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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J- 

两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 14561---2003《消火栓箱》，与GB/T 14561-2003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 

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 2003 年版的第2章）; 

―修改了消火栓箱的基本参数及箱内配置消防器材（见表 1, 2003 年版的表 1); 

―修改了箱内配置消防器材的性能要求（见第5章， 2003 年版的第5章）; 

―修改了电器设备的要求（见 5.9.6.1 ,2003 年版的 5.7); 

―增加了带应急照明设备消火栓箱的要求（见 5.9.6.2); 

―修改了箱内配置消防器材的试验方法（见第6章， 2003 年版的第6章）; 

―增加了发光标志的要求（见第8章，2003年版的第8章）。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13 ）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福建省白沙消防工贸有限公司、深圳市集安消防设 

备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舒艳、刘连喜、张杰、赵永顺、张璐、庄诸葛、李少滨、陈启元、王晴。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14561一1993 、 GB/T 14561-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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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火栓箱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消火栓箱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型号、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使用说明书、 

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物内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用消火栓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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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76 铸造铜及铜合金 

GB 3445 室内消火栓 

GB 6246 消防水带 

GB 8181 消防水枪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总则 

GB 12514.1 消防接口第1部分：消防接口通用技术条件 

GB 15090 消防软管卷盘 

GB 16806-2006 消防联动控制系统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口 

消火栓箱 fire hydrant cabinet 
固定安装在建筑物内的消防给水管路上，由箱门、箱体、室内消火栓、消防接口、消防水带、消防水

枪、消防软管卷盘及电器设备等消防器材组成，具有给水、灭火、控制及报警等功能的箱式消防装置。 

双配置式消火栓箱 fire hydrant cabinet with double setting 

箱内配置的室内消火栓、消防水带、消防水枪均为两件的消火栓箱。 

分类和型号 

分类 

消火栓箱按消防水带的安置方式分为： 

a)挂置式（见图1)，不标注代号； 

b）盘卷式（见图2)，代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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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置式（见图3)，代号J; 

托架式（见图4)，代号T. 

消火栓箱按配置消防器材数量分为：

单配置式，不标注代号； 

双配置式，代号so 

双配置式消火栓箱内可配2只单栓阀室内消火栓，也可配 

消火栓箱按是否配置应急照明灯分为： 

不配置应急照明灯式，不标注代号； 

配置应急照明灯式，代号 D. _ 
消火栓箱按箱门型式分为：沪户一一 

单开门式，不标注代号厂月声口口，.. 

双开门式，代号“。尸产 
消火栓箱按是否配置消防软管卷盘分为： 

1只双栓阀室内消火栓。 

不配置消防软管卷盘式，不标注代号

配置消防软管卷盘式，代号zo 

图1挂置式消火栓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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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带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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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盘卷式消火栓箱 

消防软管卷盘 

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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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才释呱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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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卷置式消火栓箱（配置消防软管卷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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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托架式消火栓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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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4.2型号 

消火栓箱的型号编制方法如下： 

{{{{LI-LI 花 箱门型式代号（ 4.1.4) 

配置应急照明灯代号（见 4.1.3) 

消防器材配置数量代号（见 4.1.2) 

水带安置方式代号（见 4.1.1) 

配置消防软管卷盘代号（见 4.1.5) 

配置室内消火栓公称通径，单位为毫米（ mm) 

箱体长短边尺寸代号（见表1) 

箱体厚度尺寸，单位为厘米（ cm) 

消火栓箱 

示例： 

消火栓箱内消防器材的数量为双配置，消防水带为盘卷式安置，箱门为双开门式，内配消防软管卷盘、公称通径为 

65 mm 室内消火栓、应急照明灯，箱体外形尺寸为 1 000 mmX 700 mmX 240 mm ，型号表示为 SG24B65Z-PSD/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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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要求 

5.1消火栓箱内消防器材的配置 

消火栓箱内至少应配有室内消火栓、消防接口、消防水带、消防水枪及电器设备等消防器材，消火栓

箱型号中带“Z'，还应配置消防软管卷盘。 

5.2外观质量、外形尺寸和极限偏差 

5.2.1 外观质量 

5.2.1.1 消火栓箱内配置的消防器材按规定装配完毕后，各表面应无凹凸不平等加工缺陷及磕碰痕迹。 

5.2.1.2 箱体内外表面应作防腐处理。涂层应均匀一致、平整光洁。不应有流痕、气泡、剥落等缺陷。 

5.2.1.3 焊缝或焊点应平整均匀，无烧穿、疤瘤等焊接缺陷。铆接应严实美观，铆接后铆钉连接应紧固 

无歪斜。 

5.2.1.4 箱门关闭到位后，应与四周框面平齐，其不平的 大允差为 2.0 mm 。 

5.2.1.5 箱门与框之间的间隙应均匀平直， 大间隙不超过 2.5 mm 。 

5.2.1.6 消火栓箱正面上的零部件，凸出箱门外表平面的高度不应大于 15.0 mm ；其余各面的零部件，

凸出该面外表平面的高度不应大于 10.0 mm 。 

5.2.1.7 箱体外表各平面对角线尺寸的偏差均不应大于 3.0 mm 。 

5.2.2 外形尺寸和极限偏差 

5.2.2.1 箱体的外形尺寸应符合表1的规定。 

5.2.2.2 极限偏差应符合下列要求： 

a）尺寸的数值小于或等于 1 000 mm 时，其极限偏差为士 4 mm; 

b）尺寸的数值大于 1 000 mm 时，其极限偏差为士 6 mm 。 

表1消火栓箱的外形尺寸及代号 单位为毫米 

一一一一一一一丽妥爵痴而尺寸和代号’ } 

一一万甲一习 代号 … 长边 … 短边 ｛ 

A 

0U 
门〕5 

89 
Z‘气 

650 奋 160,180,200,210,240,280,320 」 
B 

.．几口口口．......... 

) 

1 000 

(1 150) 
700 一一0,240,280 川 1 ・  1 200 

(1 350) 
750 一｝ ｝ ・  1 600 

(1 700) 
700 

240,280 { ｝ ・  

1 800 

(1 900) 

700 

(750) 

160'180,240,280 { 
｝一一下一― 2 000 750 

'6。， 180,,‘。一川 

1:匹巨 TX'2: 	ij'1 200 mma3: 兰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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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材料 

5.3.1 箱体应使用厚度不小于 1.2 mm 的薄钢板材料制造，也可使用符合5.4要求的其他材料。 

5.3.2 消火栓箱箱门材料应采用全钢、钢框镶玻璃、铝合金框镶玻璃或其他材料。 

5.3.3 镶玻璃箱门玻璃厚度不应小于 4.0 mm, 
5.3.4 消防水带挂架、托架和水带盘应用耐腐蚀材料制成，若用其他材料应进行耐腐蚀处理。 

5.3.5 箱内配置的消防软管卷盘的开关喷嘴、卷盘轴、弯管及水路系统零部件，应用铜合金材料制造

也可用强度和耐腐蚀性能不低于上述材质的其他材料。 

5.3.6 铜合金应符合 GB/T 1176 的规定。 

5.4箱体刚度 

5.4.1 安装消防软管卷盘的箱体侧面，在 150N ・ m 的力矩下， 大凹陷变形不应超过 2.0 mm ，消防软

管卷盘固定座不应出现可见的变形、开焊等缺陷。 

5.4.2 挂置式和托架式消火栓箱其固定水带挂架及托架的箱面，在 40 N ・  m 的力矩下 大凹陷变形不

应超过 2.0 mm ，消防水带挂架或托架不应出现可见的变形、开焊等缺陷。 

5.4.3 盘卷式消火栓箱其固定消防水带盘的箱面，在 20 N ・  m 的力矩下， 大凹陷变形不应超过 

2.0 mm ，消防水带盘不应出现可见的变形、开焊等缺陷。 

5.5箱门 

5.5.1 消火栓箱应设置门锁或箱门关紧装置。 

5.5.2 设置门锁的消火栓箱，除箱门安装玻璃以及能被击碎的材料外，均应设置箱门紧急开启的手动

机构，应保证在没有钥匙的情况下开启灵活、可靠。 

5.5.3 箱门的开启角度不应小于 1600. 
5.5.4 箱门开启拉力不应大于 50N, 

5.6消防水带安置 

5.6.1 消防水带以挂置式、盘卷式、卷置式、托架式置于消火栓箱内，不应影响其他器材的合理安置和

操作使用。 

5.6.2 挂置式消火栓箱的消防水带挂架相邻两梳齿的空隙不应小于 20 mm ，挂置消防水带后挂架横臂

不应出现可见的变形；盘卷式消火栓箱的消防水带盘从挂臂上或消防水带从盘中取出应无卡阻；托架式

消火栓箱的消防水带托架应转动灵活，消防水带从托架中拉出应无卡阻。 

5.7连接性能 

5.7 

5.7.2 
消防水带与接口的连接应牢固可靠，在 0.8 MPa 水压下不应有脱离及泄漏现象。 

室内消火栓与消防水带之间、消防水带与消防水枪之间通过接口连接后，在。 .8 MPa 水压下，其 

各连接部位不应有泄漏现象。 

5.8喷射性能 

按6.8规定的方法进行喷射性能试验，消防水枪的流量不应小于 5 L/s ，其充实水柱不应小于 13 m, 

5.9消火栓箱内配置消防器材的性能及尺寸 

5.9.1 室内消火栓 

5.9.1.1 一般规定 

消火栓箱内配置的室内消火栓应为符合 GB 3445 规定的合格产品，其关键性能应满足 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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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3 的要求。 

5.9.1.2 密封性能 

按 6.9.1.1 规定的方法进行密封性能试验，室内消火栓各密封部位在 1.6 MPa 的水压下，保压 

2 mm ，应无渗漏现象。 

5.9.1.3 水压强度 

按 6.9.1.2 规定的方法进行水压强度试验，室内消火栓的阀体和阀盖在 2.4 MPa 的水压下，保压 

2 mm，应无破裂和渗漏现象。 

5.9.2 消防接口 

5.9.2.1 一般规定 

消火栓箱内配置的消防接口应为符合 GB 12514.1 规定的合格产品，其关键性能应满足 5.9.2.2 一 

5.9.2.4 的要求。 

5.9.2.2 密封性能 

按 6.9.2.1 规定的方法进行密封性能试验，消防接口在 1.6 MPa 水压下，保压 2 mm ，应无渗漏现象。 

5.9.2.3 水压强度 

按 6.9.2.2 规定的方法进行水压强度试验，消防接口在 2.4 MPa 水压下，保压 2 mm ，不应出现裂纹

或断裂现象。试验后应能正常操作使用。 

5.9.2.4 水带接口抗跌落性 

按 6.9.2.3 规定的方法进行跌落试验，水带接口从 1.50 m 高处自由跌落5次，应无损坏并能正常

操作。 

5.9.3 消防水带 

5.9.3.1 一般规定 

消火栓箱内配置的消防水带应为符合 GB 6246 规定的合格产品，其关键性能应满足 5.9.3.2'-' 

5.9.3.5 的要求。 

5.9.3.2 长度 

消火栓箱内配置的消防水带的长度应为20＋黔m或25抢30m。 

5.9.3.3 密封性能 

按 6.9.3.2 规定的方法进行密封性能试验，消防水带在 0.8 MPa 水压下，保压 5 mm ，消防水带全长

应无泄漏现象。 

5.9.3.4 耐压性能 

按 6.9.3.3 规定的方法进行耐压性能试验，消防水带在 1.2 MPa 水压下，保压 5 mm ，应无渗漏现象。

在 2.4 MPa 水压下，保压 5 mm ，不应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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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5 扭转方向 

按 6.9.3.2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在水压作用下，沿水流方向看，消防水带不应产生逆时针扭转。 

5.9.4 消防水枪 

5.9.4.1 一般规定 

消火栓箱内配置的消防水枪应为 GB 8181 规定的合格产品，其关键性能应满足 5.9.4.2.5.9.4.3 的

要求。 

5.9.4.2 密封性能 

按 6.9.4 规定的方法进行磷护胜能试验，枪体及各 

5.9.4.3耐水压弓虽度尹Z 

部位应无渗飞＼ 

按 6.9.4 规定的方法进行水压强度试验，水枪不应出现纹裂、断裂或影响正常使用的残余变形。 

5.9.5消防软管卷盘 

5.9.5.1 一般规定厂 
岌 

消火栓 

5.9.5.8 的要 3: 
消防软管卷 

额定工作压力 

MPa 
mm 	' 

射程 

m 

软管内径 

mnl ／ ・ m' 

0.8 、养 )6.0 

峋吸 

基本尺寸 
极限偏韧 

基本尺寸 
极限偏差｝ 

19.25 撰迁 0.8 
-目 

15 . 20 、 25 .30 

士 1.0%} 

5.9.5 

配置的消防软管卷盘应为符合 GB 1509。规定的合格产品 

5.9.5.2 基 

会爹 

2的规定。 

表’薪罐软管卷盘的基本性能参数 

，其关派 5.9.5.2--- 

幕／ / 
、、、 	心口浏 

妇尸 

摇臂应能从箱体内向外作水平摆动，摆动角不应小于90"，摆动时应无卡阻和松动，驱使摆动的力 

不应大于 50 N。消防软管卷盘转动的启动力矩不应大于 20 N ・  m, 

5.9.5.4连接性能 

按 6.9.5.3 规定的方法进行连接性能试验，消防软管卷盘的卷盘轴与弯管、软管与软管盘进出口、软

管与进水控制阀、软管与喷枪的连接应牢固可靠，在。 .8 MPa 水压下不应有脱离及渗漏现象。在 

1.2 MPa 水压下，各零件不应产生影响正常使用的变形和损坏。 

5.9.5.5进水控制阀水压强度 

按 6.9.5.4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进水控制阀在 2.4 MPa 水压下，保压 2 mm ，阀体不应有破裂和渗 



5.9.5.6 抗冲击性能 

按 6.9.5.5 方法试验后，消防软管卷盘不应产生影响正常使用的变形；在。 .8 MPa 水压下各连接部

位不应有渗漏现象。 

5.9.5.7 负荷性能 

按 6.9.5.6 方法试验后，消防软管卷盘不应产生影响正常使用的变形；在 0.8 MPa 水压下各连接部 

位不应有渗漏现象。 

5.9.5.8 软管性能 

7凸““象 ’ 

管不应爆破，膨胀应均匀 

5.9.6 电器设备尹 

赢 
5.9.6.，消火栓按丫 

消火栓箱内配置的 按钮应为符合 GB 16806-2006 中 4.12 规定。 

消火栓箱内配置的应急照明灯应满足以下要求： 

应急照明灯的应急转换时间不应大于3s，应急工作时间不应小于 30 mm 

灯为光源的应急照明灯不应将启辉器接， 
的 709o 

d）使用荧冼 

e)应急照明灯应设接地端子，且端子标示清晰。 

f）消火栓箱内设有微动开关，箱门开启时应急照明灼 

g）应急照明灯的安装应具有防水措施。 

6.3音响警报器 

消火栓箱内各电器设备的接线端子均不应裸露，在正常大气条件下各接线端子与箱体之间的绝缘

电阻不应小于 50 Mfl. 

6试验方法 

，记录所配消防器材的名称、规格型号、 

9 

6.1消火栓箱内消防器材的配置检查 

采用目视查看的方法，检查消火栓箱内消防器材的配置情况 

现象；在 2.4 MPa 压力下，软 

V一242 V 范 
在13界吸～1 

照明灯在主电电压为 187 

应急状态时的主电电压应

压应不大于 187 V. 

围内，不应转人应急状态。应急照明灯由主电状态 

87 V 范围内。由应急状态回复到主电状态时的主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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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现象。 

按 6.9.5.7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软管在 1.2 MPa 压力 

5.9.6.2 应急照明灯 

r 

配置音响警报器件的消火栓箱，其警报音响在额定工作电压下，距离im远处的声压级不应低于 

dB(A) 。在85％额定工作电压条件下应能发出上述规定的警报音响。 

5.9.6.4 接线端子 

飞
，产
飞
，

尹
  

a
,
b
  

.
9

5
 

尸
匀
内

b
 
 

照明灯从 
褚澎专换到应急电源供电时 

，其光通量不应低于光源在领定电压时光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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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生产单位或商标。 

6.2标志和外观质量检查 

利用目视查看的方法，对箱体的标志和外观质量以及材料的外观进行检查，记录检查情况。 

6.3尺寸偏差和材料厚度测量 

6.3.1消火栓箱尺寸偏差 

利用通用量具进行箱体外形尺寸偏差的测量，记录测量结果。 

6.3.2 材料厚度 

利用通用量具进行材料厚度的测量，记录测量结果。 

6.4箱体刚度试验 

6.4.1试验准备 

将箱体按使用安装位置置于刚度试验台上，在箱体上面及左右侧面的中间处垂直平面方向，按图5 

所示的要求用5＃槽钢支撑定位。各支点施加于槽钢上的力不超过 10 N, 

说明： 

1―支点； 

2―槽钢； 

3―箱体； 

S―箱体短边尺寸； 

L―箱体长边尺寸。 

图5刚度试验台 

配置消防软管卷盘消火栓箱的试验 

试验按图6所示，重锤静载 5 mm 后，检查箱体变形情况并测量其变形量。 



说明： 

1―箱体； 

2―固定座； 

3―专用杠杆； 

4―重锤。 

图6消防软管卷盘消火栓箱的刚度试验 

重锤质量按式（1)计算： 

尸1 
150 

9.81X1 
.． ・・・・・・・・・・・・・・・・・・・・・・・・・・・・・・・・・・・・・ …… （ 1) 

式中： 

尸，―重锤质量，单位为千克（ kg); 
x1―受力点至箱体侧面的距离，单位为米（ rn). 

挂置式、托架式消火栓箱的试验 

试验时按图7或图8所示，重锤静载 5 mm 后，检查箱体变形情况并测量其变形量。

重锤质量按式（2)计算： 

40 

9.81X2 

GB/T 14561-2019 

式中： 

尸2―重锤质量，单位为千克（ kg); 
x2―受力点至力矩承载箱面的距离，单位为米（m）。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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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箱体； 

2―固定座； 

3―专用杠杆； 

4―重锤。 

图7挂置式消火栓箱的刚度试验 

说明： 

1―箱体； 

2―固定座； 

3―专用杠杆； 

4―重锤。 

图8托架式消火栓箱的刚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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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盘卷式消火栓箱的试验 

试验时按图9所示，重锤静载 5 mm 后，检查箱体变形情况并测量其变形量。 

{ 

说明： 

1―箱体； 

2―固定座； 

3―专用杠杆； 

4―重锤。 

图9盘卷式消火栓箱的刚度试验 

重锤质量按式（3)计算： 

P3 
2O 

9 .81X3 
・・・・・・・・・・・・・・・・・・・・・・・・・・・・・・・・・・・・・・・ …… （ 3) 

式中： 

尸3―重锤质量，单位为千克（kg); 

x3―受力点至箱体侧面的距离，单位为米（m). 

6.5箱门试验 

6.5.1试验准备 

试验准备同6.4.10 

6.5.2 箱门开启角度试验 

将箱门开启至 大位置，用量角器测量箱门外表面与门框间的夹角并记录。 

6.5.3 箱门开启拉力试验 

在垂直箱门方向，用精度不低于2级的测力计测出箱门手把处的开启拉力并记录。 

6.6消防水带安置检查 

利用目视和通用量具，检查消火栓箱消防水带安置情况并记录测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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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连接性能试验 

6.7.1 将装好接口的消防水带全长平直放置，一端与室内消火栓连接，另一端连接带有开关的水枪，室

内消火栓与水力试验用给水管路连接。充水排气后关闭水枪，将压力逐渐上升至。 .8 MPa ，保压 5 mm, 
然后迅速启闭水枪开关一次，保压 2 mm 后，再迅速启闭水枪开关一次，检查消防水带与接口连接部位

的连接情况。 

6.7.2 将装好接口的消防水带全长平直放置，一端与室内消火栓连接，另一端与箱内配置的消防水枪

相连，室内消火栓与水力试验用给水管路连接。充水排气后将水枪封闭，将压力逐渐上升至 0.8 MPa, 
保压 5 mm ，检查消火栓与水带接口之间、水带接口与消防水枪之间的连接情况。 

6.8喷射性能试验 

6.8.1试验装置 

充实水柱测试装置由一个带有直径为 38 cm 圆孔的接水容器及容积计量罐组成。试验时压力测量

的仪表准确度等级不低于1.6级，流量测量仪表的精度不低于。.25级。 

6.8.2 充实水柱测试 

试验宜在室内进行。室内消火栓、消防水带、消防水枪按实际使用条件安装好，把消防水带全长平

直放置，将水枪置于喷射架上，调整好水枪轴线与水平线的夹角（仰角）至30。士20。启动水泵，调整工作

压力，当水枪进口压力达到。 .35 MPa 且稳定时，连续向充实水柱测试装置进行喷射，测量水枪充实水

柱的长度。 

充实水柱的长度按式（4)计算： 

_L 
万k-- 

COSa 

式中： 

S.―水枪充实水柱的长度，单位为米（m); 

―充实水柱在地面上的投影距离，单位为米（ m); 

－一水枪上仰角，单位为度（"）。 

6.8.3 

用标定合格的流量计直接测量流量。 

6.9 消火栓箱内配置消防器材的性能试验及尺寸测量

6.9 室内消火栓性能试验 

6.9.1.1 室内消火栓的密封性能试验按 GB 3445 规定的方法进行。观察并记录室内消火栓各密封部位

的密封情况。 

6.9.1.2 室内消火栓的水压强度试验按 GB 3445 规定的方法进行。观察并记录室内消火栓阀体及阀盖

是否有破裂和渗漏现象。 

6.9.2消防接口性能试验 

6.9.2. 

6.9.2.2 

(4) 

流量测试 

消防接口的密封性能试验按 GB 12514.1 规定的方法进行。观察并记录消防接口的密封情况。 

消防接口的水压强度试验按 GB 12514.1 规定的方法进行。观察并记录消防接口是否出现裂 

缝或断裂现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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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3 水带接口的跌落试验按 GB 12514.1 规定的方法进行。观察并记录接口是否有损坏现象。 

6.9.3消防水带性能及尺寸试验 

6.9.3.1长度测量 

展开水带，用 小分度值为1mm的通用量具测量消防水带的长度。 

6.9.3.2 密封性能及扭转方向试验 

将消防水带全长平直放置，一端与室内消火栓连接，另一端连接带有开关的水枪，室内消火栓与水

力试验给水管路连接。充水排气后关闭水枪，将压力逐渐上升至 0.8 MPa ，保压 2 mm ，检查消防水带全 

长是否有渗漏现象；沿水流方向看，观察其扭转方向。 

6.9.3.3耐压性能试验尹尹尹 

、、 
气、． 

将消防水带截取 1.20 斌长的试样，用专用夹具将试样夹紧，保持试样平直。将试样一端与水压源 

相接，另一端拜 

升压至 1.2 Ml 
样是否爆破。

6.9.4消防水 

l
l
f
l
l
甘
 

消防鑫! 

及各密封部位的情况。 

6.9.5 消防软管卷盘性能试验 

6.9.5.1 性能参数试验 

6.9.5.1.1 消防软管卷盘的流量和射程试验按 GB 1509。规定白 

6.9.5.1.2 软管内径试验按 GB 6216 规定的内径测量方法别犷 什山测量工具通止规的尺寸D；和D2 

如表3所示。、、＿__.＿一 才才 

6. 9.5. 1.3“用通用慰侧鹭录软管的长度。 洲产／ 

飞、、嘀亡软管内径的通止梦产‘ 

	~~~~~ 
单位为毫米―、＿_＿闰喻 一淤＿_.一肖t1 Ji瑞 渝一ii 

口止规DZ曰口口 ，公称通 

径极限偏 
差 8.2+ 
0 11 + 0 

. 	07 
     一 

0.040~...~ 

封性能及耐水压强度试验按 GB 8181 规定的方法进行。观察 

教值。 

夹具封闭。试样灌满水并排尽其中空气，关闭

试样是否有渗漏现象。然后继续升压至2. 

慢而均匀地 

mmn，观察试 

 

6.9.5.2 操作性能试验 

在软管盘回转中心处垂直于盘轮平面方向，用测力计测出驱使消防软管卷盘作水平摆动的 大拉 

力，用量角仪测量其摆动角度并观察摆动时的现象。 

使软管完全缠绕，在软管盘两侧外沿连线中点悬挂重物，逐渐增加悬挂物质量，直至软管盘开始旋 

计算悬挂物所产生的力矩。 

5.3连接性能试验 

'
O

〕

左
才
叹
〕
 

，关闭 

15 
把软管从软管盘内全长拉出，将进水口与水压试验台相连，待腔内和管路系统内空气排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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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喷嘴，将压力逐渐上升至 0.8 MPa ，保压 2 mm ，检查软管与软管盘进、出口的连接情况；检查软管盘

内各密封部位、软管与软管盘连接部位、软管与开关喷嘴连接部位、软管与进口阀连接部位的情况。然

后将压力逐渐上升至 1.2 MPa ，保压 2 mm ，检查各零件是否有变形或损坏。 

6.9.5.4 进水控制阀的水压强度试验 

将消防软管卷盘进水控制阀进水口与水压试验台相连，待腔内空气排除后封住出水口，压力逐渐上

升至 2.4 MPa 后，保压 2 mm ，检查其阀体的状况。 

6.9.5.5 抗冲击性能试验 

如图10所示，利用摇臂将消防软管卷盘紧固在冲击试验架上，软管盘转轴处于水平位置。用一截

面为 100 mmX25 mm 的钢梁架于盘轮上方正中位置，质量为 25 kg 的圆形重锤从 300 mm 高处自由

落下，冲击钢梁中部。 

冲击一次后，将软管从软管盘内全长拉出，从入口加压力水，待腔内和管路系统内空气排除后，关闭开

关喷嘴，将压力逐渐上升至 0.8 MPa ，保压 2 mm ，检查软管缠绕轴是否变形，所有部位是否有渗漏现象。 

单位为毫米 

功 125 

            

       

口 

   

            

            

            

            

            

            

            

            

            

            

     

七丫砚 
、、、、、～少22 

     

     

            

            

说明： 

1―重锤； 

2―钢梁； 

3―消防软管卷盘。 

图10消防软管卷盘的抗冲击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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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6 负荷性能试验 

如图n所示，利用摇臂将消防软管卷盘紧固在试验架上，软管盘转轴处于水平位置。用细钢丝绳

将质量为80 kg的重锤悬挂于外侧盘轮的轮缘上，静载72 h后，按6.9.5.5中规定冲击后的试验方法进

行试验，试验后检查软管缠绕轴是否变形，所有部位是否有渗漏现象。 

, 

说明： 

1- 夹具； 

2- 钢丝绳 

3- 消防软 

4- 重锤。 

图11消防软管卷盘的负荷性能试验 

6.9.5.7 软管性能试验 

在软管全长上任意截取im长试样，一端与水源相接，另一端封闭固定，充水并排尽空气后，逐渐

升压至 1.2 MPa ，保压 2 mm ，观察软管有无渗漏现象；再升压至 2.4 MPa ，保压 2 mm ，观察软管的膨胀 

J清况及是否破裂。 

6.9.6 电器设备性能试验 

6.9.6.1 消火栓按钮检验 

消火栓按钮性能试验方法按 GB 16806-2006 中 5.12 的规定进行。观察并记录其试验的情况。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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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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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2 应急照明灯试验 

试验程序如下： 

a)使充电 24 h 的应急照明灯转人应急状态，检查荧光灯光源的应急照明灯的启辉器启动情况

（必要时可将启辉器短路），并记录转换时间，再开始计时，直到电池达到其终止电压，记录应急

工作时间。 

b)调节试验装置分别使应急照明灯的主电供电电压为242 V和187 V，检查其工作状态。将消

防应急灯具的主电插头接人试验装置，使其处于主电状态，调节试验装置，使输出电压下降，直

至消防应急灯具转人应急状态，记录输出电压；再使输出电压上升，直至消防应急灯具恢复到

主电状态，记录输出电压。 

c)分别测量照明灯在额定电压供电时的光通量和应急状态时的光通量。 

d)检查应急照明灯的外壳和内部连线及接地情况。 

6.9.6.3 音响警报器的试验 

用声压级在距离音响警报器im远处测量其发出的音响，记录试验结果。 

将音响警报器的电压调节至额定工作电压的85%，用声压级在距离音响警报器im远处测量其发

出的音响，记录试验结果。 

6.9.6.4 绝缘电阻试验 

试验设备应满足下列要求： 

―试验电压： 500 V d.c．士 50 V d.c.; 

―测量范围：。MC2一 5OO Mf2; 

― 小分度： 0.1 Mfl; 

―计时：60 s士5”。 

试验时，通过绝缘电阻试验装置，分别对试样被试的部位施加 500 V d.c．士 50 V d.c．直流电压，持续 

60 s士DS后，测量其绝缘电阻值。试验时，应保证接触点有可靠的接触，引线间的绝缘电阻应足够大，

以保证读数正确。 

绝缘电阻也可用兆欧表或摇表测试。 

7检验规则 

7.1型式检验 

7.1.1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 

b)正式投产后，如产品结构、材料、生产工艺等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的性能； 

c)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 

d)产品转厂生产或异地搬迁生产； 

e)产品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整改后； 

f)国家质量监督机构依法提出型式检验要求。 

7.1.2型式检验的项目按表4的规定。 

7.1.3型式检验应进行随机抽样。每20台消火栓箱为一抽样基数，抽检数为1台。 

7.1.4 型式检验的结果应符合本标准的全部要求。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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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出厂检验 

7.2.1出厂检验项目至少应包括表4规定的项目。表4规定的全检项目应对消火栓箱逐台进行检验。

对表4规定的抽检项目，生产单位应根据生产量及合同要求，合理确定批次大小，但不应多于50台。样

本数量不应少于批量产品数量的 1o%o 

7.2.2消火栓箱应由生产厂的质量检验部门逐台检验合格，签发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表4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及内容 
要求 

章条号 

型式检验 

项目 

出厂检验项。… 

全检 
抽检｝ 

消火栓箱内消防器材的配置 5.1 ★ ★ 

外观质量、外形尺寸 

和极限偏差 

外观质量 5.2.1 ★ ★ 一｛ 
外形尺寸和极限偏差 5.2.2 ★ ★ 

材料 5.3 ★ ★ 

余 首体刚度 5.4 ★ ★ 

箱门 5.5 ★ ★ 

消落 &水带安置 5.6 ★ ★ 

起 毛接性能 5.7 ★ 

咀 趁射性能 5.8 ★ 

消火栓箱内配置消防 

器材及尺寸的性能 

室内消火栓 5.9.1 ★ ★ 

消防接口 5.9.2 ★ ★ 

消防水带 5.9.3 ★ ★ 

消防水枪 5.9.4 ★ ★ 

软盘 
防卷 

消管 性能参数 5.9.5.2 ★ 

操作性能 5.9.5.3 ★ ★ 

连接性能 5.9.5.4 ★ ★ 

进水控制阀强度 5.9.5.5 ★ ★ 

抗冲击性能 5.9.5.6 ★ 

负荷性能 5.9.5.7 ★ 

软管性能 5.9.5.8 ★ ★ 

电器设备 5.9.6 ★ 

标志 8 ★ ★ 

注：“★”表示进行该项试验；“一”表示不进行该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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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标志 

8.1消火栓箱箱门正面应以直观、醒目、匀整的字体标注中文“消火栓”和英文 “FIRE HYDRANT”

字样，文字应采用发光材料。中文字体高度不应小于100 mm ，宽度不应小于 80 mm. 

8.2箱体正面上应设置耐久性铭牌，铭牌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产品名称； 

b）产品型号； 

c)注册商标或生产厂名； 

d)生产厂地址； 

e)生产日期或产品批号； 

f)执行标准编号。 

8.3消火栓箱的明显部位应采用耐久性文字或图形标注其操作说明。操作说明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箱门的开启方法； 

b）消火栓按钮的开启方法； 

c)箱内消防器材的取出及连接步骤； 

d)室内消火栓的开启方法； 

e)操作消防软管卷盘时必要的动作； 

f)描述箱内消防器材使用时的操作程序。 

8.4说明中的文字高度不应小于 5 mm. 

9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和贮存 

9.1使用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应按 GB/T 9969 进行编写。使用说明书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a)消火栓箱简介； 

b）型号规格； 

c)电器接线图； 

d)安装、使用及维护说明、注意事项； 

e)售后服务； 

f)生产单位名称、详细地址、邮编和电话。 

9.2包装 

9.2.1 每套产品均应用防潮物品包裹并装人硬质纸制包装箱内，封口后用打包带作“#”字形捆扎，捆

扎应牢固、可靠。 

9.2.2 包装箱上应注明下列内容： 

a)产品名称、型号规格； 

b）包装箱外形尺寸（mm)：长x宽x高； 

C）总重量 (kg); 

d）出厂日期； 

e)生产厂名及地址； 

f)对运输及贮存的要求。 

9.2.3包装箱内应装有箱体合格证、配置消防器材的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配件清单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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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运输 

在运输及装卸时应防止重压，避免碰撞及雨雪淋袭。 

9.4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干燥通风处，防止受潮，不应倒置，应远离有腐蚀性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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