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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5章、第7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 19516—2003《消防炮通用技术条件》，与GB 19156—2003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2003年版的第3章）； 

——修改了按喷射介质划分的种类（见4.1.1，2003年版的4.1.1）； 

——修改了按驱动方式划分的种类（见4.1.2，2003年版的4.1.2）； 

——增加了移动式消防炮按移动方式划分的种类（见4.1.5）； 

——修改了消防炮型号编制方法（见4.2，2003年版的4.2）； 

——增加了电镀件的外观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1.3）； 

——增加了零部件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2、6.2）； 

——增加了操作性能的部分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3、6.3）； 

——将原版中的性能参数作为操作性能和性能要求的一部分，移入第5章中（见5.3、5.4，2003年版

的第5章）； 

——修改了消防炮喷射性能的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4、6.4，2003年版的第5章）； 

——修改了水压密封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5、6.5，2003年版的6.4）； 

——修改了水压强度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6、6.6，2003年版的6.5）； 

——增加了高低温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7、6.7）； 

——增加了远控消防炮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8、6.8）； 

——增加了消防炮拖车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见附录A）。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参考了欧盟标准DIN 15767《消防泵供给的喷射灭火剂的便携式装置——消防

炮》的第1部分：《便携式炮组的通用要求》；第2部分：《喷嘴》；第3部分：《泡沫装置》和DIN 14366—2011

《便携式泡沫喷管PN16》，美国消防协会标准NFPA 412—2009《机场救援和泡沫灭火装置》、NFPA 

1964—2013《消防喷嘴》等国外标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江西荣和特种消防设备有限公司、浙江佑安高科消

防系统有限公司，合肥科大立安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闵永林、王丽晶、戎军、薛林、史兴堂、王志辉、严攸高、朱赟、涂建新、顾

胜康、张克年。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19516—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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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炮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消防炮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与型号、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包装、运输和

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消防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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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 3836.2 爆炸性环境 第2部分：由隔爆外壳“d” 保护的设备 

GB/T 3864 工业氮 

GB 4066.1 干粉灭火剂 第1部分：BC干粉灭火剂 

GB 4066.2 干粉灭火剂 第2部分：ABC干粉灭火剂 

GA 578 超细干粉灭火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消防炮 fire monitor 

连续喷射时水、泡沫混合液流量大于16 L/s或干粉平均喷射速率大于8 kg/s，脉冲喷射时单发喷射水、

泡沫混合液量不低于8 L的喷射灭火剂的装置。 

3.2  

 固定式消防炮 fixed fire monitor 

安装在固定支座上的消防炮，包括固定安装在消防车、船上的消防炮。 

3.3  

 移动式消防炮 mobile fire monitor 

安装在可移动支架上的消防炮，包括固定安装在拖车上的消防炮。 

3.4  

 自摆消防炮 oscillating fire monitor 

具有水平自动摆动功能的消防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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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远控消防炮 remote-controlled fire monitor 

具有远距离控制操作功能的消防炮。 

3.6  

动力源 power source 

向远控消防炮提供驱动动力的装置。 

3.7  

液动消防炮 liquid-controlled fire monitor 

以液压驱动为主的消防炮。 

3.8  

气动消防炮 air-controlled fire monitor 

以气压驱动为主的消防炮。 

3.9  

电动消防炮 electric fire monitor 

以电驱动为主的消防炮。 

3.10  

控制器 controller 

与动力源、阀门控制装置等联用，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远距离控制消防炮动作的装置。 

3.11  

两用消防炮 dual-agent fire monitor 

利用同一流道在不同时刻喷射两种介质的消防炮。 

3.12  

组合消防炮 combined fire monitor 

利用不同流道喷射两种或两种以上介质的消防炮。 

3.13  

脉冲消防水炮 impulse air pressure fire monitor 

利用压缩空气的急剧膨胀与水撞击混合后，以脉冲方式喷射高速水雾的消防炮。 

3.14  

射程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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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炮在规定条件下喷射时，连续洒落介质不少于10 s的最远点至炮出口端中心在地面的垂直投影

点之间的距离。 

3.15  

消防干粉炮有效喷射时间 effective discharge time of powder fire monitor 

消防干粉炮自规定的最大工作压力时开始喷射，至降到规定的最低工作压力时的时间。 

3.16  

消防干粉炮有效喷射率 effective discharge rate of powder fire monitor 

在有效喷射时间内，消防干粉炮在单位时间内喷出的干粉质量。 

3.17  

消防干粉炮有效射程 effective range of powder fire monitor 

消防干粉炮在喷射轴线上喷射干粉，受粉盘中干粉质量最大的一排至炮出口端中心在地面的垂直投

影点之间的距离。 

3.18  

脉冲消防水炮射程 range of impulse air pressure fire monitor 

脉冲消防水炮喷射水雾散落密集处中心至炮出口端中心在地面上的垂直投影点之间的水平距离。 

4 分类与型号 

4.1 分类 

4.1.1 消防炮按喷射介质可分为： 

a) 消防水炮； 

b) 消防泡沫炮； 

c) 消防干粉炮。 

4.1.2 消防炮按驱动方式可分为： 

a) 手动消防炮； 

b) 电动消防炮； 

c) 液动消防炮； 

d) 气动消防炮。 

4.1.3 消防炮按使用功能可分为： 

a) 单用消防炮； 

b) 两用消防炮； 

c) 组合消防炮。 

4.1.4 消防炮按安装方式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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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移动式消防炮； 

b) 固定式消防炮。 

4.1.5 移动式消防炮按移动方式可分为： 

a) 便携移动式消防炮； 

b) 手抬移动式消防炮； 

c) 拖车移动式消防炮。 

4.1.6 消防泡沫炮按泡沫液吸入方式可分为： 

a) 自吸式消防泡沫炮； 

b) 非自吸式消防泡沫炮。 

4.1.7 消防炮按控制方式可分为： 

a) 远控消防炮； 

b) 非远控消防炮。 

4.2 型号 

4.2.1 消防炮的型号由类、组代号，特征代号，船用代号，主参数，喷雾代号，自摆代号，隔爆代号

和自定义组成，编制规则见图 1。 

自定义

自摆代号B（非自摆略）

隔爆代号G（非隔爆略）

喷雾代号W（无喷雾功能略）

主参数

船用代号C（陆用略）

类、组代号

特征代号（手动消防炮略）

 

图 1 消防炮型号编制规则 

4.2.2 类、组代号 

PS——消防水炮； 

PP——消防泡沫炮； 

PF——消防干粉炮；  

PM——脉冲消防水炮； 

PL——两用消防炮； 

PZ——组合消防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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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特征代号 

KD——电动控制（简称电控或电动）； 

KY——液动控制（简称液控或液动）； 

KQ——气动控制（简称气控或气动）； 

Y——移动式（固定式略）。 

4.2.4 主参数 

消防炮的主参数为额定工作压力或消防干粉炮额定工作压力范围下的额定流量、单次喷射量或消防

干粉炮有效喷射率，编制规则见图2。 

额定工作压力或消防干粉炮额定工作压力范围，MPa×10

额定流量或干粉有效喷射率或单次喷射量，L/s或 

kg/s 或 L/次

 

图 2 消防炮主参数编制规则 

消防炮具有多种额定工况的，各主参数之间用“·”隔开，组合消防炮或两用消防炮应依次标注水、

泡沫混合液、干粉的工况参数，当两个参数相同时标注一次。 

流量可调的消防炮，标注最大额定工况参数。 

4.2.5 型号示例 

示例1：喷射介质为水，额定流量 40 L/s ，额定工作压力 1.0 MPa 的手动固定式消防水炮表示为 PS10/40。 

示例2：喷射介质为泡沫混合液，额定流量 80 L/s,额定工作压力 1.0 MPa 的液控船用消防泡沫炮表示为 

PPKYC10/80。 

示例3：喷射介质为水或泡沫混合液，水额定流量 40 L/s，泡沫混合液额定流量 40 L/s，额定工作压力 0.8 MPa 的电

控固定式两用消防炮表示为 PLKD8/40。 

示例4：喷射介质分别为泡沫混合液和干粉，泡沫混合液额定流量为 50 L/s，额定工作压力为 1.0 MPa，消防干粉炮

有效喷射速率为 25 kg/s，工作压力范围 0.5MPa~1.5 MPa 的手动固定式组合消防炮表示为 PZ10·5~15/50·25。 

示例5：喷射介质为泡沫混合液，额定流量为 80 L/s，额定工作压力为 1.2MPa,，回转方式为气动的固定自吸式消防

泡沫炮表示为 PPKQ12/80。 

示例6：喷射介质为水，额定工作压力 1.0 MPa，额定流量 60 L/s，具有喷雾功能的固定式手动消防炮表示为

PS10/60W。 

示例7：喷射介质为水，额定流量 60 L/s，额定工作压 1.0 MPa，具有隔爆功能的移动式电控自摆消防炮表示为

PSKDY10/60BG。 

5 性能要求 

5.1 外观和材料 

5.1.1 铸件表面应光洁，无裂纹、气孔、缩孔、砂眼等影响强度及性能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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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焊缝应平整均匀，不应有未焊透、烧穿、疤瘤及其他有损强度和外观质量的缺陷。 

5.1.3 电镀件表面应无明显气泡、碰伤、漏镀等缺陷。 

5.1.4 消防炮外表面的涂漆层应光洁均匀，无气泡、明显流痕、龟裂等影响外观质量的缺陷。 

5.1.5 消防炮铭牌应字体清晰、可识。 

5.1.6 消防炮应采用铜或耐腐蚀性能不低于 1Cr18Ni9Ti 不锈钢等耐腐蚀材料制造，采用其他材料制造

的应进行防腐蚀处理，使其满足相应使用环境和介质的防腐要求，进行盐雾腐蚀试验后，应能正常操作

使用，且无起层、剥落或肉眼可见的点蚀凹坑。 

5.2 零部件性能 

5.2.1 具有隔爆要求的消防炮应符合 GB 3836.2 的有关规定。 

5.2.2 便携移动式消防炮和手抬移动式消防炮应配备 2 根安全绳或安全带，单根安全绳（带）的长度

不应小于 10 m。 

5.2.3 具有自动放余水功能的消防炮，在喷射后，应能在 3 min 内排尽炮身内余水。 

5.2.4 消防炮应在炮进口主流道的适当位置设置压力表，压力表精度不低于 2.5 级。 

5.3 操作性能 

5.3.1 远控消防炮应设置手动操作机构。 

5.3.2 消防炮的水平回转机构、俯仰回转机构、直流喷雾转换机构、各控制手柄（轮）应操作灵活，传动

机构安全可靠。消防炮的俯仰回转机构应具有自锁功能或锁紧装置。 

5.3.3 自摆消防炮工作时，其自摆机构不应出现卡死现象。 

5.3.4 移动式消防炮在整个水平回转角范围内作最小仰角喷射时应稳定可靠，不应有滑移或倾翻现象。 

5.3.5 通过旋转方式进行直流和喷雾转换的消防炮，顺着消防炮水流喷射的方向看，其从直流转换为

喷雾的旋转方向应为逆时针。 

5.3.6 通过手动转换直流和喷雾功能的消防炮，在进行转换操作时，操作力矩不应大于 15 N·m。 

5.3.7 通过手轮进行水平俯仰回转手动操作的，操作力矩不应大于 15 N·m；通过操作杆进行水平俯仰

回转手动操作的，操作力矩不应大于 20 N·m。 

5.3.8 对于喷雾角连续可调的消防炮，其连续可调喷雾角至少满足 0°～90°可调，并能实现喷雾角的连

续转换。 

5.3.9 消防炮水平回转角和俯仰回转角（自摆消防炮和脉冲消防水炮除外）应分别符合表 1、表 2 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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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消防炮水平回转角 

类型 按使用方式分类 水平回转角 

固定式消防炮 

地面固定式消防炮 ≥180° 

举高固定式消防炮 

 

≥180° 

常规消防车车载消防炮 ≥270° 

举高消防车车载消防炮 ≥90° 

移动式消防炮 

便携移动式消防炮 ≥20° 

手抬移动式消防炮 ≥90° 

拖车移动式消防炮 ≥90° 

表2 消防炮俯仰回转角 

类型 使用方式 最小俯角 最大仰角 

固定式消防炮 

地面固定式消防炮 ≤－15° ≥＋60° 

举高固定式消防炮 ≤－70° ≥＋40° 

常规消防车车载消防炮 ≤－15° ≥＋45° 

举高消防车车载消防炮 ≤－45° ≥＋30° 

移动式消防炮 
常规移动式消防炮仰角至少满足+30°~+70°的范围 

拖车移动式消防炮仰角至少满足 0°~+45°的范围 

5.3.10 自摆消防炮的自摆角和自摆频率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3 自摆消防炮自摆角和自摆频率 

类型 自摆角 α 
自摆频率 

次/min 

固定式自摆消防炮 α≥40° 
制造商公布值×（1±20%） 

移动式自摆消防炮 20°≤α≤40° 

5.4 喷射性能 

5.4.1 消防水炮的喷射性能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GB 19156—XXXX 

8 

表4 消防水炮喷射性能参数 

流量 

L/s 

额定工作压力 

MPa 

射程 

m 
流量允差 

20 

0.6 

0.8 

1.0 

≥50 

+10％ 

25 ≥55 

30 ≥60 

40 ≥65 

50 ≥70 

60 

0.8 

1.0 

1.2 

≥75 

70 ≥80 

80 ≥85 

100 ≥90 

120 ≥95 

150 

1.0 

1.2 

1.4 

≥100 

180 ≥105 

200 ≥110 

250 ≥115 

≥300 ≥120 

5.4.2 消防泡沫炮的喷射性能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表5 消防泡沫炮喷射性能参数 

泡沫混合液流量 

L/s 

额定工作压力 

MPa 

射程 

m 
流量允差 

发泡倍数 

（20℃时） 

25％析液时间 

（20℃时） 

s 

泡沫液混合比 

24 

0.6 

0.8 

1.0 

≥42 

+10% ≥6  ≥150 

6％～7％ 

或 3％～3.9％ 

或制造商公布值 a 

32 ≥48 

40 ≥55 

48 ≥60 

64 

0.8 

1.0 

1.2 

≥70 

70 ≥75 

80 ≥80 

100 ≥85 

120 ≥90 

150 

1.0 

1.2 

1.4 

≥95 

180 ≥100 

200 ≥105 

＞200 ≥105 

a 
当泡沫液混合比≥ 1%时，制造商公布值的允许范围应为： 

混合比额定值≤制造商公布值≤（混合比额定值×130%）和（混合比额定值＋1%）之中的较小值。 

当混合比＜1%时，制造商公布值的允许范围应为： 

混合比额定值≤制造商公布值≤（混合比额定值×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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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消防泡沫炮喷射中倍泡沫时，压力、流量、混合比应符合表 5 规定，射程应符合表 5 射程的 70%，

发泡倍数应大于 20，50%析液时间（20℃时）应不小于 300s。 

5.4.4 消防干粉炮的性能参数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表6 消防干粉炮喷射性能参数 

平均喷射速率  

kg/s 

平均喷射速率范围 E 

kg/s 

工作压力范围 a 

MPa 

有效射程 

m 

10 10≤E＜20 

0.5~1.7 

≥18 

20 20≤E＜25 ≥20 

25 25≤E＜30 ≥30 

30 30≤E＜35 ≥35 

35 35≤E＜40 ≥38 

40 40≤E＜45 ≥40 

45 45≤E＜50 ≥45 

≥50 E≥50 ≥50 

a
消防干粉炮工作压力范围的上限可采用制造商公布值。 

5.4.5 脉冲消防水炮的性能参数应符合表 7 的规定。 

表7 脉冲消防水炮喷射性能 

单次喷射量 

L/次 

额定工作压力 

MPa 

射程 

m 

8 

制造商公布值 ≥制造商公布值 

12 

16 

20 

24 

28 

＞28 

5.4.6 两用消防炮的喷射性能应符合表 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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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两用消防炮喷射性能参数 

泡沫混合液流量

L/s 

额定工作压力 

MPa 

射程 a 

m 流量允差 
发泡倍数 

（20 ℃时） 

25％析液时间  

（20 ℃时） 

s 

混合比 

低倍泡沫 水 

24 

0.6 

0.8 

1.0 

≥42 ≥55 

+10% ≥6 ≥150 

6％～7％或 

3％～3.9％

或制造商公

布值 b 

32 ≥48 ≥60 

40 ≥55 ≥65 

48 ≥60 ≥70 

64 

0.8 

1.0 

1.2 

≥70 ≥75 

70 ≥75 ≥80 

80 ≥80 ≥85 

100 ≥85 ≥90 

120 ≥90 ≥95 

150 

1.0 

1.2 

1.4 

≥95 ≥100 

180 ≥100 ≥105 

200 ≥105 ≥110 

＞200 ≥105 ≥110 

a  自吸式两用消防炮的射程可以比表中规定的射程小10％。 

  b  当泡沫液混合比≥ 1%时，制造商公布值的允许范围应为： 

    混合比额定值≤制造商公布值≤（混合比额定值×130%）和（混合比额定值＋1%）之中的较小值。 

当混合比＜1%时，制造商公布值的允许范围应为： 

混合比额定值≤制造商公布值≤（混合比额定值×140%）。 

5.4.7 组合消防炮的喷射性能应分别符合表 4、表 5、表 6、表 8 的规定。 

5.4.8 对于流量可调的消防炮，在不同额定工况的喷射性能应分别符合表 4、表 5、表 8 的规定。 

5.5 水压密封性能 

消防炮的受压部分（消防泡沫炮炮筒除外）进行水压密封试验后，各连接部位应无渗漏现象。 

5.6 水压强度性能 

消防炮的受压部分（消防泡沫炮炮筒除外）进行水压强度试验后，炮体不应有渗漏、裂纹及永久变

形等缺陷。 

5.7 高低温性能 

消防炮进行高低温试验后, 应能正常工作。 

5.8 远控消防炮性能 

5.8.1 远控消防炮控制性能 

5.8.1.1 远控消防炮从无线遥控器或控制器启动至消防炮动作的响应时间应小于 5 s。 

5.8.1.2 远控消防炮的无线遥控距离不应小于 15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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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3 车载远控消防炮控制器到消防炮的有线控制距离不应小于制造商公布值，其他远控消防炮控

制器到消防炮的有线控制距离不应小于 200 m。 

5.8.2 无线遥控器和手持式控制器性能 

5.8.2.1 无线遥控器和手持式控制器应具有良好的防水密封性能，进行防水密封试验后，应能正常工

作。 

5.8.2.2 无线遥控器和手持式控制器应具有抗跌落性能，进行跌落试验后，应能正常工作。 

5.8.3 动力源性能 

5.8.3.1 防水密封性能 

动力源应具有良好的防水密封性能，进行防水密封试验后，应能正常工作。 

5.8.3.2 连续工作时间 

动力源的连续工作时间不应小于3 h。 

5.8.3.3 电动动力源 

5.8.3.3.1 绝缘电阻 

电动动力源应进行绝缘电阻的试验。电动动力源的外部带电端子与机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20 

MΩ。 

5.8.3.3.2 介电强度 

电动动力源应进行介电强度的试验，不应发生击穿或闪络现象。 

5.8.3.4 液压动力源 

液压动力源应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能，进行密封性能试验后，各连接部位、密封件应无渗漏现象。 

5.8.3.5 气压动力源 

气压动力源应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能，进行密封性能试验后，各连接部位、密封件应无漏气现象。 

5.9 消防炮拖车 

消防炮拖车的性能要求，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5.10 标志 

产品应设有永久性中文铭牌，标志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 

b) 型号； 

c) 额定工作压力或工作压力范围（MPa）、额定流量（L/s）或额定干粉平均喷射速率（kg/s）或

单次喷射量（L/次）及允许最大工作压力（MPa）； 

d) 制造日期，出厂编号；  

e) 厂名； 

f) 执行产品标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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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对于流量可调式消防炮，应有流量刻度值（L/s）的永久性标记。 

5.11 使用说明书 

产品应附有中文使用说明书，其内容应包括主要技术参数、维护保养、操作程序及注意事项。 

6 试验方法 

6.1 外观和材料查验 

6.1.1 外观检查 

目测检查消防炮外观质量，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5.1.1~5.1.4的规定。 

6.1.2 盐雾腐蚀试验  

6.1.2.1 试验前对消防炮表面作仔细清洗，不得留有油腻、污物。清洗时不准使用磨料或溶剂。消防

炮在试验箱内不能互相接触，也不能与箱壁接触。  

6.1.2.2 试验周期为 120 h。试验中必须防止盐溶液直接冲击消防炮表面。试件从试验箱内取出后，应

用不超过 38℃的清水冲洗，待干燥后检查消防炮及附件表面腐蚀情况，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1.5 和

5.1.6 的规定。  

6.1.2.3 盐雾腐蚀试验的试验条件应符合下述规定：  

a) 氯化钠溶液浓度为 50 g/L±1 g/L；  

b) 25℃时的 pH 值应保持在 6.5～7.2 范围内；  

c) 喷雾速率为 1 mL/h～2 mL/h（有效面积为 80 cm
2 的收集器，放入试验箱内 24 h 所测量的平均

喷雾速率）；  

d) 试验箱内的温度应保持在 35℃±5℃；  

e) 试验周期内喷雾不得中断，除了在检查或其他必要操作时才可短时打开试验箱，但不应触摸消

防炮表面。 

6.2 零部件性能试验 

6.2.1 隔爆性能查验 

查看隔爆型电器设备的“防爆合格证”，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5.2.1的规定。 

6.2.2 安全绳（带）长度检查 

用卷尺测量安全绳（带）的长度，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2.2的规定。 

6.2.3 自动放余水功能试验 

消防炮喷射后，静置于平坦地面并开始记时，记录排尽炮身内余水所用时间，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

合5.2.3的规定。 

6.2.4 压力表 

目测检查消防炮压力表，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5.2.4的规定。 

6.3 操作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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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目测检查远控消防炮，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5.3.1 的规定。 

6.3.2 对消防炮动作机构进行检查，在无工作压力条件下连续进行 30 次水平回转操作和俯仰回转操

作，具有直流喷雾功能的消防炮连续进行 30 次直流喷雾转换操作，再在最大工作压力条件下连续进行

5 次水平回转操作和俯仰回转操作，具有直流喷雾功能的消防炮连续进行 5 次直流喷雾转换操作，判断

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3.2 的规定。 

6.3.3 对自摆消防炮动作机构进行检查，连续进行 30 次往复摆动操作，再在额定工作压力下，将自摆

消防炮自摆角调至最大，连续进行 5 次往复摆动操作，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3.3 的规定。 

6.3.4 在最大工作压力下对移动式消防炮稳定性进行检查，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3.4 的规定。 

6.3.5 进行消防炮直流喷雾转换操作，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3.5 的规定。 

6.3.6 消防炮在额定工作压力下进行喷射，用三等标准测力计分别测量其直流到喷雾转换和喷雾到直

流转换的操作力，并计算其操作力矩，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3.6 的规定。 

6.3.7 消防炮在额定工作压力下进行喷射，用三等标准测力计分别测量其水平回转和俯仰回转的操作

力，并计算其操作力矩，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3.7 的规定。 

6.3.8 将测角规的两边分别与消防炮的喷雾边缘相重合，测角规两边的夹角即为喷雾角，判断试验结

果是否符合 5.3.8 的规定。 

6.3.9 用角度仪测量消防炮的水平回转角和俯仰回转角，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3.9 的规定。 

6.3.10 将测角规的两边分别与消防炮自摆两端极限位置时的炮出口中心线相重合，测角规两边的夹角

即为自摆角。用秒表记录自摆消防炮往复摆动 10 次所需时间，计算自摆消防炮自摆频率，判断试验结

果是否符合 5.3.10 的规定。 

6.4 喷射性能试验 

6.4.1 流量试验 

6.4.1.1 消防水炮和消防泡沫炮流量的测量 

6.4.1.1.1 根据消防水炮或消防泡沫炮的流量选择适宜的计量罐的容积，启动水泵使消防水炮或消防

泡沫炮喷射，待达到额定喷射压力并稳定后，转向计量罐内喷射，喷射时间不少于 30 s，立即移开，然

后测出计量罐内水的体积或质量，并计算出消防水炮或消防泡沫炮的流量。测量消防泡沫炮的流量时，

可以用水代替泡沫混合液。 

6.4.1.1.2 用标定的流量计直接测量流量。 

6.4.1.1.3 按照 6.4.1.1.1 或 6.4.1.1.2 规定的试验方法测量，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4.1~5.4.3、

5.4.6~5.4.8 的规定。以流量计测量法作为仲裁方法。 

6.4.1.2 消防干粉炮的平均喷射速率试验 

6.4.1.2.1 试验条件 

    试验场地应平坦，有足够的长度和宽度，试验时风速小于 2 m/s，气温在 0℃～30℃范围内。将干

粉装入干粉罐内，停放 12 h 以上。喷射用驱动气体应采用符合 GB/T 3864 规定的氮气。喷射用干粉应

符合 GB 4066.1、GB 4066.2 或 GA 57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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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2.2 场地布置 

    以水平放置的消防干粉炮炮口中心作铅垂线与地面的交点为原点；顺风方向布置受粉盘，在有效射

程基准值的 60％~150％范围内每隔 2 m 放置一个，各受粉盘与原点联成一条直线；在联线的左、右平

行的各布置 3 行，各行间距为 2 m，呈互相垂直的网格布置。受粉盘为正方形，其规格应一致。边长为

400 mm±10mm，高度为 40 mm±5mm。 

6.4.1.2.3 平均喷射速率测定 

调整消防干粉炮的轴线与水平线的夹角至0°±1°，调整炮出口端中线至地面的高度为1 m，消防干粉

炮进口的压力到规定的最大工作压力后，喷射干粉并开始计时，待消防干粉炮进口压力降到0.5MPa时

停止喷射干粉，记录有效喷射时间。 

按式（1）计算平均喷射速率。 

T

QQ
E e


 0 ……………………………………………（1） 

式中： 

E ――平均喷射速率，单位为千克每秒（kg/s）； 

0
Q

――干粉装填量，单位为千克（kg）； 

e
Q

――剩余干粉质量，单位为千克（kg）； 

T ――有效喷射时间，单位为秒（s）。 

    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4.4、5.4.7 的规定。 

6.4.1.3 脉冲消防水炮单次喷射量试验 

6.4.1.3.1 试验应在室内或室外风速小于 1m/s 且地面干燥情况下进行。 

6.4.1.3.2 将脉冲消防水炮的水箱加满水，拧紧水箱盖。气瓶充压至额定工作压力。 

6.4.1.3.3 打开气瓶阀门，气瓶中的压缩空气经减压阀分别向脉冲消防水炮和水箱充气。 

6.4.1.3.4 将脉冲消防水炮出口斜向上 30°。打开脉冲消防水炮水阀，向脉冲消防水炮蓄水筒充水，

待少量水从脉冲消防水炮出口喷出时，蓄水筒充满后，关闭水阀。  

6.4.1.3.5 保持脉冲消防水炮口水平并击发，喷射口离地面不超过 3 m。 

6.4.1.3.6 重复 6.4.1.3.4，6.4.1.3.5 的操作，击发 10 次。 

6.4.1.3.7 按式（2）计算单次喷射量。 

10

0 eVV
V


 ……………………………………………（2）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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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单发喷射量，单位为升每发（L/发）； 

0
V

――水装填量，单位为升（L）； 

e
V

――剩余水量，单位为升（L）。 

    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4.5、5.4.7 的规定。 

6.4.2 射程试验 

6.4.2.1 消防水炮和消防泡沫炮射程的测量 

6.4.2.1.1 试验条件 

消防水炮和消防泡沫炮射程的测量须在平坦的场地上进行。试验时在炮的进口处装一压力表，压力

表精度不低于 1.6级。消防水炮或消防泡沫炮的仰角为 30°±2°，消防水炮或消防泡沫炮出口离地面距

离不超过3 m，顺风向喷射，风速小于2 m/s，以消防水炮或消防泡沫炮出口铅垂线与地面交点为原点（起

始点）测量射程。 

6.4.2.1.2 试验操作 

启动水泵使消防水炮或消防泡沫炮顺风喷射，当消防水炮或消防泡沫炮进口压力达到额定工作压力

并稳定后，用秒表测定不少于10 s时间连续洒落介质的最远点，该点至原点之间的距离即为消防水炮或

消防泡沫炮的射程。 

    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4.1~5.4.3、5.4.6~5.4.8 的规定。 

6.4.2.2 消防干粉炮有效射程的测量 

    按照 6.4.1.2 的规定进行试验，分别称出各受粉盘中干粉的质量，求出每排七个受粉盘内干粉质量

之和，作出每排接粉量与到原点距离的关系曲线，质量最大的一排至原点的距离即为消防干粉炮的有效

射程，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4.4、5.4.7 的规定。 

6.4.2.3 脉冲消防水炮射程的测量 

    按照 6.4.1.3 的规定进行试验，击发 10 次。测出喷射水雾散落密集处中心至喷射口中心在地面上的

垂直投影点之间的水平距离，即为脉冲消防水炮的射程，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4.5、5.4.7 的规定。 

6.4.3 混合比的测定 

6.4.3.1 额定混合比在 1%以上（含 1%）的泡沫液，采用折光仪测定混合比。具体方法如下：  

——用滴管取试验用 1％型泡沫液，分别向三只 100 mL 的量筒内滴入 1 mL、2 mL、3 mL 泡沫液，

然后将试验用水加入各量筒至 100 mL，制成 1％、2％、3％标准浓度的混合液，充分混合，

分别用折光仪读出折光系数，在坐标纸上做出折光系数与混合液浓度的标定曲线。用 6.4.4 的

析出液作为试样，在折光仪上读出刻度数，从标定曲线上查得试样的混合比，判断试验结果

是否符合 5.4.2~5.4.3、5.4.6~5.4.8 的规定。如采用电导率仪测定，其标定和比对方式同低于 1%

型的泡沫液； 

——用滴管取试验用 3％型泡沫液，分别向三只 100mL 的量筒内滴入 1 mL、3 mL、5 mL 泡沫液，

然后将试验用水加入各量筒至 100 mL，制成 1％、3％、5％标准浓度的混合液，充分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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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用折光仪读出折光系数，在坐标纸上做出折光系数与混合液浓度的标定曲线。用 6.4.4 的

析出液作为试样，在折光仪上读出刻度数，从标定曲线上查得试样的混合比，判断试验结果

是否符合 5.4.2~5.4.3、5.4.6~5.4.8 的规定； 

——用滴管取试验用 6％型泡沫液，分别向三只 100 mL 的量筒内滴入 3 mL、6 mL、9 mL 泡沫液，

然后将试验用水加入各量筒至 100 mL，制成 3％、6％、9％标准浓度的混合液，充分混合，

分别用折光仪读出折光系数，在坐标纸上做出折光系数与混合液浓度的标定曲线。用 6.4.4 的

析出液作为试样，在折光仪上读出刻度数，从标定曲线上查得试样的混合比，判断试验结果

是否符合 5.4.2~5.4.3、5.4.6~5.4.8 的规定。 

6.4.3.2 额定混合比在 1%以下的泡沫液，采用电导率仪测定混合比。具体方法如下：  

——用滴管取试验用泡沫液按 0.2％、0.3％、0.5％、0.7％、0.9％、1.0％的标准浓度分别配制标准

混合液，用电导率仪测出相应的电导率值作为标准值。在坐标纸上做出电导率与混合液浓度

的标定曲线。用 6.4.4 的析出液作为试样，在电导率仪上读出刻度数，从标定曲线上查得试样

的混合比，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4.2~5.4.3、5.4.6~5.4.8 的规定。也可采用分别测量水流量

和泡沫液流量然后进行计算的方法，对混合比精度进行测试。 

6.4.4 发泡倍数和析液时间的测定 

6.4.4.1 专用试验装置 

6.4.4.1.1 低倍泡沫采集器的构造及主要尺寸如图 3。采集器用厚 2 mm的铝板制成。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泡沫采集板； 

2——泡沫挡板； 

3——支架； 

4——析液测定器支架。 

图 3 低倍泡沫采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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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倍泡沫接受器的构造及主要尺寸如图4。低倍泡沫接受器本体厚0.5 mm，容积为1600 mL ±20 

mL，底部中央出液圆管的通径为6.4 mm。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低倍泡沫接受器； 

2——滤网、孔径为 0.125 mm； 

3——析液接收罐。 

图 4 低倍泡沫接受器 

6.4.4.1.2 中倍泡沫接受器的构造及主要尺寸如图 5。 

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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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筒体； 

2——把手； 

3——析液小孔； 

4——弹簧销（2—φ6）； 

3——析液接受器。 

图5 中倍泡沫接受器 

6.4.4.2 试验步骤 

6.4.4.2.1 取样 

消防泡沫炮先向其他方向喷射，待达到额定工作压力并稳定后再转向泡沫采集器，泡沫接受器充满

泡沫后停止喷射并开始记时，用刮片刮去顶部多余的泡沫，擦净外表面，取样即完成。 

6.4.4.2.2 发泡倍数的测定 

称量盛满泡沫的接受器的质量，用式（3）计算发泡倍数。 


ee

e

WW

V
N




'
………………………………………………（3） 

式中： 

N ——发泡倍数； 

Ve ——泡沫接受器的容积，单位为毫升（mL）； 

We′——泡沫接受器装满泡沫时的总质量，单位为克（g）； 

We ——泡沫接受器质量，单位为克（g）； 

ρ——混合液的密度，取 1.0 g/mL。 

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2~5.4.3、5.4.6~5.4.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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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2.3 25%析液时间的测定 

将量杯放在衡器（精确到 1g）上，去皮。将盛有试样的低倍泡沫接受器放在支架上，使析出液流

入量杯内，当量杯内的泡沫混合液量等于 fW 时，停止记时，记录25％析液时间，用式（4）计算 fW 。 

%25)(
'

 eef WWW ………………………………………（4） 

式中： 

fW —— 25%析液质量，单位为克（g）。 

6.4.4.2.4 50%析液时间的测定 

将量杯放在衡器（精确到 1g）上，去皮。将盛有试样的中倍泡沫接受器放在支架上，使析出液流

入量杯内，当量杯内的泡沫混合液量等于 fW 时，停止记时，记录50％析液时间，用式（5）计算 fW 。 

%50)(
'

 eef WWW ………………………………………（5） 

式中： 

fW —— 50%析液质量，单位为克（g）。 

6.4.4.2.5 试验温度影响的修正 

试验时水的温度宜控制在15 ℃～25 ℃范围内。若超出此温度范围内进行测试时，应对泡沫灭火剂

做如下修正： 

发泡倍数――当混合液温度大于20 ℃，不作修正；当混合液温度不大于20 ℃时，每降低1.7 ℃发泡

倍数增加0.1。 

25%析液时间――当混合液温度大于20 ℃，每升高1.7 ℃析液时间增加0.1 min；当混合液温度不大

于20 ℃，每降低 1.7 ℃析液时间减少 0.1 min。 

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4.2~5.4.3、5.4.6~5.4.8的规定。 

6.5 水压密封试验 

水压密封试验前，将消防炮受压部分封闭，注满水并排除空气，然后缓慢加压至标准试验压力，试

验压力取1.6 MPa和最大工作压力1.1倍两者之大值，保持3 min，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5的规定。 

6.6 水压强度试验 

水压强度试验前，将消防炮受压部分封闭，注满水并排除空气，然后缓慢加压至标准试验压力，试

验压力取2.4 MPa和最大工作压力1.5倍两者之大值，保持3 min，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6的规定。 

6.7 高低温性能试验 

6.7.1 高温性能试验 

按GB/T 2423.2进行试验，将消防炮置于高温箱内，以不大于0.5 ℃/min的升温速率，使温度升至55℃ 

±2 ℃，在此条件下存放24 h ，取出后检查，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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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低温性能试验 

按GB/T 2423.1进行试验，将干燥的消防炮置于低温箱内，在﹣30℃ ±2 ℃下存放24 h ，取出后检

查，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7的规定。 

6.8 远控消防炮性能试验 

6.8.1 远控消防炮控制性能试验 

6.8.1.1 响应时间试验 

用无线遥控器或控制器分别操作远控消防炮动作，用秒表测量从开始按下按钮至消防炮开始动作的

时间，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8.1.1的规定。 

6.8.1.2 无线遥控距离试验 

在距远控消防炮150 m处，使用无线遥控器操作远控消防炮动作，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8.1.2的

规定。 

6.8.1.3 有线控制距离试验 

6.8.1.3.1 地面固定式远控消防炮有线控制距离试验 

将控制器与地面固定式远控消防炮用长200 m的控制线连接，用控制器操作远控消防炮的动作，判

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8.1.3的规定。 

6.8.1.3.2 车载远控消防炮有线控制距离试验 

将控制器与车载远控消防炮用符合制造商公布长度的控制线连接，用控制器操作远控消防炮的动

作，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8.1.3的规定。 

6.8.2 无线遥控器和手持式控制器性能试验 

6.8.2.1 防水密封试验 

防水密封试验采用人工喷水方式进行，防水密封架尺寸应大于被测无线遥控器和手持式控制器尺

寸，防水密封架两侧装有供水管，供水管上以250 mm间距安装淋水喷头，上方供水管可以上、下移动，

喷头以45º方向朝向无线遥控器和手持式控制器，下方供水管固定，两侧以250 mm间距安装朝向无线遥

控器和手持式控制器的淋水喷头。试验时将无线遥控器和手持式控制器置于防水密封架内，调整防水密

封架上方供水管使喷头距无线遥控器和手持式控制器二侧上方300mm，开启供水泵以0.12mm/s的喷水速

率向防水密封架供水，试验时间为15 min。停止喷水后检查无线遥控器和手持式控制器，判断试验结果

是否符合5.8.2.1的规定。 

6.8.2.2 跌落试验 

将无线遥控器或手持式控制器以水平和垂直的初始位置，从离地1.5 m±0.1 m的高处（从控制器最

低点算起）自由落到混凝土地面，以上述初始位置分别坠落两次后检查器遥控器性能，判断试验结果是

否符合5.8.2.2的规定。 

6.8.3 动力源性能试验 

6.8.3.1 动力源防水密封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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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密封试验采用人工喷水方式进行试验，防水密封架尺寸应大于被测动力源尺寸，防水密封架两

侧装有供水管，供水管上以250 mm间距安装淋水喷头，上方供水管可以上、下移动，喷头以45º方向朝

向动力源，下方供水管固定，两侧以250 mm间距安装朝向动力源的淋水喷头。试验时将动力源置于防

水密封架内，调整防水密封架上方供水管使淋水喷头距动力源二侧上方300 mm，开启供水泵以0.12 mm/s

的喷水速率向防水密封架供水，试验时间为15 min。停止喷水后检查动力源，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8.3.1的规定。 

6.8.3.2 动力源连续工作时间试验 

将动力源充满电或将燃料箱加注满，用动力源驱动消防炮连续进行水平回转或俯仰回转动作，判断

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8.3.2的规定。 

6.8.3.3 电动动力源性能试验 

6.8.3.3.1 绝缘电阻 

采用兆欧表在有绝缘要求的外部带电端子与机壳之间施加500 V±50 V直流电压，持续60 s。测量其

电阻值，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8.3.3.1的规定。 

6.8.3.3.2 介电强度试验 

采用耐压测试仪在带电回路与金属外壳（或地）之间，施加1500 V，频率为50 Hz，历时1 min的耐

压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8.3.3.2的规定。 

6.8.3.4 液压动力源性能试验 

将液压设备液压源的一端安装在试验管网上，用闷盖或其他工具堵塞其余出口端，排除管网中的空

气，然后加压，压力从零开始以不超过0.1 MPa/s的速率升压到液压动力源额定工作压力的1.1倍，保持5 

min，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8.3.4的规定。 

6.8.3.5 气压动力源性能试验 

将气压设备气压源的一端安装在试验管网上，用闷盖或其他工具堵塞其余出口端，然后加气，压力

从零开始以不超过0.1 MPa/s的速率升压到气压动力源额定工作压力的1.1倍，保持5 min，判断试验结果

是否符合5.8.3.5的规定。 

6.9 消防炮拖车性能试验 

消防炮拖车的性能试验方法见附录A。 

6.10 标志检查 

目测检查产品标牌上的标志内容，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0的规定。 

6.11 使用说明书检查 

目测检查产品使用说明书的内容，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1的规定。 

7 检验规则 

7.1 出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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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消防炮出厂前应进行出厂检验。 

7.1.2 检验项目至少包括表 10 中出厂检验的内容，其结果均应符合表 10 的规定，有一项不合格，则

判该产品为不合格。 

表10 出厂检验的项目、样本大小、试验方法和判定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样本大小 试验方法 判定依据 

1 外观 全部 6.1 5.1 

2 操作性能 全部 6.3 5.3 

3 喷射性能 10% 6.4 5.4 

4 水压密封性能 全部 6.5 5.5 

5 水压强度性能 全部 6.6 5.6 

6 标志 全部 6.10 5.10 

7 使用说明书 全部 6.11 5.11 

7.2 型式检验 

7.2.1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试制定型； 

——消防产品市场准入规则有要求时；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产品停产二年后，恢复生产； 

——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整改后；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型式试验）有较大差异时； 

——国家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型式试验）要求时; 

——用户提出进行型式检验（型式试验）的要求时。 

7.2.2 型式检验项目为 5.1～5.11规定的全部内容。 

7.2.3 型式检验的样品数为 1台。 

7.2.4 型式检验项目应全部符合本标准，有一项不合格，则判该产品为不合格。 

8 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包装 

8.1.1 产品包装随带的文件应齐全，包括使用说明书、合格证、装箱单、随机备附件清单等。 

8.1.2 包装采用塑料薄膜包装后，再用木箱包装，标明注意事项。 

8.2 运输 

产品在运输时应按规定部位起吊，避免碰撞损坏。 

8.3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阴凉干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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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消防炮拖车 

A.1 定义 

消防炮拖车为拖挂在车辆后面，用于安装和牵引消防炮的可移动装置。 

A.2 性能要求 

A.2.1 示廓灯 

消防炮拖车应设置示廓灯。 

A.2.2 消防炮拖车宽度 

消防炮拖车宽度不应大于2.5m。 

A.2.3 转向性能 

A.2.3.1 牵引车牵引消防炮拖车在最小转弯半径行驶时，应保证车轮无侧滑，牵引车与消防炮拖车不

应有干涉和损坏现象。 

A.2.3.2 消防炮拖车的转向机构应保证牵引车和消防炮拖车正常倒车，相互之间不应有干涉和损坏的

现象。 

A.2.4 爬坡能力 

在牵引车牵引下，消防炮拖车应能爬上30%的坡度，进行爬坡能力试验时消防炮拖车与牵引车或地

面不应有干涉和损坏现象。 

A.2.5 制动装置 

消防炮拖车应设置停车制动器，制动时应可靠稳定。 

A.2.6 支承装置 

A.2.6.1 消防炮拖车支承装置支起、回收应灵活可靠。 

A.2.6.2 消防炮拖车支承装置在行驶时应能回收且不应自行下落。 

A.2.6.3 消防炮拖车支承装置在回收状态时的离地间隙不小于拖车最小离地间隙。 

A.2.6.4 消防炮拖车各连接件、紧固件、自锁装置应装配牢固，管路应固定可靠。 

A.2.7 拖挂装置 

拖挂装置应带有缓冲装置，且摘挂灵活，安全可靠。 

A.2.8 行驶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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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炮拖车行驶1500 km后，制动装置、支承装置、拖挂装置等应正常工作。 

A.3 试验方法 

A.3.1 示廓灯检查 

目测消防炮拖车，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A.2.1的规定。 

A.3.2 消防炮拖车宽度测量 

用卷尺测量消防炮拖车的宽度，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A.2.2的规定。 

A.3.3 转向性能试验 

A.3.3.1 试验场地应平整、干燥、场地面积应能保证牵引车拖挂消防炮拖车作全圆周回转。试验时牵

引车牵引消防炮拖车以最低稳定车速行驶，将方向盘逐渐转向设计允许的极限位置，然后保持方向盘不

动行驶一圈后停车，并向左向右各转一次，检查消防炮拖车行驶时状态，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A.2.3.

1的规定。 

A.3.3.2 牵引车牵引消防炮拖车以最低稳定车速倒车，将方向盘逐渐转向至设计允许的极限位置，然

后保持方向盘不动倒车行驶一圈后停车，并向左向右各转一次，检查消防炮拖车行驶时状态，判断试验

结果是否符合A.2.3.2的规定。 

A.3.4 爬坡能力试验 

牵引车牵引消防炮拖车沿30%坡度坡道向上行驶，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A.2.4的规定。 

A.3.5 制动装置检查 

目测检查消防炮拖车制动装置，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A.2.5的规定。 

A.3.6 支承装置性能试验 

对消防炮拖车进行支起和回收操作，检查导向支承装置的动作，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A.2.6的规

定。 

A.3.7 拖挂装置性能试验 

目测检查消防炮拖车拖挂装置，并进行5次摘挂操作，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A.2.7的规定。 

A.3.8 拖行试验 

牵引车牵引消防炮拖车行驶1500 km后，检查消防炮拖车的制动装置、支承装置和拖挂装置，判断

试验结果是否符合A.2.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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