜色标志

洒水喷头的公称动作温度和颜色标志见表２。

易熔元件洒水喷头应在轭臂或相应的位置作出颜色标志。

表２　公称动作温度和颜色标志

玻璃球洒水喷头 易熔元件洒水喷头

公称动作温度

℃
液体色标

公称动作温度

℃
色标

５７ 橙 ５７～７７ 无需标志

６８ 红 ８０～１０７ 白

７９ 黄 １２１～１４９ 蓝

９３ 绿 １６３～１９１ 红

１０７ 绿 ２０４～２４６ 绿

１２１ 蓝 ２６０～３０２ 橙

１４１ 蓝 ３２０～３４３ 橙

１６３ 紫 — —

１８２ 紫 — —

２０４ 黑 — —

２２７ 黑 — —

２６０ 黑 — —

３４３ 黑 — —

　　注：“—”表示无要求。

５．３　型号

５．３．１　洒水喷头的型号由产品代号、性能代号、公称流量系数、公称动作温度、自定义代号等部分组成。

５．３．２　产品代号为ＺＳＴ，表示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洒水喷头。

５．３．３　性能代号表示洒水喷头的安装位置等特性。性能代号如下：

ａ）　直立型洒水喷头：Ｚ；

ｂ）　下垂型洒水喷头：Ｘ；

ｃ）　直立边墙型洒水喷头：ＢＺ；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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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下垂边墙型洒水喷头：ＢＸ；

ｅ）　水平边墙型洒水喷头：ＢＳ；

ｆ）　齐平式洒水喷头：ＤＱ；

ｇ）　嵌入式洒水喷头：ＤＲ；

ｈ）　隐蔽式洒水喷头：ＤＹ；

ｉ）　干式下垂型洒水喷头：ＧＸ；

ｊ）　干式直立型洒水喷头：ＧＺ。

５．３．４　洒水喷头的型号编制方法如下，并按下列要求进行：











ＺＳＴ

产品代号

　








性能代号

　






公称流量系数






 公称动作温度（℃ ）

　



自定义代号

ａ）　快速响应洒水喷头、特殊响应洒水喷头、扩大覆盖面积洒水喷头在产品代号前分别加 “Ｋ”“Ｔ”

“ＥＣ”，并以“－”与产品代号间隔。标准响应洒水喷头在产品代号前不加代号。

ｂ）　自定义代号由制造商规定，用于表征热敏元件的类型、产品特殊结构等信息，由大写英文字母、

阿拉伯数字或其组合构成，字符不宜超过３个。

示例１：

ＺＳＴＸ８０９３℃ Ｑ５表示标准响应、下垂安装，公称流量系数为８０，公称动作温度为９３℃，热敏元件为５ｍｍ玻璃球

的喷头。

示例２：

ＫＺＳＴＺ１１５７４℃ ＹＳ表示快速响应、直立安装，公称流量系数为１１５，公称动作温度为７４℃，热敏元件为易熔合金，

带防水罩的喷头。

示例３：

ＥＣＺＳＴＢＳ１６１７２℃ Ｙ表示边墙型、水平安装，公称流量系数为１６１，公称动作温度为７２℃，热敏元件为易熔合金

的扩大覆盖面积洒水喷头。

６　要求

６．１　整体要求

６．１．１　洒水喷头在设计和制造上应保证其不能被轻易调整、拆卸和重装。

６．１．２　按７．２规定的方法测得的每只洒水喷头的质量与其制造商声明质量的偏差不应超过声明质量

的５％。

６．２　接口螺纹

洒水喷头的接口螺纹应符合ＧＢ／Ｔ７３０６．２的规定。

６．３　外观与标志

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洒水喷头的外表面应均匀一致，无明显的磕碰伤痕及变形，表面涂、镀层应完整美观；

ｂ）　洒水喷头在其溅水盘或本体上至少应标记型号规格、制造商的名称（代号）或商标、生产年代、

认证标记（如获得了认证）等；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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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对于边墙型洒水喷头，还应标明水流方向；

ｄ）　隐蔽式洒水喷头的装饰盖板上应标有不可涂覆的标记；

ｅ）　所有标记应为永久性标记且标志正确、清晰。

６．４　密封结构要求

洒水喷头出水口的密封不应使用橡胶密封件。

６．５　水压密封和耐水压强度性能

６．５．１　按７．３．１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洒水喷头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应无渗漏。

６．５．２　按７．３．２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洒水喷头应无变形或破坏。

６．６　流量系数

６．６．１　洒水喷头的流量系数犓 按式（１）计算：

犓＝
犙

１０槡 犘
……………………（１）

　　式中：

犘 ———洒水喷头入口处压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犙 ———洒水喷头的流量，单位为升每分（Ｌ／ｍｉｎ）。

６．６．２　按７．４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洒水喷头流量系数犓 的任一测量值和平均值均应符合表３的

规定。

表３　流量系数范围

公称流量系数犓 流量系数范围 干式洒水喷头流量系数范围

５７ ５４～６０ ５２～６２

８０ ７６～８４ ７４～８６

１１５ １０９～１２１ １０６～１２４

１６１ １５９～１６６ １４５～１７７

２０２ １９５～２０９ —

６．７　布水性能

６．７．１　公称流量系数为５７、８０、１１５的喷头

６．７．１．１　非边墙型喷头按７．５．１．１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应符合表４的规定。

６．７．１．２　边墙型喷头按７．５．１．２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应打湿喷头所在墙下方距溅水盘１．２２ｍ以下的

全部墙面并符合表５的规定。

６．７．２　公称流量系数为１６１、２０２的下垂型和直立型喷头

喷头按７．５．２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应符合表６的规定。

６．７．３　犈犆喷头

６．７．３．１　非边墙型ＥＣ喷头在试验室的１／４空间进行布水试验，边墙型ＥＣ喷头在试验室的一半空间进

行布水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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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３．２　非边墙型ＥＣ喷头试验条件见表７，公称流量系数为８０、１１５的边墙型ＥＣ喷头试验条件见表８。

６．７．３．３　ＥＣ喷头按７．５．３和７．５．４的规定进行试验，集水量低于０．６ｍｍ／ｍｉｎ的集水盒不应超过１个，

且最低集水量不应低于０．２ｍｍ／ｍｉｎ。

６．７．３．４　每个试验中，所有集水盒的平均集水量不应小于１．６ｍｍ／ｍｉｎ。

６．７．３．５　带涂层 ＥＣ喷头经过动态热试验后，如发现涂层变形或损坏，应进行布水试验，并符合

６．７．３．１～６．７．３．４的规定。

表４　非边墙型喷头布水要求

公称流量系数犓
洒水密度

ｍｍ／ｍｉｎ

每只喷头流量

Ｌ／ｍｉｎ

保护面积

ｍ２

喷头间距

ｍ

低于洒水密度

５０％的集水盒数

个

５７ ２．５ ５０．６ ２０．２５ ４．５ ≤８

８０
５．０ ６１．３ １２．２５ ３．５ ≤５

１５．０ １３５．０ ９．００ ３．０ ≤４

１１５
１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３．０ ≤４

３０．０ １８７．５ ６．２５ ２．５ ≤３

表５　边墙型喷头布水要求

公称流量

系数犓

平均洒水密

度不低于

ｍｍ／ｍｉｎ

单盒最小

洒水密度

ｍｍ／ｍｉｎ

每只喷头流量

Ｌ／ｍｉｎ

保护面积

ｍ２

喷头间距

ｍ

喷头所在边墙

下部集水盒的

集水总量

５７

８０

１１５

２．０

２．０

２．８

１．２

１．２

１．２

５７

５７

７８

９．０

９．０

９．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不少于喷头

洒水总量

的３．５％

表６　公称流量系数为１６１及２０２的下垂型和直立型喷头布水要求

公称流量

系数犓
喷头数量

单只喷头流量

Ｌ／ｍｉｎ

平均洒水密度

不低于

ｍｍ／ｍｉｎ

单盒最小

洒水密度

ｍｍ／ｍｉｎ

１６１

４

４

６ａ

６ａ

１３５

１９０

１３５

１９０

１４．７

２０．４

１４．７

２０．４

１１．０

１５．３

１１．０

１５．３

２０２

４

４

６ａ

６ａ

１４２

２２８

１４２

２２８

１５．３

２４．６

１５．３

２４．６

１１．４

１８．３

１１．４

１８．３

　　
ａ 对直立型喷头，与配水支管平行的中间两排集水盒测量结果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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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溅水盘上、下的喷水量

按７．６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直立型喷头和下垂型喷头向下喷洒的水量应为总水量的

８０％～１００％。

表７　非边墙型犈犆喷头布水试验条件

公称流量系数犓
试验空间尺寸［长×宽］

ｍ

溅水盘距吊顶距离

ｍｍ

流量

Ｌ／ｍｉｎ

８０ ５．０×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１．８

８０ ５．５×５．５ １００ １２３．２

８０ ６．０×６．０ １００ １４６．６

１１５ ５．０×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１．８

１１５ ５．５×５．５ １００ １２３．２

１１５ ６．０×６．０ １００ １４６．６

１６１ ５．０×５．０ １００ １１１．１

１６１ ５．５×５．５ １００ １２３．２

１６１ ６．０×６．０ １００ １４６．６

２０２ ５．０×５．０ １００ １３８．９

２０２ ５．５×５．５ １００ １３８．９

２０２ ６．０×６．０ １００ １４６．６

表８　边墙型犈犆喷头布水试验条件

公称流量系数犓
试验空间尺寸［长×宽］

ｍ

溅水盘距吊顶距离

ｍｍ

流量

Ｌ／ｍｉｎ

８０ ５．０×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１．８

８０ ５．０×５．０ ３００ １０１．８

８０ ５．５×５．０ １００ １１２．０

８０ ５．５×５．０ ３００ １１２．０

８０ ６．０×５．０ １００ １２２．２

８０ ６．０×５．０ ３００ １２２．２

１１５ ５．０×５．０ １００ １２７．３

１１５ ５．０×５．０ ３００ １２７．３

１１５ ５．５×５．０ １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１５ ５．５×５．０ ３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１５ ６．０×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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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续）

公称流量系数犓
试验空间尺寸［长×宽］

ｍ

溅水盘距吊顶距离

ｍｍ

流量

Ｌ／ｍｉｎ

１１５ ６．０×５．０ ３００ １５２．７

１１５ ６．５×５．０ １００ １６５．４

１１５ ６．５×５．０ ３００ １６５．４

１１５ ７．０×５．０ １００ １７８．２

１１５ ７．０×５．０ ３００ １７８．２

６．９　静态动作温度

６．９．１　洒水喷头按７．７ａ）～ｈ）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公称动作温度不超过２００℃的洒水喷头，实际动作温度不应超过式（２）规定的范围。

犡± ０．０３５犡＋０．６２（ ） ……………………（２）

式中：

犡———公称动作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ｂ）　公称动作温度超过２００℃的洒水喷头，实际动作温度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

１）　不应超过式（２）规定的范围；

２）　在公称动作温度至公称动作温度的１０７％范围内。

６．９．２　在预定的动作温度范围内，如果任意一只洒水喷头的玻璃球出现部分破裂或易熔元件出现部分

动作，还应按７．７ｉ）～ｊ）规定的方法进行空气浴试验，洒水喷头应全部动作。

６．９．３　隐蔽式洒水喷头除应符合６．９．１的规定外，还应与装饰盖板组装后按７．７ｋ）～ｌ）规定的方法进行

试验，装饰盖板应在５ｍｉｎ内完全脱落。

６．１０　功能

６．１０．１　按７．８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洒水喷头应启动喷水。

６．１０．２　按７．８ｄ）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喷头在热敏感元件释放后６０ｓ内，清除所有沉积；若在任一压

力等级的试验中有１只试样发生沉积，应另取２４只相同试样重新进行该压力和该安装位置的功能试

验，在每一压力下进行试验的所有喷头中，发生沉积的试样总数不应超过１只。

６．１０．３　按７．８ｅ）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ＥＣ喷头应在热敏感元件释放后１０ｓ内，清除所有沉积。

６．１１　抗水冲击性能

按７．９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洒水喷头在试验过程中和试验后均不应出现渗漏或损坏。

本项试验后，所有试样还应进行０．０３５ＭＰａ压力下的功能试验，并应符合６．１０．１的规定。

６．１２　工作载荷和框架强度

６．１２．１　轭臂支撑的洒水喷头的工作载荷按７．１０ａ）～ｅ）规定的方法确定。

６．１２．２　轭臂支撑的洒水喷头按７．１０ｆ）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时，其框架的永久变形不应大于洒水喷头载

荷支承点间距离的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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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３　热敏感元件强度

６．１３．１　玻璃球按７．１１．２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玻璃球的平均破碎载荷应大于６倍的平均设计载荷；

ｂ）　除非在生产或设计中证实其他分布更适用，应使用正态或高斯分布进行计算；

ｃ）　对于９９％的试样（狆）置信度系数（ν）为０．９９时，试验中测得并计算出的玻璃球破碎载荷的下

限误差应大于玻璃球设计载荷上限误差的２倍。

６．１３．２　易熔元件按７．１１．３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应能承受１５倍的最大设计载荷１００ｈ；或满足式（３）

的规定。

犔ｄ≤１．０２犔
２

ｍ
／犔ｏ ……………………（３）

　　式中：

犔ｄ———易熔元件最大设计载荷，单位为牛顿（Ｎ）；

犔ｍ———易熔元件１０００ｈ损坏时的载荷，单位为牛顿（Ｎ）；

犔ｏ———易熔元件１ｈ损坏时的载荷，单位为牛顿（Ｎ）。

６．１４　溅水盘强度

洒水喷头按７．１２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其溅水盘不应出现松动、脱落、永久变形和损坏。

６．１５　疲劳强度

玻璃球洒水喷头按７．１３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玻璃球不应有任何损坏。

本项试验后，所有试样还应进行０．０３５ＭＰａ压力下的功能试验，并应符合６．１０．１的规定。

６．１６　热稳定性

玻璃球洒水喷头按７．１４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玻璃球不应有任何损坏。

本项试验后，所有试样还应进行０．０３５ＭＰａ压力下的功能试验，并应符合６．１０．１的规定。

６．１７　抗振动性能

按７．１５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洒水喷头的构成部件应无松动和损坏。

本项试验后，所有试样还应进行水压密封试验和０．０３５ＭＰａ压力下的功能试验，并应符合６．５．１

和６．１０．１的规定。

６．１８　抗机械冲击性能

按７．１６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洒水喷头应无损坏。

本项试验后，所有试样还应进行水压密封试验，并应符合６．５．１的规定。

６．１９　抗碰撞性能

６．１９．１　按７．１７ｂ）～ｄ）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洒水喷头应无明显变形和损坏，试验后所有试样还应进行

水压密封试验，并应符合６．５．１的规定；若溅水盘出现可见变形，应符合６．７的规定。

６．１９．２　按７．１７ｅ）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后，带防水罩洒水喷头的防水罩应无脱落或影响其功能的变形。

６．２０　抗翻滚性能

按７．１８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洒水喷头应无明显损坏。本项试验后，所有试样还应进行水压密封

试验，并应符合６．５．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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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１　冷冻性能

按７．１９规定的方法进行冷冻试验。试验后，洒水喷头应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ａ）　有可见损坏；

ｂ）　在不超过０．０５ＭＰａ水压下出现泄漏；

ｃ）　无损坏，所有试样进行水压密封试验和标准方位动态热试验，并应符合６．５．１和６．２３．１．１的

规定。

６．２２　耐高温性能

按７．２０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洒水喷头不应发生严重变形或损坏。

６．２３　动态热性能

６．２３．１　喷头动态热性能

６．２３．１．１　按７．２１．１规定的方法在标准方位进行试验，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快速响应喷头的任一ＲＴＩ值应小于或等于５０（ｍ·ｓ）
０．５；

ｂ）　特殊响应喷头的平均ＲＴＩ值应大于５０（ｍ·ｓ）
０．５且小于或等于８０（ｍ·ｓ）０．５，任一ＲＴＩ值不应

小于４０（ｍ·ｓ）０．５或大于１００（ｍ·ｓ）０．５；

ｃ）　标准响应喷头的任一ＲＴＩ值应大于８０（ｍ·ｓ）
０．５且小于或等于３５０（ｍ·ｓ）０．５。

６．２３．１．２　按７．２１．１．１规定的方法在偏离最不利方位一个角度进行试验，每一个 ＲＴＩ值不应超过

６００（ｍ·ｓ）０．５或在标准方位下测得的平均ＲＴＩ值的２５０％二者之中的较小者。

６．２３．１．３　按７．２６规定的方法进行环境试验后，试样应按７．２１．１规定的方法在标准方位进行试验以确

定环境试验后的ＲＴＩ值，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快速响应喷头的任一ＲＴＩ值应小于或等于５０（ｍ·ｓ）
０．５；

ｂ）　特殊响应喷头的任一ＲＴＩ值应大于５０（ｍ·ｓ）
０．５且小于或等于８０（ｍ·ｓ）０．５；

ｃ）　标准响应喷头的任一ＲＴＩ值应大于８０（ｍ·ｓ）
０．５且小于或等于３５０（ｍ·ｓ）０．５；

ｄ）　平均ＲＴＩ值不应超过环境试验前平均ＲＴＩ值的１３０％。

６．２３．２　犈犆喷头动态热性能

６．２３．２．１　ＥＣ喷头按７．２１．１规定的方法在标准方位进行试验，任一ＲＴＩ值应小于或等于５０（ｍ·ｓ）
０．５。

６．２３．２．２　按７．２１．１．１规定的方法在偏离最不利方位一个角度进行试验，ＲＴＩ值不应超过１２５（ｍ·ｓ）
０．５

或在标准方位下测得的平均ＲＴＩ值的２５０％。

６．２３．２．３　按７．２６规定的方法进行环境试验后，试样应按７．２１．１规定的方法在标准方位进行试验以确

定环境试验后的ＲＴＩ值，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ＥＣ喷头的任一ＲＴＩ值应小于或等于５０（ｍ·ｓ）
０．５；

ｂ）　平均ＲＴＩ值不应超过环境试验前平均ＲＴＩ值的１３０％。

６．２４　耐应力腐蚀性能

６．２４．１　耐氨应力腐蚀性能

按７．２２．１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洒水喷头的铜合金部件不应断裂或损坏。

本项试验后的所有试样应进行水压密封试验和０．０３５ＭＰａ压力下的功能试验，应分别符合６．５．１

和６．１０．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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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４．２　耐氯化镁应力腐蚀性能

当洒水喷头使用不锈钢部件时，应按７．２２．２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洒水喷头的不锈钢部件不应断

裂或损坏。

本项试验后，所有试样还应进行水压密封试验和０．０３５ＭＰａ压力下的功能试验，并应符合６．５．１

和６．１０．１的规定。

６．２５　耐二氧化硫／二氧化碳腐蚀性能

按７．２３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洒水喷头不应产生腐蚀损坏。

本项试验后，所有试样还应进行０．０３５ＭＰａ压力下的功能试验，并应符合６．１０．１的规定。

６．２６　耐盐雾腐蚀性能

按７．２４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洒水喷头不应产生腐蚀损坏。

本项试验后，所有试样还应进行０．０３５ＭＰａ压力下的功能试验，并应符合６．１０．１的规定。

６．２７　耐潮湿气体腐蚀性能

按７．２５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洒水喷头不应产生腐蚀损坏。

本项试验后，所有试样还应进行水压密封试验和０．０３５ＭＰａ压力下的功能试验，并应符合６．５．１

和６．１０．１的规定。

６．２８　耐环境温度性能

按７．２６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洒水喷头不应损坏。

本项试验后，所有试样还应进行水压密封试验、静态动作温度试验、功能试验和动态热试验，并应分

别符合６．５．１、６．９．１、６．１０．１和６．２３的规定。

隐蔽式洒水喷头还应按７．１５规定的方法进行连续４ｈ的振动试验，不应损坏。

６．２９　侧向喷洒

按７．２７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直立型、下垂型和边墙型洒水喷头在正庚烷燃尽前应启动。

６．３０　防水罩性能

６．３０．１　防护角

按７．２８．１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防水罩为洒水喷头的热敏感元件提供的防护角应不大于４５°。

６．３０．２　抗转动

按７．２８．２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防水罩在４．０Ｎ·ｍ的力矩作用下不应发生转动；如果防水罩在

４．０Ｎ·ｍ的力矩作用下转动，洒水喷头平均工作载荷的变化不应超过±１０％。

６．３１　抗真空性能

按７．２９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洒水喷头不应出现扭曲或损坏。

本项试验后，所有试样还应进行水压密封试验，并应符合６．５．１的规定。

６．３２　湿墙性能

按７．３０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时，每只ＥＣ喷头应连续打湿试验室四周的墙面，打湿部位距吊顶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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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应大于１．５ｍ。

６．３３　灭火性能

６．３３．１　灭木垛火性能

６．３３．１．１　除边墙型喷头外，公称流量系数为８０和１１５的喷头按７．３１．１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并应符合

以下规定：

ａ）　热电偶处的空气温度在开始洒水后的前５ｍｉｎ内应被降至环境温度加上２７５℃以下；

ｂ）　在以后的试验中，任何连续３ｍｉｎ内热电偶处测得的平均气温不应超过环境温度加上２７５℃，

自吊顶下温度降到低于环境温度加上２７５℃至试验结束这段时间内，吊顶温度记录曲线以下

的面积之和应小于环境温度加上２７５℃直线以下的面积；

ｃ）　木垛的质量损失不应超过２０％。

６．３３．１．２　ＥＣ喷头按７．３１．２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时，３个木垛的平均质量损失不应超过３５％。

６．３３．２　灭纸箱火性能

公称流量系数为１６１和２０２的直立型或下垂型喷头按７．３１．３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应符合表９的

规定。

表９　公称流量系数为１６１和２０２喷头的灭火性能要求

试验序号 １ ２ ３

堆放形式 双排货架 托盘堆垛 双排货架

燃烧物 Ⅱ型试验货品 标准塑料杯试验品 标准塑料杯试验品

钢梁

温度／℃

峰值 ２０４ ４２７ ２０４

最大平均值ａ １４９ ３７１ １４９

辐射

热通量／（ｋＷ／ｍ２）

峰值 １１．４ １７．０ １１．４

最大平均值ａ １０．２ １１．４ １０．２

火焰跃迁 不准许 不准许 不准许

等效试验品允许烧损数量／个 ２０ ２０ １０

喷头允许最多开启数量／个 ２０ ２０ ２０

　　
ａ 最大平均值是指任一间隔为１ｍｉｎ的时间段内采集的所有数据的平均值（每秒采集数据不少于１个）。

７　试验方法

７．１　外观检查

７．１．１　使用通用器具检查喷头的装配零件是否松动、可拆卸。

７．１．２　对照设计图样等技术文件，通过目测检查试样外观、标志及密封结构，使用通用量器具测量接口

螺纹。

７．２　质量测量

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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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取１０只洒水喷头试样进行本项试验，其中带运输护帽的洒水喷头应摘下护帽、干式洒水喷头

去除短管后进行试验。

ｂ）　使用天平测量每只喷头的质量，测量结果精确到０．１ｇ，计算算术平均值及每只洒水喷头的质

量偏差。

７．３　水压密封和水压强度试验

７．３．１　水压密封试验

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将５只洒水喷头试样安装在试验装置上，使管路充满清水，排除管路中的空气；

ｂ）　以（０．１±０．０２５）ＭＰａ／ｓ的速率升压至３．０ＭＰａ，保持压力３ｍｉｎ，然后降压至０ＭＰａ；

ｃ）　再在５ｓ内使压力从０ＭＰａ升至０．０５ＭＰａ，保持压力１５ｓ后，以（０．１±０．０２５）ＭＰａ／ｓ的速率升

压至１．０ＭＰａ，保持压力１５ｓ后降压至０ＭＰａ（本部分中未标明公差时，公差应符合附录Ａ的

规定）；

ｄ）　试验过程中和试验后检查洒水喷头试样是否出现渗漏。

７．３．２　水压强度试验

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将水压密封试验后的试样安装在７．３．１所用的试验装置上；

ｂ）　以不超过２．０ＭＰａ／ｍｉｎ的速率升压至４．８ＭＰａ，保持压力１ｍｉｎ；

ｃ）　检查洒水喷头是否出现启动、变形或损坏。

７．４　流量系数的测量

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公称流量系数小于或等于１１５的洒水喷头安装在图１所示的试验装置上进行试验，公称流量

系数大于１１５的洒水喷头安装在图２所示的试验装置上进行试验；

单位为毫米

图１　公称流量系数小于或等于１１５洒水喷头的流量试验装置

　　ｂ）　试验时将２只试样除去框架和溅水盘后安装在试验装置上；

ｃ）　试验压力从０．１０ＭＰａ～０．６０ＭＰａ，每间隔０．１０ＭＰａ测量洒水喷头的流量；

ｄ）　压力测量精度不应低于０．４级，流量测量精度不应低于１．０级；

ｅ）　对于每一个试样，压力先从低升到高，至每一个测量点，再从高降到低，至每一个测量点；

ｆ）　将所测得的数据代入式（１），计算出每一压力点的犓 值和犓 的平均值；

ｇ）　在试验中应修正自压力表至洒水喷头出口之间的静水压差；

ｈ）　干式洒水喷头应取其产品的最短和最长规格分别进行试验。

４１

犌犅５１３５．１—２０１９



单位为毫米

图２　公称流量系数大于１１５洒水喷头的流量试验装置

７．５　布水试验

７．５．１　公称流量系数为５７、８０、１１５的喷头

７．５．１．１　非边墙型喷头

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试验室的面积应不小于７ｍ×７ｍ，取４只相同规格的喷头呈正方形安装于试验管路上，试验

管路及集水盒的布置见图３～图５；

ｂ）　喷头轭臂应与配水支管平行；

ｃ）　干式喷头应取其产品的最短规格进行试验；

ｄ）　吊顶与直立型喷头溅水盘之间的距离为５０ｍｍ，与下垂型喷头溅水盘之间的距离为２７５ｍｍ；

ｅ）　齐平、嵌入、隐蔽式喷头应取其最嵌入的位置，安装在不小于６ｍ×６ｍ的吊顶上，吊顶置于试

验室的中央，喷头通过三通或弯头直接安装在水平管路上，或通过ＤＮ２５、长度不小于１５０ｍｍ

的短管和变径联接在水平管路上；

ｆ）　三种公称流量系数的喷头的保护面积和洒水密度在表４中给出；

ｇ）　公称流量系数为８０和１１５的喷头应在表４中规定的两种条件下分别进行试验；

ｈ）　４只喷头之间保护面积内的洒水密度用正方形集水盒测量，集水盒的边长为５００ｍｍ，吊顶距

集水盒上边缘２．７ｍ，集水盒位于４只喷头下方保护面积的中央，集水时间不应少于３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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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３　非边墙型喷头布水试验室布置（保护面积１２．２５犿
２）

单位为毫米

图４　非边墙型喷头布水试验室布置（保护面积９犿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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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５　非边墙型喷头布水试验室布置（保护面积６．２５犿
２）

７．５．１．２　边墙型喷头

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试验室面积不应小于７ｍ×７ｍ，取２只相同规格的边墙型喷头按图６所示，沿着一面墙安装

于试验管路上；

ｂ）　喷头间距为３ｍ，吊顶距每只喷头溅水盘之间的距离为１００ｍｍ；

ｃ）　２只喷头之间保护面积内的洒水密度用３６只边长为５００ｍｍ的集水盒测量；

ｄ）　吊顶距集水盒上边缘的距离为２．１４ｍ；

ｅ）　３６只集水盒位于２只喷头之间区域的地面上，见图６和图７；

ｆ）　第一行集水盒应平行于喷头后的墙面，距墙６００ｍｍ；

ｇ）　将一行６个集水盒置于２只喷头之间的地上贴近墙面，收集洒在墙面上的水；

ｈ）　墙的表面应用不透水、不吸水的材料覆盖，水应能从墙面上直接导入集水盒中（见图６和图７）；

ｉ）　在此行集水盒上方置一挡板，以防止从喷头中洒出的水直接进入集水盒；

ｊ）　边墙型喷头的试验条件见表５，试验洒水时间为１０ｍｉｎ；

ｋ）　计算集水盒的平均洒水密度和任一单只集水盒的洒水密度；

ｌ）　检查喷头打湿其背后墙面的情况。

７．５．２　公称流量系数为１６１、２０２的下垂和直立型喷头

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取４只或６只相同规格的喷头按表６的试验条件安装于试验管路上，试验管路及集水盒的布

置见图８、图９、图１０；

ｂ）　喷头轭臂应与配水支管平行；

ｃ）　保护面积内的洒水密度用正方形集水盒测量，集水盒的边长为３００ｍｍ，吊顶距集水盒上边缘

２．３ｍ，下垂型喷头溅水盘距吊顶１００ｍｍ，直立型喷头配水支管中心距吊顶为２８０ｍｍ，１６只

集水盒位于４只或６只喷头下方保护面积的中央，集水时间不应少于３ｍｉｎ，测量集水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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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只盒的洒水密度。

单位为毫米

图６　边墙型喷头布水试验室布置

单位为毫米

图７　边墙型喷头布水试验安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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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８　６只下垂型喷头布水试验布置

单位为毫米

图９　４只下垂型喷头布水试验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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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犪）　管路布置图

犫）　配水支管示意图

图１０　直立型喷头布水试验布置

７．５．３　非边墙型犈犆喷头

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试验室的面积应不小于９ｍ×９ｍ，取１只ＥＣ喷头安装于试验管路上，试验管路及集水盒的

布置见图１１～图１４，ＥＣ喷头轭臂应与供水管平行；

ｂ）　干式ＥＣ喷头应取其产品的最短规格进行试验；

ｃ）　吊顶与直立或下垂型ＥＣ喷头溅水盘之间的距离为１００ｍｍ；

ｄ）　齐平、嵌入、隐蔽式ＥＣ喷头应取其最嵌入的位置安装在吊顶上，吊顶位于试验室的中央，吊顶

的面积不应小于６．０ｍ×６．０ｍ；

ｅ）　试样通过三通或弯头直接安装在水平管路上，或通过长度不小于１５０ｍｍ的ＤＮ２５直管和变

径联接在水平管路上；

ｆ）　不同公称流量系数的ＥＣ喷头的保护面积和试验流量在表７中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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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保护面积内的洒水密度由正方形集水盒测量，集水盒的边长为５００ｍｍ，吊顶距集水盒上边缘

的距离为２．２ｍ，集水盒的位置如图１１～图１４所示，试验集水时间不应少于６ｍｉｎ。

单位为毫米

图１１　直立或下垂型犈犆喷头布水试验室布置

单位为毫米

图１２　直立或下垂型犈犆喷头在２５犿
２ 试验室中进行布水试验时集水盒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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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１３　直立或下垂型犈犆喷头在３０．２５犿
２ 试验室中进行布水试验时集水盒的布置

单位为毫米

图１４　直立或下垂型犈犆喷头在３６犿
２ 试验室中进行布水试验时集水盒的布置

７．５．４　边墙型犈犆喷头

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试验室的面积应不小于９ｍ×９ｍ，取１只边墙型ＥＣ喷头进行本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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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试验管路及集水盒的布置见图１５～图２０。

ｃ）　吊顶距边墙型ＥＣ喷头溅水盘之间的距离分别为１００ｍｍ和３００ｍｍ。

ｄ）　齐平、嵌入、隐蔽式边墙型ＥＣ喷头应取其最嵌入的位置，安装在高度不小于２．４ｍ、宽度不小

于５．５ｍ的墙上。

ｅ）　被试喷头经过三通或弯头直接接到水平供水管线，也可经过长度不少于１５０ｍｍ的ＤＮ２５直

管和变径联接到水平供水管线。

ｆ）　不同公称流量系数的边墙型ＥＣ喷头的保护面积和试验流量在表８中给出。

ｇ）　保护面积内的洒水密度由正方形集水盒测量，集水盒的边长为５００ｍｍ，吊顶距集水盒上边缘

的距离为２．２ｍ。集水盒的位置如图１５～图２０所示，试验集水时间不应少于６ｍｉｎ。

单位为毫米

图１５　边墙型犈犆喷头布水试验室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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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１６　边墙型犈犆喷头在２５犿
２ 试验室中进行布水试验时集水盒的布置

单位为毫米

图１７　边墙型犈犆喷头在２７．５犿
２ 试验室中进行布水试验时集水盒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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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１８　边墙型犈犆喷头在３０犿
２ 试验室中进行布水试验时集水盒的布置

单位为毫米

图１９　边墙型犈犆喷头在３２．５犿
２ 试验室中进行布水试验时集水盒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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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２０　边墙型犈犆喷头在３５犿
２ 试验室中进行布水试验时集水盒的布置

７．６　溅水盘上、下的喷水量试验

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将２只试样按图２１所示，水平安装在专用试验装置中，应使喷头的溅水盘位于隔板孔口的中

央，使两个集水容器的理论分界线与喷头溅水盘相切于喷头轴线上的一点；

ｂ）　试验流量按表１０的规定；

ｃ）　试验后测量出两个集水容器中的水量，水量测量的相对误差不应超过±５％，计算向下洒水量

占总洒水量的百分比。

７．７　静态动作温度试验

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试验在液浴中进行；

ｂ）　隐蔽式洒水喷头去除装饰盖板，干式洒水喷头取其产品的最短规格进行试验；

ｃ）　公称动作温度不高于７９℃的洒水喷头在水浴（宜采用蒸馏水）中进行；

ｄ）　公称动作温度高于７９℃的洒水喷头在油浴（或适当的介质）中进行；

ｅ）　洒水喷头垂直放置于液浴装置中，热敏感元件中心距液面（４０±１０）ｍｍ；

ｆ）　试验区域的温度应均匀，温度偏差不应超过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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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２１　溅水盘上、下喷水量试验装置

表１０　试验流量

公称流量系数犓
流量

Ｌ／ｍｉｎ

５７ ５０．０

８０ ６０．０

１１５ ９０．０

１６１ １３５．０

２０２ １４０．０

　　ｇ）　将至少１０只洒水喷头试样在升温速率不超过２０℃／ｍｉｎ的条件下，从室温加热到低于其公称

动作温度２０℃，并保持此温度１０ｍｉｎ，然后以（０．５±０．１）℃／ｍｉｎ速率升温，直至洒水喷头

动作；

ｈ）　温度测量点应与洒水喷头热敏感元件处于同一水平面，洒水喷头动作温度的测量精度为

±０．１℃，记录洒水喷头的动作温度；

ｉ）　将５０只洒水喷头试样置于空气浴温度试验装置中，在不少于２０ｍｉｎ内将试验装置内的温度

从室温升至低于公称动作温度（１１±１）℃，并保持此温度２０ｍｉｎ；

ｊ）　然后以（０．５±０．３）℃／ｍｉｎ速率升温直至洒水喷头动作，观察热敏感元件的启动情况；

ｋ）　将１０只隐蔽式洒水喷头试样置于环境温度条件下不少于１．０ｈ，然后将其放入温度试验箱中；

ｌ）　试验箱内的温度为低于６．９中规定的喷头最低动作温度４℃，试验区域的温度偏差不超过

±２℃，保持此温度５ｍｉｎ，观察装饰盖板的脱落情况。

７．８　功能试验

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功能试验装置如图２２所示，公称流量系数犓 大于１１５的喷头可在其他适宜的试验装置上进

行本项试验；

ｂ）　洒水喷头试样按其正常安装位置进行安装，干式喷头取其产品的最短规格进行试验；

ｃ）　采用适当的加热方式使喷头启动；

ｄ）　在０．０３５ＭＰａ、０．３５ＭＰａ和１．２０ＭＰａ压力下，分别取８只喷头试样进行功能试验，试样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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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试验的压力应不低于上述启动前压力的７５％，当一个或多个动作零件滞留在溅水盘框架

组件上超过６０ｓ时，即认为发生沉积现象；

ｅ）　在０．０３５ＭＰａ（干式喷头为０．０５ＭＰａ）、０．１７ＭＰａ、０．３５ＭＰａ、０．５０ＭＰａ、０．７０ＭＰａ、０．８５ＭＰａ、

１．００ＭＰａ、１．２０ＭＰａ的压力下，分别取１０只ＥＣ喷头试样按其正常安装位置进行功能试验，

试样启动后，试验的压力应不低于上述启动前压力的７５％，当一个或多个动作零件滞留在溅

水盘框架组件上超过１０ｓ时，即认为发生沉积现象。

单位为毫米

图２２　功能试验装置

７．９　水冲击试验

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将５只洒水喷头试样按正常安装位置安装在试验装置上；

ｂ）　向试验管路中充水排出空气；

ｃ）　然后进行３０００次压力从（０．４±０．１）ＭＰａ～２．５ＭＰａ的交变水压试验，压力交变每分钟不超过

６０次；

ｄ）　在试验过程中，检查每个试样的渗漏情况；

ｅ）　试验后所有洒水喷头试样进行０．０３５ＭＰａ压力下的功能试验。

７．１０　工作载荷的确定和框架强度试验

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至少取１０只洒水喷头试样用以测量工作载荷。

ｂ）　将试样在室温下牢固地安装于试验装置上，在洒水喷头的入口施加１．２ＭＰａ的压力。

ｃ）　使用分辨率为０．００１ｍｍ的变形测量仪表测量洒水喷头承载点间的距离变化。应避免洒水喷

头螺纹与固定件之间的移动。

ｄ）　卸去洒水喷头入口施加的压力，以适当的方法除去洒水喷头的热敏感元件，当洒水喷头框架温

度恢复至室温后，再次测量变形。

ｅ）　以不超过５００Ｎ／ｍｉｎ的加压速率向洒水喷头施加机械载荷，直至洒水喷头框架变形数值回到

加１．２ＭＰａ压力时的数值，此机械载荷即为该试样的工作载荷。计算１０只试样的平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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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荷。

ｆ）　在上述１０只洒水喷头试样中任取５只进行试验，以不超过５００Ｎ／ｍｉｎ的加压速率给洒水喷头

试样施加两倍平均工作载荷的机械载荷，保持此载荷（１５±５）ｓ后卸去载荷，记录此时的变形

值，计算框架的永久变形。

７．１１　热敏感元件的强度试验

７．１１．１　热敏感元件设计载荷的确定

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使用在７．１０中确定的洒水喷头平均工作载荷计算出施加在洒水喷头热敏感元件上的力，即热

敏感元件的设计载荷；

ｂ）　当热敏感元件的设计载荷不能通过计算得出时，可采用适当的方法直接测量热敏感元件的设

计载荷。

７．１１．２　玻璃球

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每种类型、每种温度等级的玻璃球至少取１５只试样进行试验。将试样安装于试验装置上，试

验装置的玻璃球支撑件可使用洒水喷头上的支撑件或生产商提供的专用支撑件。以

１５０Ｎ／ｓ～２５０Ｎ／ｓ的加压速率给玻璃球施加平稳载荷，直至玻璃球破碎。

ｂ）　每次试验应更换新的玻璃球支撑件，可对支撑件进行外部加固以防止试验失败，但不应影响玻

璃球原有的受力状况。

ｃ）　记录每只玻璃球的破碎载荷，破碎载荷测量值应精确到１Ｎ。

ｄ）　计算玻璃球平均破碎载荷和玻璃球破碎载荷的下限误差ＴＬ１，计算玻璃球设计载荷的上限误

差ＴＬ２（参见附录Ｂ）。

７．１１．３　易熔元件

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至少取１０只易熔元件试样，使其承受１５倍的易熔元件最大设计载荷历时１００ｈ，观察易熔元

件是否损坏。

ｂ）　与评价易熔元件无关的非正常损坏可不考虑。

ｃ）　至少取１０只易熔元件试样，使其分别承受不同的载荷，载荷值从易熔元件最大设计载荷犔ｄ至

１５倍易熔元件最大设计载荷，使易熔元件试样在１０００ｈ之内和之后损坏（参见附录Ｃ），应去

除非正常的损坏。

ｄ）　用最小二乘法绘制全对数回归曲线，从曲线得出试样１ｈ损坏时的载荷犔ｏ 和１０００ｈ损坏时

的载荷犔ｍ。

７．１２　溅水盘强度试验

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取３只洒水喷头试样按正常安装位置安装在７．８规定的试验装置上，在１．２ＭＰａ水压下进行

试验；

ｂ）　洒水喷头启动后使其在１．２ＭＰａ下连续洒水１５ｍｉｎ；

ｃ）　检查溅水盘是否出现松动、脱落、永久变形和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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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３　疲劳强度试验

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本项试验使用４只洒水喷头试样，每只洒水喷头试样重复进行４次试验；

ｂ）　试验在液浴中进行，公称动作温度不超过７９℃的洒水喷头采用水浴（宜用蒸馏水），公称动作

温度高于７９℃的洒水喷头使用油浴（适当的油）进行试验；

ｃ）　将试样置于液浴中，升温速率不超过２０℃／ｍｉｎ，使温度从（２０±５）℃升至低于其公称动作温

度（２０±２）℃，然后使液浴温度以１℃／ｍｉｎ的速率升温直至玻璃球的气泡消失或低于动作温

度范围下限５℃；

ｄ）　将洒水喷头从液浴中取出，使其在空气中冷却，直至玻璃球气泡重新出现，在冷却过程中，玻璃

球的尖端（封口端）应指向下方；

ｅ）　疲劳强度试验，所有试样进行０．０３５ＭＰａ压力下的功能试验。

７．１４　热稳定性试验

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试验前将５只洒水喷头试样置于（２０±５）℃的环境中不少于３０ｍｉｎ；

ｂ）　试验在液浴中进行，公称动作温度不超过７９℃的洒水喷头采用水浴（宜用蒸馏水），公称动作

温度高于７９℃的洒水喷头使用油浴（或其他适当的介质）进行试验；

ｃ）　将洒水喷头浸入液浴内，液浴的温度为低于洒水喷头动作温度范围下限（１０±０．５）℃，５ｍｉｎ后

将洒水喷头从液浴中取出，使玻璃球尖端（封口端）朝下，立即浸入（１０±０．５）℃的液浴中；

ｄ）　试验后，所有试样进行０．０３５ＭＰａ压力下的功能试验。

７．１５　振动试验

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将５只洒水喷头试样垂直安装于试验台面上，沿喷头联接螺纹的轴线方向进行振动；

ｂ）　干式喷头取其产品中的最短规格进行试验；

ｃ）　洒水喷头在不超过５ｍｉｎ／倍频程、振幅１ｍｍ（１／２峰峰值）的条件下，从５Ｈｚ～４０Ｈｚ扫频

振动；

ｄ）　若出现一个或多个共振点，应在每个共振点以共振频率振动，振动时间为１２０ｈ除以共振

点数；

ｅ）　若没有发现共振点，应从５Ｈｚ～４０Ｈｚ扫频振动１２０ｈ；

ｆ）　振动试验后，所有试样进行水压密封试验和０．０３５ＭＰａ压力下的功能试验。

７．１６　机械冲击试验

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取５只洒水喷头试样，分别按正常安装位置的正、反方向和垂直于两轭臂所在的平面的方向固

定在机械冲击试验台上，冲击加速度为１００犵，在每一方向各进行３次冲击试验；

ｂ）　机械冲击试验后，所有试样进行水压密封试验。

７．１７　碰撞试验

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干式洒水喷头不进行本项试验。

ｂ）　试验装置如图２３所示，取５只洒水喷头试样进行试验，使一重锤沿喷头中心轴线落于溅水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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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进行碰撞。

ｃ）　对于带有运输护帽的喷头，如果只有当喷头安装完毕后才摘下护帽，则应带着护帽进行碰撞

试验。

ｄ）　试验时使重锤从１ｍ高度沿着喷头中心轴线落下，重锤的质量应等于被测洒水喷头的质

量（不含护帽），应避免重锤多次碰撞被试喷头。碰撞试验后，检查试样是否出现变形或

损坏。

ｅ）　将１只带防水罩洒水喷头从１ｍ的高度以４５°角碰撞到混凝土平面上，试验后，检查防水罩是

否出现变形或损坏。

单位为毫米

图２３　碰撞试验装置

７．１８　翻滚试验

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干式洒水喷头不进行本项试验，隐蔽式洒水喷头去掉装饰盖板后进行本项试验；

ｂ）　取５只洒水喷头逐个进行３ｍｉｎ的翻滚试验；

ｃ）　带有运输护帽的洒水喷头，如果只有当洒水喷头完全安装完毕后才摘下护帽，则应带着护帽进

行翻滚试验；

ｄ）　将每只洒水喷头放入乙烯树脂制成的正六棱柱形试验装置中；

ｅ）　沿旋转轴方向装置长为２５４ｍｍ，六边形平面平行边之间相距３０５ｍｍ，每一次试验，试验装置

内装入１只洒水喷头和５只木块；

ｆ）　木块为３８ｍｍ×３８ｍｍ×３８ｍｍ的硬木立方体；

ｇ）　试验装置以１圈／ｓ的速率绕其轴旋转；

ｈ）　试验后，检查洒水喷头是否出现损坏，所有试样进行水压密封试验。

７．１９　冷冻试验

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取５只洒水喷头试样进行冷冻试验，每只洒水喷头与公称直径为２５ｍｍ、长度为１００ｍｍ的钢

管的一端使用适当的接头相连，管中充满水，将钢管另一端封堵密封；

ｂ）　将洒水喷头与钢管组件置于低温试验箱中，箱内的温度保持（－３０±５）℃，历时２４ｈ；

ｃ）　试验后，将洒水喷头与钢管组件取出，在室温条件下解冻，检查有无可见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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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如无可见损坏，施加０．０５ＭＰａ的水压，历时１５ｓ，检查是否泄漏；

ｅ）　如无泄漏，洒水喷头试样进行水压密封试验和动态热试验。

７．２０　高温试验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将２只去掉感温释放机构的洒水喷头，竖直放入温度试验箱中，试验温度为（８００±１０）℃，历时

１５ｍｉｎ；

ｂ）　然后夹持洒水喷头的螺纹处将其取出，立即浸入（１５±２）℃的水中，检查喷头体是否发生变形

或损坏。

７．２１　动态热试验

７．２１．１　除齐平、嵌入、隐蔽式喷头外的洒水喷头动态热试验

７．２１．１．１　响应时间的测量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用某一温度等级的洒水喷头试样，在标准方位和偏离最不利方位各进行１０次插入试验，其他

温度等级的洒水喷头，每种取１０只试样进行标准方位的插入试验；

ｂ）　每种方位的ＲＴＩ值按７．２１．１．２规定的方法计算；

ｃ）　干式洒水喷头取其产品最短规格进行试验；

ｄ）　插入试验时洒水喷头的固定基座应使用黄铜制作，应保证在每一个独立的插入试验中，历

时５５ｓ的试验期间固定座或水的温升不超过２℃（固定座的温升采用热电偶进行测量，测

点嵌入基座内从内螺纹根部径向向外不超过８ｍｍ，或将热电偶置于喷头入口内中心部的

水中）；

ｅ）　如果响应时间超过５５ｓ，固定座或水温的摄氏温度的增量数值在每个独立的插入试验中，不超

过响应时间（ｓ）值的０．０３６倍；

ｆ）　进行试验的洒水喷头应在接口螺纹上缠１～１．５圈的聚四氟乙烯带，拧入固定座的力矩为

（１５±３）Ｎ·ｍ；

ｇ）　将每只待试喷头安装在风洞试验盖上，并将其保存在一恒温箱内，以使喷头和盖达到（２５±

５）℃的时间不少于３０ｍｉｎ；

ｈ）　在试验前，应将至少２５ｍＬ、温度为（２５±５）℃的水引入洒水喷头入口，并施加０．０３５ＭＰａ的

压力；

ｉ）　试验采用风洞进行，在试验段（喷头部位）按表１１调节选取相应的气体流速及温度范围；

ｊ）　为了使试样（热敏元件）和限流边界（风洞壁）之间的热辐射交换尽量减小，应在设计上保证试

验段热辐射效果不超过ＲＴＩ计算值的±３％；

ｋ）　测量并控制风洞中气流的温度和流速，在整个试验过程中，风洞试验段的控温精度和流速的控

制精度满足表１１的条件；

ｌ）　用精度为±０．０１ｓ的计时仪器测量从洒水喷头插入风洞到其动作的时间即为响应时间；

ｍ）　进行偏离最不利方位插入试验时，标准响应洒水喷头在偏离最不利方位１５°的方位进行试验，

特殊响应洒水喷头在偏离最不利方位２０°的方位进行试验，快速响应洒水喷头和ＥＣ喷头在偏

离最不利方位２５°的方位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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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插入试验时试验段的条件

公称动作温度

℃

气体温度范围ａ

标准响应

洒水喷头

℃

特殊响应

洒水喷头

℃

快速响应

洒水喷头

℃

气体流速范围ｂ

标准响应

洒水喷头

ｍ／ｓ

特殊响应

洒水喷头

ｍ／ｓ

快速响应

洒水喷头

ｍ／ｓ

５７～７７

７９～１０７

１２１～１４９

１６３～１９１

１９１～２０３

２８２～３００

３８２～４３２

３８２～４３２

１２９～１４１

１９１～２０３

２８２～３００

３８２～４３２

１２９～１４１

１９１～２０３

２８２～３００

３８２～４３２

２．４～２．６

２．４～２．６

２．４～２．６

３．４～３．６

２．４～２．６

２．４～２．６

２．４～２．６

２．４～２．６

１．６５～１．８５

１．６５～１．８５

１．６５～１．８５

１．６５～１．８５

　　
ａ 温度为１２９℃～１４１℃时，温度的控温精度为±１℃；在其他温度范围时，控温精度为±２℃。

ｂ 流速为１．６５ｍ／ｓ～１．８５ｍ／ｓ和２．４ｍ／ｓ～２．６ｍ／ｓ时，流速的控制精度为±０．０３ｍ／ｓ；流速为３．４ｍ／ｓ～３．６ｍ／ｓ

时，流速的控制精度为±０．０４ｍ／ｓ。

７．２１．１．２　犚犜犐值的计算

ＲＴＩ值按式（４）计算：

ＲＴＩ＝
－狋ｒ槡狌

ｌｎ（１－Δ犜ｅａ／Δ犜ｇ）
……………………（４）

　　式中：

狋ｒ　———洒水喷头响应时间 ，单位为秒（ｓ）；

狌 ———风洞试验段的实际气体速度（取自表１１），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Δ犜ｅａ———洒水喷头的平均液浴动作温度减去环境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Δ犜ｇ———试验段的实际气体温度减去环境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７．２１．２　齐平、嵌入、隐蔽式洒水喷头的动态热试验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对于快速响应洒水喷头按表１２中的序号１～序号４的条件，标准响应洒水喷头和特殊响应洒

水喷头按表１２中全部条件进行动态热试验；

ｂ）　按表１２规定的每一试验条件分别各取３只洒水喷头试样在标准方位和偏离最不利方位进行

插入试验；

ｃ）　试验时将每只洒水喷头试样安装在专用的试验盖板上，如图２４所示，按７．２１．１．１规定的方法

进行试验，记录每只洒水喷头动作时间；

ｄ）　进行偏离最不利方位插入试验时，偏离最不利方位的偏离角度见表１３的规定；

ｅ）　按式（５）计算ＲＴＩ值，其中传导系数犆按表１３的规定取值；

ｆ）　环境试验后的洒水喷头按表１２中的序号３的条件进行标准方位的插入试验。

ＲＴＩ＝
－狋ｒ槡狌

ｌｎ［１－Δ犜ｅａ［１＋犆／（狌）
０．５］／Δ犜ｇ］

熿

燀

燄

燅
·［１＋犆／（狌）

０．５］

……………………（５）

　　式中：

狋ｒ 　———洒水喷头响应时间 ，单位为秒（ｓ）；

狌 ———风洞试验段的实际气体速度，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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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犜ｅａ ———洒水喷头的平均液浴动作温度减去环境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Δ犜ｇ ———试验段的实际气体温度减去环境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犆 ———洒水喷头的热敏感元件与其固定件之间的热传导能力的度量，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表１２　齐平、嵌入、隐蔽式洒水喷头动态热试验条件

试验序号
气体温度ａ

℃

气体流速ｂ

ｍ／ｓ

真空度

Ｐａ

１ １２８ ２．６ ０．９３

２ １２８ ３．５ ０．９３

３ １９７ ２．６ １．３３

４ １９７ ３．５ １．３３

５ ２９０ ２．６ １．７３

６ ２９０ ３．５ １．７３

　　
ａ 气体温度的控温精度为±２℃。

ｂ 气体流速为２．６ｍ／ｓ时，流速的控制精度为±０．０３ｍ／ｓ；气体流速为３．５ｍ／ｓ时，流速的控制精度为

±０．０４ｍ／ｓ。

表１３　不同方位的传导系数和偏离角度

响应类型
传导系数犆

（ｍ／ｓ）０．５

偏离角度

（°）

标准响应
１．０ ０

５．０ １５

特殊响应
１．０ ０

３．０ ２０

快速响应
０．８ ０

２．０ ２５

７．２２　应力腐蚀试验

７．２２．１　氨应力腐蚀试验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取５只洒水喷头试样进行试验；

ｂ）　每只试样的入口用与氨水溶液不反应的材料（如塑料）制成的盖密封，将试样除去油脂置于试

验装置中；

ｃ）　将密度为０．９０ｇ／ｃｍ
３ 氨水溶液存放在置于试验装置底部的容器中，氨水溶液液面距试样的下

边缘约４０ｍｍ；

ｄ）　按０．０１ｍＬ／ｃｍ
３ 向容器中加入氨水溶液，大约产生如下的气体组分：３５％的氨气，５％的水蒸

气和６０％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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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潮湿的氨气和空气混合气体应保持在大气压力下，试验箱内温度保持在（３４±２）℃；

ｆ）　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试验箱内压力高于大气压力，洒水喷头试样应有防护罩以防止凝液滴落

于其上，试验历时１０ｄ；

ｇ）　试验后将洒水喷头试样冲洗干燥，并仔细检查是否发生断裂或损坏；

ｈ）　随后进行１．２ＭＰａ、历时１ｍｉｎ的水压密封试验和０．０３５ＭＰａ压力下的功能试验。

单位为毫米

说明：

１ ———压差取压口；

２ ———抽真空接口；

３ ———钢框架（３．０ｍｍ）；

４ ———锁紧螺母；

５ ———焊在罩内的螺母；

６ ———把手；

７ ———罩外壳（０．４ｍｍ）；

８ ———用于连接喷头的螺纹管（ＤＮ３２ｍｍ×１５０ｍｍ）；

９ ———喷头安装孔；

１０———垫片（２．５ｍｍ×２５ｍｍ）；

１１———连接螺钉。

图２４　齐平、嵌入、隐蔽式洒水喷头的动态热试验盖板

７．２２．２　氯化镁应力腐蚀试验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取５只喷头试样进行本项试验；

ｂ）　试验时可使用同型号、同种形式较高温度等级的洒水喷头进行本项试验以评价较低温度等级

的洒水喷头；

ｃ）　将试样经过除油污处理后，放置在装有湿式冷凝器的玻璃容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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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容器中加入约一半的浓度为４２％的氯化镁溶液，将容器放置在电加热装置上，溶液温度保持

在（１５０±２）℃的沸腾温度，试验周期为５００ｈ；

ｅ）　试验后将洒水喷头试样冲洗干燥，并仔细检查不锈钢部件是否发生断裂或损坏；

ｆ）　随后进行１．２ＭＰａ、历时１ｍｉｎ的水压密封试验和０．０３５ＭＰａ压力下的功能试验。

７．２３　二氧化硫／二氧化碳腐蚀试验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取５只洒水喷头试样进行本项试验；

ｂ）　将喷头试样的入口用与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不反应的材料（如塑料）制成的盖密封；

ｃ）　将洒水喷头试样按其工作位置挂在试验箱内防滴罩的下面，试验箱按体积比每２４ｈ分别加入

１％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气体，试验箱底部保留少量蒸馏水；

ｄ）　试验箱内温度保持在（２５±３）℃，试验进行１０ｄ，取出试样，在温度不超过３５℃，相对湿度不超

过７０％的条件下干燥１ｄ～５ｄ；

ｅ）　试验后将洒水喷头试样冲洗干燥，并仔细检查是否发生损坏；

ｆ）　随后进行０．０３５ＭＰａ压力下的功能试验。

７．２４　盐雾腐蚀试验

７．２４．１　用于一般环境的洒水喷头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试验在盐雾试验箱中进行；

ｂ）　使质量比为２０％的氯化钠盐溶液雾化形成盐雾，盐溶液的密度为１．１２６ｇ／ｍＬ～１．１５７ｇ／ｍＬ，

ｐＨ值为６．５～７．２；

ｃ）　将５只洒水喷头试样从入口充入蒸馏水，在螺纹处用与盐雾不反应的材料（如塑料）制成的盖

密封，按工作位置支撑或悬挂在盐雾试验箱的试验区，试验区的温度应保持在（３５±２）℃，喷雾

压力在０．０７ＭＰａ～０．１７ＭＰａ；

ｄ）　使用过的盐溶液应收集起来，不应循环使用；

ｅ）　应将试样蔽护以防凝液滴落在其上面；

ｆ）　在试验区内，应至少从两点收集盐雾以确定雾化速率和盐浓度；

ｇ）　在连续１６ｈ中，收集区内每８０ｃｍ
２ 面积每小时应能收集到１ｍＬ～２ｍＬ盐溶液，盐溶液的质

量浓度应为（２０±１）％；

ｈ）　经过１０ｄ的试验后将洒水喷头从盐雾试验箱中取出，在温度为（２０±５）℃，相对湿度不超过

７０％的条件下干燥４ｄ～７ｄ；

ｉ）　试验后将喷头试样冲洗干燥，并仔细检查是否发生断裂或损坏；

ｊ）　随后进行０．０３５ＭＰａ压力下的功能试验。

７．２４．２　用于腐蚀环境的洒水喷头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用于腐蚀环境的喷头按７．２４．１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盐雾试验的周期应从１０ｄ延长至３０ｄ；

ｂ）　试验后将洒水喷头试样冲洗干燥，并仔细检查是否发生断裂或损坏；

ｃ）　随后进行０．０３５ＭＰａ压力下的功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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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５　潮湿气体腐蚀试验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本项试验在湿热试验箱中进行；

ｂ）　将５只洒水喷头试样安装在具有多个接口的管段上，管内充满去离子水，将整个管段及喷头放

入湿热试验箱中；

ｃ）　试验箱内的相对湿度为（９５±５）％，温度为（９５±４）℃；

ｄ）　可选择同型号、同种形式较高温度等级的喷头进行本项试验以评价较低温度等级的洒水喷头；

ｅ）　干式洒水喷头取其产品的最短规格进行试验；

ｆ）　经过９０ｄ试验后，将洒水喷头从湿热试验箱中取出，在温度为（２０±５）℃，相对湿度不超过

７０％的条件下，干燥４ｄ～７ｄ；

ｇ）　干燥后，检查试样是否发生损坏；

ｈ）　随后所有试样进行水压密封试验和０．０３５ＭＰａ压力下的功能试验。

７．２６　环境温度试验

７．２６．１　无涂层洒水喷头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试验在环境试验箱中进行；

ｂ）　试验温度低于１００℃时，控温精度为±２℃；

ｃ）　试验温度为１００℃～２００℃时，控温精度为±３℃；

ｄ）　试验温度为２０１℃～３５０℃时，控温精度为±５℃；

ｅ）　取１２只无涂层洒水喷头在低于其公称动作温度１６℃，但不应低于４９℃条件下进行９０ｄ的

环境温度试验；

ｆ）　环境温度试验后，其中４只洒水喷头先后进行水压密封试验和静态动作温度试验，４只洒水喷

头进行功能试验（２只在０．３５ＭＰａ压力下，２只在１．０ＭＰａ压力下），另４只洒水喷头进行动态

热试验。

７．２６．２　有涂层的洒水喷头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取１２只有涂层的洒水喷头按７．２６．１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ｂ）　在试验期间，喷头每隔７ｄ从试验箱中取出冷却２ｈ～４ｈ，在冷却期间应检查试样；

ｃ）　经过９０ｄ的环境温度试验后，其中４只洒水喷头进行水压密封试验，４只洒水喷头进行静态动

作温度试验，另４只洒水喷头进行功能试验（２只在０．３５ＭＰａ压力下，２只在１．２ＭＰａ压

力下）。

７．２７　侧向喷洒试验

７．２７．１　试样要求

公称动作温度为５７℃～７７℃的洒水喷头进行本项试验。高温度等级的洒水喷头用同结构的低温

度等级喷头进行本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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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７．２　直立型和下垂型洒水喷头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将１只直立或下垂型洒水喷头试样安装在试验管路上，在同一水平面上与被试洒水喷头相距

１．８３ｍ（中心与中心之间），安装一只同型号、同规格的已开启洒水喷头；

ｂ）　洒水喷头分别安装在独立的相互平行的管路上，洒水喷头的框架所在平面与管路平行，溅水盘

位于平面吊顶下５６０ｍｍ；

ｃ）　水从已开启的洒水喷头中洒出，工作压力为０．５ＭＰａ，当水流稳定后，点燃燃料盘中的正庚烷；

ｄ）　燃料盘为正方形，边长３００ｍｍ，深１００ｍｍ，上边缘距洒水喷头热敏感元件１５０ｍｍ，位于被试

洒水喷头正下方，盘内放有０．５Ｌ正庚烷；

ｅ）　在洒水喷头框架所在平面与管路垂直的情况下，重复上述试验。在洒水喷头溅水盘处于吊顶

平面下１５０ｍｍ的条件下重复上述两个试验。

７．２７．３　边墙型洒水喷头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将１只边墙型洒水喷头试样和１只同型号、同规格已开启的边墙型洒水喷头安装在试验管路

上，两只喷头相距１．８ｍ（中心与中心之间），使洒水喷头的喷洒方向与管路垂直；

ｂ）　洒水喷头距吊顶及边墙均为１５０ｍｍ；

ｃ）　水从已开启的洒水喷头中洒出，工作压力为０．５ＭＰａ，当水流稳定后，点燃燃料盘中的正庚烷；

ｄ）　燃料盘为正方形，边长３００ｍｍ，深１００ｍｍ，上边缘距洒水喷头热敏感元件１５０ｍｍ，位于被试

洒水喷头正下方，盘内放有０．５Ｌ正庚烷；

ｅ）　在洒水喷头处于吊顶平面下３０５ｍｍ，距边墙１５０ｍｍ的条件下重复上述试验。

７．２８　防水罩试验

７．２８．１　防护角测量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量防水罩最外端所在平面的最外端与任何热敏感元件的最外最低处所夹的角（见图２５）；

ｂ）　对于杠杆联片式洒水喷头，热敏感元件最外最低处应为使杠杆联片组件旋转至与框架所在平

面成９０°角时所处的位置；

ｃ）　对于中心支撑式喷头，如果到热敏感元件下座边缘的连线所夹的角大于到热敏感元件最外端

所夹的角，则较大的角应视为防护角。

７．２８．２　转动试验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取３只洒水喷头试样进行本项试验；

ｂ）　在每只试样的防水罩上缓慢施加４．０Ｎ·ｍ的扭矩，观察防水罩是否发生转动；

ｃ）　如果防水罩在小于４．０Ｎ·ｍ的扭矩下发生转动，应将防水罩旋转３６０°，然后测量洒水喷头工

作载荷是否发生变化；

ｄ）　如果发生变化，应另取５只试样，将其防水罩旋转２圈，然后测量并计算平均工作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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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５　水罩防护角

７．２９　真空试验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在环境温度为（２０±５）℃条件下，将３只洒水喷头试样从其入口逐渐增加负压，直至

６．１×１０４Ｐａ，保持此压力１ｍｉｎ，检查试样是否出现扭曲、变形或损坏；

ｂ）　本项试验后，所有试样进行水压密封试验。

７．３０　湿墙试验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试验空间的尺寸应符合表７或表８的要求。非边墙型ＥＣ喷头的管路布置见图１１～图１４，边

墙型ＥＣ喷头分别在溅水盘距吊顶１００ｍｍ 和３００ｍｍ 的条件下进行试验，管路布置见

图１５～图２０。

ｂ）　试验的流量按表７或表８的规定，试验时间为６ｍｉｎ。试验结束后立即停止洒水，检查试验室

四周墙壁。

７．３１　灭火试验

７．３１．１　灭木垛火试验

７．３１．１．１　试验布置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木垛应使用樟子松或云杉木条制成，每个木垛由两根１００ｍｍ×１５０ｍｍ×２４００ｍｍ，１３根

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１２００ｍｍ和２８根５０ｍｍ×１００ｍｍ×１２００ｍｍ的木条构成，木材的含

水率应为６％～１４％；

ｂ）　木垛按图２６所示均匀分层摆放，在试验前应测量木垛的质量并记录；

ｃ）　将木垛安放在铁架上，试验装置如图２７所示，试验用的正庚烷或等同的燃料应足够燃烧

３０ｍｉｎ，从喷嘴喷出的喷雾为圆锥形，圆锥角约为７５°，雾化速率为０．０６３Ｌ／ｓ；

ｄ）　应在距喷嘴５０ｍｍ以内设置防熄火机构或点火器以保证连续燃烧；

ｅ）　木垛正下方地面上放置一个钢盘，钢盘尺寸为１８００ｍｍ×２４００ｍｍ，净深３００ｍｍ，用不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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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ｍｍ厚的钢板制成，上缘用钢带加强；

ｆ）　试验前钢盘内放入１００ｍｍ深的水，钢盘应有排水口以保证１００ｍｍ水位。

７．３１．１．２　喷头安装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将４只已开启的同型号、同规格的喷头安装在吊顶下方，干式喷头取其最短规格进行试验。

ｂ）　吊顶尺寸不应小于５０００ｍｍ×５０００ｍｍ。喷头呈正方形布置，使用平衡管网供水，喷头间距３０００ｍｍ。

ｃ）　吊顶距木垛顶部为（２５００±１００）ｍｍ，吊顶距直立型喷头溅水盘为（１８０±５０）ｍｍ，距下垂型喷

头溅水盘为（２５０±５０）ｍｍ。喷头的框架应平行于配水支管。

ｄ）　齐平、嵌入和隐蔽式喷头应选择其最嵌入位置安装在模拟吊顶上，模拟吊顶尺寸应不小于

６０００ｍｍ×６０００ｍｍ，且对称地处于试验空间的中央。

ｅ）　在喷头形成的正方形中央吊顶以下５０ｍｍ处安装两只热电偶，两只热电偶间距１５０ｍｍ，热电

偶的尖应弯曲向上以防水滴凝挂。

单位为毫米

图２６　试验木垛

单位为毫米

图２７　灭木垛火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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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１．１．３　试验空间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试验空间应为一通风的但无强制排风的封闭空间，地面面积应不小于１４４ｍ
２，试验空间的任

一边长不应小于１２ｍ，顶高应足以容下图２７的装置；

ｂ）　所有进气口面积之和不应小于１ｍ
２；

ｃ）　可利用自然通风或利用试验室的容积排掉或耗散烟气。

７．３１．１．４　试验程序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灭火试验进行２次，每次试验使用新的木垛。试验时燃料应储放在５℃～２５℃的环境温

度中。

ｂ）　对于流量系数为８０的喷头，４只喷头在第１个试验中的总流量为２３０
＋９
－０Ｌ／ｍｉｎ，在第２个试验

中的总流量为３８０＋１５－０Ｌ／ｍｉｎ。

ｃ）　对于流量系数为１１５的喷头，４只喷头在第１个试验中的总流量为３２０
＋１３
－０Ｌ／ｍｉｎ，在第２个试

验中的总流量为５３０＋２１－０Ｌ／ｍｉｎ。

ｄ）　燃料供给的开始和点火应在同时进行。

ｅ）　火炬点燃时开始计时并启动测温设备。当自由燃烧１ｍｉｎ或吊顶温度达到７６０℃这两个条件

中的最晚一个条件达到时，开始洒水。

ｆ）　试验进行３０ｍｉｎ后停止，木垛火应在停止试验后１ｍｉｎ内全部熄灭，然后将木垛干燥称重。

ｇ）　如果木垛不能烘干，可在有蔽护的地方自然干燥。试验前测得的木垛质量（湿度为６％～

１２％）和试验后测得的木垛质量，应通过零湿度点进行校正，然后进行计算以确定质量损失。

７．３１．２　犈犆喷头灭木垛火试验

７．３１．２．１　试验空间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非边墙型ＥＣ喷头进行试验时，试验室的面积为６ｍ×６ｍ；

ｂ）　边墙型ＥＣ喷头进行试验时，试验室的面积为在表８中列出的该流量系数下的最大试验空间；

ｃ）　试验室高度为３．６ｍ。

７．３１．２．２　试验布置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木垛的尺寸为５００ｍｍ×５００ｍｍ×３８０ｍｍ，由相互正交的１０层杉木条组成，每层有５根木

条，均匀分布，木条的尺寸为３８ｍｍ×３８ｍｍ×５００ｍｍ；

ｂ）　将组装好的木垛放置在干燥箱中进行干燥，然后测量木材的湿度，当所有木条的湿度在

６％～１２％范围内时，对木垛称重并记录木垛的质量，称重精度不应低于±１ｋｇ；

ｃ）　在每次试验中，木垛的四角支撑在４个２４０ｍｍ×１２０ｍｍ×８ｍｍ的钢制支架上，将木垛与支

架一起放置在５３０ｍｍ×５３０ｍｍ×１００ｍｍ的钢制油盘中，油盘下垫２５ｍｍ厚的清水，倒入

１．０Ｌ正庚烷；

ｄ）　木垛放在墙角时，距每侧边墙的距离为１２ｍｍ。

７．３１．２．３　喷头安装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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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齐平、嵌入和隐蔽式ＥＣ喷头进行试验时，应按其正常使用状态安装。安装时应带有护罩和装

饰盖板，且不得影响气体流过护罩。

ｂ）　直立或下垂型ＥＣ喷头按其正常工作位置安装，溅水盘距吊顶２５０ｍｍ。

ｃ）　边墙型ＥＣ喷头应进行两次试验，第一次试验时溅水盘距吊顶１００ｍｍ，第二次试验时溅水盘

距吊顶３００ｍｍ。

ｄ）　水平边墙型ＥＣ喷头的喷头体应靠近边墙，直立或下垂边墙型ＥＣ喷头的溅水盘在许可的情况

下尽量靠近边墙安装，详见图２８。

７．３１．２．４　试验程序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灭火试验前，先用１只开启的ＥＣ喷头在封闭的空间中进行喷洒试验，以确定木垛火的位置。

ｂ）　封闭空间的尺寸按表７或表８中相应规定的最大值，洒水流量按表７或表８中相应规定的最

小值。

ｃ）　将３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的集水盒按图２９所示的木垛位置放置在地板上，记录洒水量

并用于确定随后的灭火试验时木垛的位置。

ｄ）　灭火试验应进行三次，并按下列要求进行：

１）　在第一次试验中，将符合７．３１．２．２要求的木垛放置在图２９所示的位置１；

２）　在第二次试验中，将木垛放置在喷洒试验时图２９所示的位置２、３、４、５、６或７中水量最小

的位置上；

３）　当位置５、６或７水量最小时：

———对于非边墙型ＥＣ喷头，将喷头试样旋转１８０°，并将木垛放置在与最小水量位置相对

的位置上（位置４、３或１）；

———对于边墙型ＥＣ喷头，将喷头试样安装在靠近木垛位置２的边墙上；

４）　在第三次试验中，将木垛放置在喷洒试验时四个象限中央水量最小的位置上（图２９所示

的位置８、９、１０或１１）；

５）　当位置８或９水量最小时：

———对于非边墙型ＥＣ喷头，将喷头试样旋转１８０°，并将木垛放置在与最小水量位置相对

的位置上（位置１１或１０）；

———对于边墙型ＥＣ喷头，将ＥＣ喷头试样安装在靠近木垛位置２的边墙上。

ｅ）　每次试验前，将试验空间及被试ＥＣ喷头保持在（２４±８）℃环境中。

ｆ）　除图２９所示的两扇门外，试验空间应无其他的排风装置。

ｇ）　试验前将洒水流量预调到表７或表８中规定的最小流量，试验室的两扇门保持在全开状态。

ｈ）　点燃正庚烷，同时供水，开始试验。

ｉ）　自点火起，试验进行１０ｍｉｎ，１０ｍｉｎ后关闭供水，如木垛火未熄灭，应小心地扑灭木垛火避免

进一步燃耗木垛。

ｊ）　将木垛移出试验室，放入干燥箱中进行干燥，然后测量木材的湿度，当木材湿度在６％～１２％

范围内时，将木垛称重，计算质量损失。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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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犪）　非边墙型犈犆喷头试验管路布置 　　　　　　　　　　犫）　边墙型犈犆喷头试验管路布置

图２８　灭木垛火试验管路布置

单位为毫米

说明：

———非边墙型ＥＣ喷头；

———边墙型ＥＣ喷头；

———木垛可能的位置。

图２９　灭木垛火试验中木垛的位置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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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１．３　灭纸箱火试验

７．３１．３．１　试验空间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试验在室内可升降吊顶下进行，试验空间尺寸不小于３０ｍ×３０ｍ，空间体积不少于

５００００ｍ３；

ｂ）　试验室能自然通风，以确保不因为通风条件而影响火的发展。

７．３１．３．２　试验燃料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ＩＩ型试验货品由双重三瓦楞纸箱和木托盘构成，其中纸箱的尺寸为１．０ｍ×１．０ｍ×１．０ｍ，纸

箱的总厚度为２５ｍｍ，含水率为５％～８％，纸箱内衬底部开口的钢制箱；

ｂ）　将纸箱放置在尺寸为１．０ｍ×１．０ｍ×０．１３ｍ的木托盘上，木托盘由樟子松或云杉制成，木材

的含水率应为６％～１４％，木托盘尺寸为１．０ｍ×１．０ｍ×０．１３ｍ，质量为１２．４ｋｇ；

ｃ）　标准塑料杯试验品由塑料杯组合体标准燃烧物和木托盘构成，其中塑料杯组合体标准燃烧物

应符合ＧＢ／Ｔ３１４３１—２０１５中表Ｃ．２的规定，总放热量为（１６０．７±２５．１）ＭＪ；

ｄ）　塑料杯组合体标准燃烧物由瓦楞纸箱和聚苯乙烯塑料杯组成，在纸箱内塑料杯排列５层，每层

２５只塑料杯，纸箱中用以隔离塑料杯的纸隔板的厚度为４ｍｍ，每只塑料杯容积为（４５０±

１０）ｍＬ；

ｅ）　木托盘由樟子松或云杉制成，木材的含水率应为６％～１４％，木托盘尺寸为１．０ｍ×１．０ｍ×

０．１３ｍ，质量为１２．４ｋｇ。

７．３１．３．３　点火器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点火器的火源为浸有１１０ｍＬ正庚烷的纤维棉棒，直径为７５ｍｍ，长７５ｍｍ；

ｂ）　将纤维棉棒用聚乙烯袋包裹；

ｃ）　试验时４个聚乙烯包裹的纤维棉棒放置在表１４、表１５规定的位置，将纤维棉棒沿货架或堆垛

间隙的中心线按２×２对称布置，使纤维棉棒紧靠底层木托盘，纤维棉棒的底端距纸箱底边

（２０±５）ｍｍ，使用火炬点燃聚乙烯棉包。

７．３１．３．４　喷头布置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将至少４９只喷头安装在ＤＮ５０的配水支管上，喷头溅水盘距吊顶的距离为２００ｍｍ；

ｂ）　试验采用双向供水，试验过程中保持压力稳定。

７．３１．３．５　试验布置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试验布置见图３０～图３２，角钢钢梁尺寸为５０ｍｍ×５０ｍｍ ，厚度为６ｍｍ，长度为１．２０ｍ，将

钢梁安装在吊顶下，其一平面与吊顶平面直接接触；

ｂ）　５只热电偶（Ｋ型热电偶，电极直径不超过１ｍｍ）埋入在与吊顶平面接触的一侧角钢中，５只

热电偶间距１５０ｍｍ，其中中间的热电偶位于角钢钢梁的中央并处于点火器的正上方；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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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热辐射计放置在距试验货架或堆垛２．４ｍ处，距地面的高度为货架或堆垛高度的一半，试验时

记录辐射热的数值。

单位为毫米

图３０　灭纸箱火试验布置（一）

单位为毫米

图３１　灭纸箱火试验布置（二）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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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３２　灭纸箱火试验布置（三）

７．３１．３．６　测量仪器

试验过程中使用的测量仪器及精度如下：

ａ）　Ⅱ级Ｋ型热电偶：电极直径不超过１ｍｍ；

ｂ）　压力传感器：准确度等级不低于１．０级 ；

ｃ）　计时器：±０．１ｓ；

ｄ）　热辐射计：±０．１ｋＷ／ｍ
２。

７．３１．３．７　记录的数据

试验过程中记录如下数据：

ａ）　钢梁温度；

ｂ）　辐射热通量；

ｃ）　供水压力；

ｄ）　喷头的启动时间和数目；

ｅ）　等效试验品的烧损数量。

７．３１．３．８　公称流量系数为１６１和２０２喷头的灭纸箱火试验

公称流量系数为１６１和２０２的喷头按表１４和表１５给出的条件进行灭火试验。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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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４　公称流量系数为１６１的喷头灭火试验条件

试验序号 １ ２ ３

喷头响应等级 标准响应 标准响应 标准响应

货架或堆垛的高度／ｍ ５．８ ４．６ ４．３

货架或堆垛顶部到吊顶的距离／ｍ ３．４ ３．０ ３．４

点火器位置 在４只喷头中央正下方 在４只喷头中央正下方 在１只喷头正下方

喷头间距／ｍ ３．０×３．０ ２．４×３．０ ２．４×３．０

供水压力／ＭＰａ ０．０８ ０．１３ ０．１３

试验时间／ｍｉｎ ３０ ３０ ３０

表１５　公称流量系数为２０２的喷头灭火试验的条件

试验序号 １ ２ ３

喷头响应等级 标准响应 标准响应 标准响应

货架或堆垛的高度／ｍ ５．８ ４．６ ４．３

货架或堆垛顶部到吊顶的距离／ｍ ３．４ ３．０ ３．４

点火器位置 在４只喷头中央正下方 在４只喷头中央正下方 在１只喷头正下方

喷头间距／ｍ ３．０×３．０ ２．４×３．０ ２．４×３．０

供水压力／ＭＰａ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８

试验时间／ｍｉｎ ３０ ３０ ３０

８　检验规则

８．１　型式检验

８．１．１　有下述情况之一者，应按表１６的规定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试制和老产品转厂生产时；

ｂ）　正式生产后，产品的结构、材料、工艺、重要部件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ｃ）　产品停产超过一年恢复生产时；

ｄ）　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整改后；

ｅ）　质量监督机构依法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表１６　型式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
本部分

章条号

型式检验项目

主检 不同温度等级 不同安装形式

整体要求 ６．１ ★ ★ ★

接口螺纹 ６．２ ★ ★ ★

外观与标志 ６．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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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６（续）

检验项目
本部分

章条号

型式检验项目

主检 不同温度等级 不同安装形式

密封结构 ６．４ ★ ★ ★

水压密封和耐水压强度性能 ６．５ ★ ★ ★

流量系数 ６．６ ★ — ★

布水性能 ６．７ ★ — ★

溅水盘上、下的喷水量 ６．８ ★
ａ — ★

静态动作温度 ６．９ ★ ★ —

功能 ６．１０ ★ ★ ★

抗水冲击性能 ６．１１ ★ — —

工作载荷和框架强度 ６．１２ ★ — ★

热敏感元件强度 ６．１３ ★ ★ —

溅水盘强度 ６．１４ ★ — ★

疲劳强度 ６．１５ ★ ★ —

热稳定性 ６．１６ ★ ★ —

抗振动性能 ６．１７ ★ — —

抗机械冲击性能 ６．１８ ★ — —

抗碰撞性能 ６．１９ ★ — ★

抗翻滚性能 ６．２０ ★ — ★

冷冻性能 ６．２１ ★ — —

耐高温性能 ６．２２ ★ — —

动态热性能 ６．２３ ★ ★ —

耐应力腐蚀性能 ６．２４ ★ — ★

耐二氧化硫／二氧化碳腐蚀性能 ６．２５ ★ — —

耐盐雾腐蚀性能 ６．２６ ★ — —

耐潮湿气体腐蚀性能 ６．２７ ★ — —

耐环境温度性能 ６．２８ ★ ★ —

侧向喷洒 ６．２９ ★ — ★

防水罩性能防护角 ６．３０．１ ★
ｂ — —

防水罩性能抗转动 ６．３０．２ ★
ｂ — —

抗真空性能 ６．３１ ★ — —

湿墙性能 ６．３２ ★
ｃ — —

灭火性能 ６．３３ ★ — ★

　　注１：“★”表示有检验要求。

　　注２：“—”表示无检验要求。

　　
ａ 不适用于ＥＣ喷头。

ｂ 适用于带防水罩喷头。

ｃ 适用于ＥＣ喷头。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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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２　试样的抽取应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同种工艺、相同的材料及配件组装或生产的同型号、同规格

的产品为一批，抽样基数不应少于检验试样数量的２倍。

８．１．３　洒水喷头型式检验的试验程序和试样数量如图３３和图３４所示。

８．１．４　洒水喷头按本部分进行检验，若任一条不合格则判该批喷头不合格。

８．２　出厂检验

８．２．１　洒水喷头出厂前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至少包括整体要求（６．１）、外观与标志（６．３）、水

压密封性能（６．５．１）。

８．２．２　出厂检验项目中出现不合格时，允许加倍抽样检验，如再出现不合格，该批次的成品不能出厂。

８．２．３　每一生产订单或连续生产５０００只喷头为一批。

８．３　例行检验

８．３．１　例行检验是在生产的最终阶段对生产线上的产品进行１００％检验，通常检验后，除包装和加贴标

签外，不再进一步加工。

８．３．２　洒水喷头应按附录Ｄ的规定进行例行检验，可在此基础上增加检验项目。

８．３．３　例行检验项目中任何一项出现不合格，则判该只产品不合格。

８．４　确认检验

８．４．１　确认检验是为验证产品持续符合标准要求进行的抽样检验，抽样方案同型式检验。

８．４．２　确认检验项目至少包括流量系数（６．６）、布水性能（６．７）、溅水盘上、下的喷水量（６．８）、静态动作

温度（６．９）、功能（６．１０）、工作载荷和框架强度（６．１２）、动态热性能（６．２３）、耐应力腐蚀性能（６．２４）。

８．４．３　确认检验项目中出现不合格时，允许加倍抽样检验，如再出现不合格，则判为不合格。

９　使用说明书

洒水喷头产品在其基础包装中应附有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中至少应包括产品名称、型号规格、

动作元件的类型和规格、使用的环境条件、贮存的环境条件、生产年代、产品生产所依据的标准、必要的

使用参数、使用说明、注意事项、制造商的名称、地址和联络信息等。

１０　包装、运输、贮存

１０．１　包装

１０．１．１　洒水喷头在包装箱内应单独固定，防止相互间的磕碰。

１０．１．２　产品包装中应附有使用说明书和合格证。

１０．１．３　洒水喷头在包装箱外应标明放置方向、堆放件数限制、贮存防护条件等。

１０．２　运输

洒水喷头在运输过程中，应防雨、防晒、减震，装卸时防止撞击。

１０．３　贮存

洒水喷头应贮存在－１５℃～４０℃的干燥环境中。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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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圆圈中的数字为试样数量，方框中为试验章条号。
ａ犓＞１１５喷头为６只。
ｂ 适用于犓≤１１５喷头。
ｃ 不适用易熔合金喷头。
ｄ 不适用干式喷头。
ｅ 齐平、嵌入和隐蔽式喷头为３６只。
ｆ 适用于犓＞１１５喷头。

图３３　喷头试验程序和试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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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圆圈中的数字为试样数量，方框中为试验章条号。

图３４　犈犆喷头试验程序和试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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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公　　差

标准中未标明公差时，按以下规定执行：

ａ）　角度　　　　　　　　±２°；

ｂ）　频率（Ｈｚ）　 测量值的±５％；

ｃ）　长度　 测量值的±２％；

ｄ）　容积　 测量值的±５％；

ｅ）　压力　 测量值的±３％；

ｆ）　温度　 测量值的±５％；

ｇ）　时间　 ｓ　　
＋５
－０；

ｍｉｎ　
＋０．１
－０ ；

ｈ　
＋０．１
－０ ；

ｄ　
＋０．２５
－０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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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玻璃球破碎载荷和误差限的计算方法

犅．１　计算非偏标准偏差

非偏标准偏差的计算按式（Ｂ．１）：

犛＝ ∑
狀

犻＝１

（狓１－狓）
２／狀－１［ ］

０．５
……………………（Ｂ．１）

　　式中：

狓　———载荷的平均值，单位为牛顿（Ｎ）；

狓１ ———每一个测得的载荷值，单位为牛顿（Ｎ）；

狀 ———试样的数量。

犅．２　计算玻璃球破碎载荷下限误差犜犔１

玻璃球破碎载荷下限误差的计算按式（Ｂ．２）：

ＴＬ１＝犣１－τ·犛１ ……………………（Ｂ．２）

　　式中：

犣１———玻璃球破碎载荷的平均值，单位为牛顿（Ｎ）；

τ ———从表Ｂ．１中查得的系数；

犛１———玻璃球破碎载荷的非偏标准偏差，单位为牛顿（Ｎ）。

犅．３　计算玻璃球设计载荷上限误差犜犔２

玻璃球设计载荷上限误差的计算按式（Ｂ．３）：

ＴＬ２＝犣２＋τ·犛２ ……………………（Ｂ．３）

　　式中：

犣２———玻璃球设计载荷的平均值，单位为牛顿（Ｎ）；

τ ———从表Ｂ．１中查得的系数；

犛２———玻璃球设计载荷的非偏标准偏差，单位为牛顿（Ｎ）。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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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　正态分布单边误差的系数

［ν＝０．９９，狆＝０．９９（试样的９９％）］

狀 τ 狀 τ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５．０７５

４．８２８

４．６３３

４．４２７

４．３３６

４．２２４

４．１２４

４．０３８

３．９６１

３．８９２

３．８３２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３０

３５

４０

４５

５０

３．７７６

３．７２７

３．６８０

３．６３８

３．６０１

３．４４６

３．３３４

３．２５０

３．１８１

３．１２４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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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易熔元件强度试验的分析

６．１３．２中给出的公式的目的是为了使易熔元件在承受了相当长时间的工作载荷后，仍不容易因蠕

变应力而损坏。因为喷头的使用寿命受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８７６６００ｈ（１００年）这个时间的选择

仅仅是一个带有保险系数的数据值，而无其他特殊含义。

造成蠕变损坏的载荷（而不是不必要的高初始扭曲应力）被施加在试样上并记录施加的时间，给定

的要求近似于通过下述分析得到的全对数回归曲线的推论。

使用最小二乘法，利用观察到的数据来确定１ｈ时的载荷犔ｏ和１０００ｈ时的载荷犔ｍ。一种确定这

个载荷的方法如下：

在全对数坐标纸上作出曲线，由犔ｏ和犔ｍ 所确定的直线的斜率应大于或等于由１００年时最大设计

载荷犔ｄ和犔ｏ所确定的直线的斜率。

即：

（ｌｎ犔ｍ－ｌｎ犔ｏ）／ｌｎ１０００≥（ｌｎ犔ｄ－ｌｎ犔ｏ）／ｌｎ８７６６００

可化简为：

ｌｎ犔ｍ ≥［（ｌｎ犔ｄ－ｌｎ犔ｏ）·ｌｎ１０００］／ｌｎ８７６６００＋ｌｎ犔ｏ

≥０．５０４８（ｌｎ犔ｄ－ｌｎ犔ｏ）＋ｌｎ犔ｏ

≥０．５０４８（ｌｎ犔ｄ－ｌｎ犔ｏ）＋ｌｎ犔ｏ（１－０．５０４８）

≥０．５０４８ｌｎ犔ｄ＋０．４９５２ｌｎ犔ｏ

当允许误差为１％时，以上公式可近似表示为：

ｌｎ犔ｍ≥０．５（ｌｎ犔ｄ－ｌｎ犔ｏ）

经误差补偿后表示为：

犔ｍ≥０．９９（犔ｄ·犔ｏ）
０．５
　或　犔ｄ≤１．０２犔ｍ

２／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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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例行检验

犇．１　密封试验

将洒水喷头安装在适宜的试验装置上，以不超过６ＭＰａ／ｍｉｎ的速率升压至不低于２．４ＭＰａ的压

力，历时不少于２ｓ，喷头不应出现渗漏。

犇．２　玻璃球完好性试验

将玻璃球洒水喷头放置在热空气箱或液浴中，升温至低于最小动作温度５℃或气泡消失，检查玻璃

球气泡是否减少或消失，待冷却恢复到室温后，再检查玻璃球气泡是否恢复到初始尺寸，不应出现玻璃

球工作液溢出或减少现象。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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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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