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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GB 16914-2012《燃气燃烧器具安全技术条件》，与 GB 16914-2012 相比，除编辑性修

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范围”增加了不适用内容（见第 1 章）；

——增加了燃具的正常使用是在“使用年限内”的限定（见 2.1、3.3.1.1）；

——增加了“风险分析要求”（见 3.1.2）；

——增加了“风险解决方案的基本顺序和原则” （见 3.1.3）；

——增加了“不仅应考虑燃具预期的使用，还应考虑可合理预见的使用”的基本要求（见 3.1.4.2）；

——增加了说明书中应具备的“相关安装接口的信息” （见 3.1.4.3）

——增加了说明书说明信息包括“需要额外说明的安全维护事项和某些由专业人员进行的事项”

（见 3.1.4.4）；

——修改了燃具上的安全警示内容，包装上标示内容增加燃气额定压力，燃具型号（见 3.1.4.6，

2012 年版的 3.1.2.3）；

——增加了“铭牌要求”（见 3.1.5）；

——增加了“应避免因电气危险引起任何燃气相关的风险”的要求（见 3.3.1.7）；

——增加了“考虑电磁兼容风险要求” （见 3.3.1.14）；

——明确了防止泄漏燃气室内积聚的燃具类别为室内使用的燃具（见 3.3.2.3，2012 年版的

3.3.2.3）

——增加了交叉点火的要求（见 3.3.3）；

——删除了独立无烟道的家用燃气取暖器等燃具的排放要求（见 2012 年版的 3.3.4.4）；

——增加了防止一氧化碳和其他有害燃烧产物的聚集的要求（见 3.3.4.4）；

——增加了燃具外部部件表面温度应考虑对儿童和老人伤害影响的要求（见 3.3.6.3）。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16914-1997；

——GB 16914-2003；

——GB 1691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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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保护人身健康与生命财产安全，防止燃气燃烧器、燃烧器具/设备及其配件投放市场与自由流

通、要求等基本安全技术内容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事故和危害，提高能源效率利用，加强相应管理，

适应贸易需要，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是燃气燃烧器、燃烧器具/设备及其配件投放市场符合的安全技术基本要求,也是燃气燃烧

器、燃烧器具/设备及其配件标准中所规定的安全技术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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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燃烧器具安全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燃气燃烧器、燃烧器具/设备（以下简称燃具）及其配件（以下简称配件）投放市场与

自由流通、要求等基本安全技术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以城镇燃气为燃料的家用和商用燃具及配件。

本标准不适用于于移动交通工具上使用的燃具，以及专门针对工业生产工艺过程或实验室研究等特

定用途或目的设计的燃具。

2 投放市场与自由流通

2.1 燃具和配件在投放市场和投入使用前应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其在正常使用时，不会危及人身健康

和财产安全。

注：燃具“正常使用”是指燃具处于下述使用条件：

a) 按安装说明书正确安装并定期正确维护；

b) 在符合标准要求的燃气质量变化和供气压力波动范围内使用；

c) 在燃具使用年限内，按燃具的预定用途正确使用或能够合理地按预期的方式正确使用。

2.2 燃具和配件专用标准应包括第 3 章规定的要求，并应列出符合并支持第 3 章要求的条款对应表。

2.3 投放市场与自由流通的燃具和配件产品应符合第 3 章的要求。

2.4 燃具和配件经检验证明符合国家相关产品标准后方可投放市场与自由流通。

2.5 燃具和配件在正常使用中，经证明产品存在缺陷，危及人身健康和财产安全或燃具和配件的安全

性能受到损害时，应禁止或限制其继续投放市场和投入使用

3 要求

3.1 一般要求

3.1.1 设计和制造

燃具的设计和制造应确保按正常使用时操作安全，不应危及人身健康和财产安全。配件的设计和

制造应便于组装或装配至燃具中，正确地实现预期用途 。

3.1.2 风险分析

制造商应对燃具或配件的风险进行分析，以确定燃具或配件的风险，并应在考虑风险的基础上进

行设计和制造。

3.1.3 风险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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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应按以下顺序和原则确定最合适的风险解决方案：

a) 尽可能消除或减少风险(固有安全设计和制造)；

b) 对不能消除的风险采取保护措施；

c) 告知用户由于所采取的保护措施缺陷而产生的剩余风险，并说明是否需要额外的预防措施。

3.1.4 燃具说明书和安全警示

3.1.4.1 燃具投放市场时应附带用规范汉字说明的供安装人员使用的技术说明书，供用户使用的使用、

维护说明书以及安全警示。

3.1.4.2 在设计、制造和起草说明书时，制造商不仅应考虑燃具预期的使用，还应考虑可合理预见的

使用。

3.1.4.3 供安装人员使用的技术说明书除应包括安装、调试、维修及操作安全所需的详细说明外，还

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所用燃气类别；

b) 所用燃气额定压力；

c) 使用交流电的燃具/配件，应标明电压、频率、功率和接地措施等相关安全信息；

d) 通风条件，应确保燃烧所需空气的供给和避免危险的未燃气体混合物积聚；

e) 燃烧产物排放条件；

f) 相关安装接口的信息。

3.1.4.4 供用户使用和维修的说明书应包括对使用限制、安装环境及通风要求以及其他安全使用相关

的信息，包括需要额外说明的安全维护事项和某些由专业人员进行的事项。

3.1.4.5 燃具配件应附带提供安装、调试、操作和维修的相关说明。

3.1.4.6 燃具上应清楚标出所适用的燃气类别、燃气额定压力和任何使用限制相关的安全警示，尤其

是只应安装在有足够通风条件区域的限制，以确保风险最小化。包装上应清楚标出所适用的燃气类别、

燃气额定压力，燃具型号。

3.1.5 铭牌

3.1.5.1 燃具和配件上应加贴铭牌，且铭牌内容应清晰可见、易于识别、不易磨灭。

3.1.5.2 铭牌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a) 适用的燃气类别及压力；

b) 产品名称和型号；

c) 电源类型及参数；

d) 生产编号或日期；

e) 制造商名称；

f) 执行标准。

3.2 材料

3.2.1 材料应适合其预定用途，应能经受住预期的工艺、化学腐蚀和高温等影响。

3.2.2 涉及安全的重要材料，其特性应由燃具制造商和材料供应企业予以保证。

3.3 设计和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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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下属各级条款所规定的燃具的相关要求也适用于配件。

3.3.1 总则

3.3.1.1 在燃具使用年限内正常使用时，应保证稳定、可靠，其整体结构和配件不应有危及安全的不

稳定、变形、泄漏或磨损等情况的发生。

3.3.1.2 燃具在启动或使用过程中，烟气中产生的冷凝水应保证在燃具使用年限内不应影响其整机运

行安全性，排放的冷凝水不得对排放管道或场地造成腐蚀。

3.3.1.3 燃具的设计和制造应把发生外来火灾引起爆炸的危险降至最低限度。

3.3.1.4 燃具的设计和制造应确保水和空气不会进入燃气系统。

3.3.1.5 当辅助能源正常波动时，应确保燃具安全运行。

3.3.1.6 当辅助能源异常波动、中断或恢复供应时，应确保燃具处于安全状态。

3.3.1.7 燃具的设计和制造应避免发生电气事故，燃具和配件电气设计应符合相关安全要求，应避免

因电气危险引起任何燃气相关的风险。（E/E/EP）

3.3.1.8 燃具所有的承压部件，应能承受机械应力和热应力，在使用期限内不得产生任何影响安全的

变形。

3.3.1.9 燃具应保证当安全、控制或调节装置发生故障时不会导致不安全的情况发生。

3.3.1.10 当燃具装有安全装置和控制装置时,应保证控制装置的功能不影响安全装置的正常功能。

3.3.1.11 燃具中在制造阶段已设定或调整好，且不允许用户和安装人员操作的部件，应采取锁定、漆

封或其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

3.3.1.12 可由用户调节的调节装置和其他控制、设定装置，其设计应能避免发生误操作，并应具有防

止误操作的明显标识和说明，且各部件动作应准确、灵活、安全可靠。

3.3.1.13 燃具进气口与燃气管道的连接应采用螺纹或具有防脱结构的连接型式。

3.3.1.14 燃具的设计和制造应考虑避免因电磁影响引起的危险，并应排除与燃气有关的电磁兼容风

险。

3.3.2 未燃燃气的排放

3.3.2.1 燃具的设计和制造应确保其燃气泄漏速率（泄漏量）不会造成危险。

3.3.2.2 燃具的程序和结构设计应确保任何操作状态下燃气泄漏都受到限制，并能及时的安全排除，

以避免未燃的燃气在燃具内积聚造成危险。

3.3.2.3 在室内使用的燃具应具备火焰确认功能，并应防止泄漏的燃气在室内积聚产生爆燃和中毒的

危险。

3.3.3 点火

点火装置的设计和制造应确保其在正常使用时，点火、再点火和交叉点火应安全、稳定、可靠。

3.3.4 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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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1 燃具应保证正常使用时燃烧稳定，其燃烧产物中 CO 等有害物的浓度不应影响人身健康和安

全。

3.3.4.2 与排气管或给排气管相连的燃具，其结构设计应合理，应保证在其正常使用时有效密封，不

得出现漏烟。

3.3.4.3 与外排放烟道相连的燃具，应有防倒烟的功能。

3.3.4.4 燃具应确保正常使用时不会产生一氧化碳和其他有害燃烧产物的积聚，以对所处环境中的人

身健康构成危险。

3.3.5 能源的合理利用

在充分反映技术水平并考虑安全因素的前提下，燃具应保证能源的合理利用，提高热效率；在满足

加热工艺要求前提下，应合理设计燃具的额定热负荷。

3.3.6 温度

3.3.6.1 设置在靠近地面或其他表面的燃具，其温度（含外壳、烟管等部件温度）不应对周围区域造

成危险。

3.3.6.2 燃具的按钮、旋钮、手柄等操作部件，其表面温度不应对使用者带来危险。

3.3.6.3 燃具外部部件的表面温度，除与传热有关的部分表面或部件外，在操作条件下，不应对接触

者的健康和安全造成危险，尤其是儿童和老人，对于他们应考虑适当的反应时间。

3.3.7 食品和生活用水

与食品和生活用水相接触的材料和零部件，不应污染、影响或损害食品和生活用水的质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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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12　可由用户调节的调节装置和其他控制、设定装置，其设计应能避免发生误操作，并应具有防止误操作的明显标识和
	3.3.1.13　燃具进气口与燃气管道的连接应采用螺纹或具有防脱结构的连接型式。
	3.3.1.14　燃具的设计和制造应考虑避免因电磁影响引起的危险，并应排除与燃气有关的电磁兼容风险。 

	3.3.2　未燃燃气的排放
	3.3.2.1　燃具的设计和制造应确保其燃气泄漏速率（泄漏量）不会造成危险。
	3.3.2.2　燃具的程序和结构设计应确保任何操作状态下燃气泄漏都受到限制，并能及时的安全排除，以避免未燃的燃气在燃
	3.3.2.3　在室内使用的燃具应具备火焰确认功能，并应防止泄漏的燃气在室内积聚产生爆燃和中毒的危险。

	3.3.3　点火
	点火装置的设计和制造应确保其在正常使用时，点火、再点火和交叉点火应安全、稳定、可靠。
	3.3.4　燃烧
	3.3.4.1　燃具应保证正常使用时燃烧稳定，其燃烧产物中CO等有害物的浓度不应影响人身健康和安全。
	3.3.4.2　与排气管或给排气管相连的燃具，其结构设计应合理，应保证在其正常使用时有效密封，不得出现漏烟。
	3.3.4.3　与外排放烟道相连的燃具，应有防倒烟的功能。
	3.3.4.4　燃具应确保正常使用时不会产生一氧化碳和其他有害燃烧产物的积聚，以对所处环境中的人身健康构成危险。

	3.3.5　能源的合理利用
	在充分反映技术水平并考虑安全因素的前提下，燃具应保证能源的合理利用，提高热效率；在满足加热工艺要求前

	3.3.6　温度
	3.3.6.1　设置在靠近地面或其他表面的燃具，其温度（含外壳、烟管等部件温度）不应对周围区域造成危险。
	3.3.6.2　燃具的按钮、旋钮、手柄等操作部件，其表面温度不应对使用者带来危险。
	3.3.6.3　燃具外部部件的表面温度，除与传热有关的部分表面或部件外，在操作条件下，不应对接触者的健康和安全造成危

	3.3.7　食品和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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