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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为GB 7956的第21部分。GB 7956《消防车》分为以下部分：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第2部分：水罐消防车；

——第3部分：泡沫消防车；

——第4部分：干粉消防车；

——第5部分：气体消防车；

——第6部分：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第7部分：泵浦消防车；

——第8部分：高倍泡沫消防车；

——第9部分：水雾消防车；

——第10部分：机场消防车；

——第11部分：涡喷消防车；

——第12部分：举高消防车；

——第13部分：通信指挥消防车；

——第14部分：抢险救援消防车；

——第15部分：化学救援消防车；

——第16部分：照明消防车；

——第17部分：排烟消防车；

——第18部分：洗消消防车；

——第19部分：侦检消防车；

——第20部分：特种底盘消防车；

——第21部分：器材消防车；

——第22部分：供液消防车；

——第23部分：供气消防车；

——第24部分：自装卸式消防车。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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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车 第 21 部分：器材消防车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器材消防车、宣传消防车、水带敷设消防车、勘察消防车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器材消防车，也适用于宣传消防车、水带敷设消防车、勘察消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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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码）

GB 7956.1—2014 消防车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 7956.14—2015 消防车 第14部分：抢险救援消防车

GB 50149—201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QC/T 699 车用起重尾板

3 术语和定义

GB 7956.1—201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GB

7956.1—2014 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器材消防车 equipment storage fire fighting vehicle
主要装备各种消防器材并放置和固定在器材箱内，用于向灾害现场运送器材的消防车。

[GB 7956.1—2014，定义 3.4.1]

3.2

勘察消防车 fire scene investigation vehicle
主要装备各类探测、取样和分析仪器，用于勘察火灾现场的消防车。

[GB 7956.1—2014，定义3.4.2]

3.3

宣传消防车 fire safety publicity vehicle
主要装备各种模拟灾害现场的装置，用于向公众宣传消防知识的消防车。

[GB 7956.1—2014，定义3.4.3]

3.4

水带敷设消防车 hose laying fire fighting vehicle
主要装备水带敷设和回收装置，用于铺设和回收直径大于等于100 mm水带的消防车。

[GB 7956.1—2014，定义3.4.4]

3.5

水带敷设装置 hose laying and rolling device
用于敷设和回收消防水带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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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外伸式水带敷设装置 extended hose laying and rolling device
作业时伸在消防车体外面的水带敷设机构。

3.7

转盘式水带敷设装置 rotary type hose laying and rolling device
使用转盘将消防水带缠绕在盘体上的水带敷设机构。

3.8

119报警模拟体验系统 119 alarm simulation experience system
采用语音采集和识别技术，对体验者报火警要素掌握情况进行评判和反馈的系统。

3.9

厨房火灾演示系统 kitchen fire demonstration system
模拟厨房火灾发生原因、火灾演变及灭火过程的消防宣传系统。

3.10

电气线路过载火灾演示系统 electric circuit overload fire demonstration system
模拟电气线路过载火灾的发生、火灾演变及灭火过程的消防宣传系统。

3.11

建筑烟雾传播演示系统 building smoke propagation demonstration system
模拟建筑火灾发生后烟雾传播路径及人员疏散逃生演示的消防宣传系统。

3.12

消防自动化喷淋演示系统 automatic sprinkler demonstration system
模拟建筑火灾发生后消防自动喷淋系统工作机制及灭火过程的消防宣传系统。

4 器材消防车

4.1 技术要求

4.1.1 整车要求

4.1.1.1 器材消防车（以下简称“器材车”）应符合 GB 7956.1—2014 第 5 章的相关要求。

4.1.1.2 采用自装卸机构的器材车，自装卸机构的布置应方便装卸，器材厢装载到行车位置时应设置

防滑移机构。在自装卸机构进行 100 次装卸后，器材厢内的全部器材均应固定可靠、状态完好，液压系

统应无漏油现象。

4.1.2 操作说明和标识

4.1.2.1 随车器材固定位置处应设置对应的器材名称的标牌，各器材箱明显位置处应设置有罗列该器

材箱内所有器材的器材明细标牌，驾乘室或其他方便阅读处应设置该车所有器材明细及布置位置的标

牌。标牌应固定可靠，不应因震动、高温、水淋等原因脱落。

4.1.2.2 器材车的各按钮和开关均应设置图形或文字的操作标识。

4.1.2.3 在车辆高温、高压、高速回转等危险的部位应设有能有效提示消防员存在危险的警示标志。

4.1.2.4 器材车的标志应符合 GB 7956.1—2014 中 5.2 的规定。

4.1.3 底盘改制要求

器材车的底盘改制应符合GB 7956.1—2014中5.4的规定。

4.1.4 照明系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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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1 器材车若配备照明系统，其性能应符合 GB 7956.14—2015 中 4.4.3（除 4.4.3.1.5 外）的规

定。

4.1.4.2 照明系统在 30 米处各测试点照度均不应小于 5 lx。

4.1.5 绞盘要求

4.1.5.1 器材车若配备绞盘，其性能应符合 GB 7956.14—2015 中 4.4.2（除 4.4.2.1.3 外）的规定。

4.1.5.2 绞盘额定拉力不应小于 30 kN。

4.1.6 车用起重尾板要求

4.1.6.1 器材车若配备车用起重尾板，其性能应符合 QC/T 699 的要求。

4.1.6.2 车用起重尾板最大起重质量不应小于经过尾板装卸的最重器材质量。

4.1.6.3 车用起重尾板工作应平稳、协调，无干涉、卡阻，无异常噪声。

4.1.7 仪器仪表要求

器材车的仪器、仪表应符合GB 7956.1—2014中5.6的规定。

4.1.8 器材的摆放、固定

随车器材的摆放和固定应符合GB 7956.1—2014中5.10、5.11的规定。

4.1.9 警报灯具

警报灯具性能应符合GB 7956.1—2014中5.7.28～5.7.31的规定。

4.1.10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

4.1.10.1 交付用户时除应交付车辆注册所需资料外，还至少应随车交付用户以下中文文件：

——底盘操作手册；

——底盘维修手册及零部件目录；

——底盘质量保证书和售后服务说明书；

——底盘合格证；

——底盘随车工具清单；

——消防车合格证；

——消防车电气原理图（含安全控制系统）；

——消防车液压原理图；

——消防车使用说明书；

——消防车维修、保养手册及零部件目录；

——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承诺；

——消防车随车器材清单；

——消防车随车工具及易损件清单；

——所配总成及附件的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4.1.10.2 除随车配置底盘工具外还应随车配置各类消防专用装置的专用工具。

4.1.10.3 应随车配置必要的液压密封件备件和消防装备电路保险丝。

4.2 试验方法

4.2.1 整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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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按照 GB 7956.1—2014 第 6 章规定的相关方法进行整车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1.1.1

的要求。

4.2.1.2 在自装卸机构进行连续 100 次装卸后，检查厢内的器材是否固定可靠、状态完好。检查自装

卸机构是否便于装卸，检查器材箱装载到行车位置是否有防滑移机构，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1.1.2

的要求。

4.2.2 操作说明和标识

4.2.2.1 检查器材车器材箱内的器材名称铭牌及器材箱外器材清单铭牌的设置情况，检查其固定方式，

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4.1.2.1 的要求。

4.2.2.2 检查器材车各按钮、开关的操作标识，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4.1.2.2 的要求。

4.2.2.3 检查器材车各危险部位的警示标志，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4.1.2.3 的要求。

4.2.2.4 目测检查洗消车的标志，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4.1.2.4 的要求。

4.2.3 底盘改制要求

按照GB 7956.1—2014中6.4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1.3的要求。

4.2.4 照明系统要求

4.2.4.1 按照 GB 7956.14—2015 规定的相关方法进行照明系统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1.4.1

的要求。

4.2.4.2 按照图 1 在地面作各测试点标记；照明灯在原点，照射方向对准图中 0°轴线，升降装置升

至最高高度，调整照明灯方向，使其俯角为 0°，启动照明系统，等照明灯具达到最大照度后，用照度

计测试地面上各测试点的照度值（测试时照度计的感光面垂直地面向上），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1.4.2 的要求。

图 1 照明系统照度测试图

4.2.5 绞盘要求

4.2.5.1 按照 GB 7956.14—2015 规定的方法进行绞盘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1.5.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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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2 检查绞盘说明书，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1.5.2 的要求。

4.2.6 车用起重尾板要求

4.2.6.1 检查车用起重尾板的技术资料或检测报告，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1.6.1 的要求。

4.2.6.2 比较车用起重尾板的最大起重质量以及用起重尾板装卸的随车器材中最重器材的质量，判断

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1.6.2 的要求。

4.2.6.3 尾板加载最大起重质量，连续起落100次，观察尾板运行情况，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1.6.3

的要求。

4.2.7 仪器仪表要求

按照GB 7956.1—2014中6.6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1.7的要求。

4.2.8 器材的摆放、固定

按照GB 7956.1—2014中6.10、6.1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1.8的要求。

4.2.9 警报灯具

按照GB 7956.1—2014中6.7.28～6.7.3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1.9的要

求。

4.2.10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

4.2.10.1 查阅随车交付的材料是否完整，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1.10.1 的要求。

4.2.10.2 检查随车配置的专用工具是否齐全，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1.10.2 的要求。

4.2.10.3 检查随车配置的液压密封件和电路保险丝是否齐全，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1.10.3 的要

求。

5 宣传消防车

5.1 技术要求

5.1.1 整车要求

5.1.1.1 宣传消防车（以下简称“宣传车”）应符合 GB 7956.1—2014 第 5 章的相关要求。

5.1.1.2 宣传车在展开工作时，超出车体部分的外侧应贴有红白相间的反光警示条，夜间工作时超出

车体部分最外端轮廓角上应有警示灯闪烁。

5.1.1.3 发电机（组）应有隔热和散热装置，废气排放不应直接朝向操作人员或消防装置。宣传消防

车的车载发电机噪声（发电机舱门关闭状态）在距离车体 3m 处不应大于 75 dB。

5.1.2 操作说明和标识

5.1.2.1 宣传车各宣教演示设备的操作处应有操作说明和警示标志。

5.1.2.2 各按钮和开关均应设置图形或文字的操作标识。

5.1.2.3 在高温、高压、高速回转等危险的部位应设有能有效提示消防员存在危险的警示标志。

5.1.2.4 宣传车的标志应符合 GB 7956.1—2014 中 5.2 的规定。

5.1.3 底盘改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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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车的底盘改制应符合GB 7956.1—2014中5.4的规定。

5.1.4 宣传系统要求

5.1.4.1 消防宣教演示设备要求

5.1.4.1.1 宣传车的音视频播放系统应支持多通道接入和切换。

5.1.4.1.2 各宣教演示设备的位置应布置合理，在同时开启时应互不干扰。

5.1.4.1.3 宣传车若配备可升降 LED 显示屏，其升降机构应工作平稳、安全可靠。

5.1.4.1.4 应在总电源及设备展开、升降等操作位置处设置紧急停止按钮。

5.1.4.2 消防宣传平台要求

5.1.4.2.1 宣传参观通道地板应平整，并设置上下通道的阶梯，地板和阶梯均应有防滑措施。

5.1.4.2.2 宣传平台应支撑牢固可靠，承载能力不应小于 200 kg/m
2
。

5.1.4.2.3 宣传平台展开后，平台边缘应安装有方便拆卸的护栏，护栏高度不应小于 1.1 m。

5.1.4.2.4 宣传平台应设置方便人员上下的阶梯，阶梯脚踏面应有防滑措施，阶梯的宽度不应小于 400

mm，深度不应小于 200 mm，阶梯间距不应大于 300 mm，与地面最近一级阶梯的离地高度不应大于 450 mm。

阶梯的外侧应设置扶手，扶手高度不应小于 1.1 m。

5.1.4.3 配电系统要求

5.1.4.3.1 发电机（组）功率应能满足宣传车所有设备同时开启的用电负荷的 1.25 倍需求。

5.1.4.3.2 宣传车应能在自带发电机（组）供电和市电供电两种模式之间切换。

5.1.4.3.3 发电机（组）应有减震和隔音措施。

5.1.4.3.4 配电箱上应有电压、电流显示仪表，其精度等级不应低于 2.5 级。

5.1.4.3.5 配电箱应设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及接地装置。

5.1.4.3.6 配电箱导线颜色应符合 GB 50149—2010 的相关规定。

5.1.4.3.7 配电箱外部带电端子与机壳之间及电源接线端子与地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100 MΩ。

5.1.4.3.8 配电箱外部带电端子与机壳之间经受 1500 V 的耐压强度试验，不应发生击穿或闪烁现象。

5.1.4.3.9 配电箱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GB 4208—2008 规定的 IP 55 的要求。

5.1.4.4 可靠性要求

宣传系统在开启发电机（组）、消防宣教演示设备、车载多媒体系统等所有用电设备的工况下连续

运转8 h，所有设备应工作正常。

5.1.5 仪器仪表要求

宣传车的仪器、仪表应符合GB 7956.1—2014中5.6的规定。

5.1.6 器材的摆放、固定和配备

宣传车随车器材的摆放和固定应符合GB 7956.1—2014中5.10、5.11的规定，其器材配备详见附录

A.1。

5.1.7 警报灯具

警报灯具性能应符合GB 7956.1—2014中5.7.28～5.7.31的规定。

5.1.8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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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1 交付用户时除应交付车辆注册所需资料外，还至少应随车交付用户以下中文文件：

——底盘操作手册；

——底盘维修手册及零部件目录；

——底盘质量保证书和售后服务说明书；

——底盘合格证；

——底盘随车工具清单；

——消防车合格证；

——消防车电气原理图（含安全控制系统）；

——消防车液压原理图；

——消防车使用说明书；

——消防车维修、保养手册及零部件目录；

——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承诺；

——消防车随车器材清单；

——消防车随车工具及易损件清单；

——所配总成及附件的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5.1.8.2 除随车配置底盘工具外还应随车配置各类消防专用装置的专用工具。

5.1.8.3 应随车配置必要的液压密封件备件和消防装备电路保险丝。

5.1.8.4 应随车配置发电机组燃油加油桶和机油量杯。

5.2 试验方法

5.2.1 整车要求

5.2.1.1 按照 GB 7956.1—2014 第 6 章规定的相关方法进行整车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1.1.1

的要求。

5.2.1.2 检查超出车体部分的部件外侧是否有黄色警示灯闪烁，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5.1.1.2 的要

求。

5.2.1.3 检查发电机（组）的隔热和散热措施，检查废气排放的朝向，在发电机舱门关闭状态下、离

开车体 3m，离地高度 1.6m 处测试发电机的工作噪声，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5.1.1.3 的要求。

5.2.2 操作说明和标识

5.2.2.1 检查宣传车各宣教演示系统操作处的操作说明，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5.1.2.1 的要求。

5.2.2.2 检查宣传车各按钮、开关的操作标识，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5.1.2.2 的要求。

5.2.2.3 检查宣传车各危险部位的警示标志，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5.1.2.3 的要求。

5.2.2.4 目测检查宣传车的标志，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GB 7956.1—2014 中 5.2 的规定。

5.2.3 底盘改制要求

按照GB 7956.1—2014中6.4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3的要求。

5.2.4 宣传系统要求

5.2.4.1 消防宣教演示设备试验

5.2.4.1.1 检查宣传车的音视频播放功能是否支持多通道接入和切换，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1.4.1.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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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1.2 检查宣传车的布置方式，同时开启各宣教演示设备，检查是否会互相干扰，判断检查结果

是否符合 5.1.4.1.2 的要求。

5.2.4.1.3 操作升降 LED 显示屏的升降机构，连续升降 10 次，观察动作是否平稳，判断试验结果是否

符合 5.1.4.1.3 的要求。

5.2.4.1.4 目测检查是否在总电源及设备展开、升降等操作位置处设置了紧急停止按钮，判断试验结

果是否符合 5.1.4.1.4 的要求。

5.2.4.2 消防宣传平台试验

5.2.4.2.1 检查宣传车参观通道的地板、阶梯及其防滑措施，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5.1.4.2.1 的要

求。

5.2.4.2.2 用卷尺测量宣传平台的面积，按照 200 kg/m
2
的强度对平台进行均匀加载，10 min 后去除

负载，观察平台是否有结构破坏或永久变形，支撑是否可靠，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1.4.2.2 的要求。

5.2.4.2.3 检查宣传平台展开后是否可在边缘安装方便拆卸的护栏，用卷尺测量护栏高度，判断试验

结果是否符合 5.1.4.2.3 的要求。

5.2.4.2.4 检查宣传平台的阶梯是否设有防滑措施，阶梯外侧是否设置了扶手，用卷尺测量阶梯的长

度、深度、间距、最下一级阶梯的离地高度和扶手高度，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1.4.2.4 的要求。

5.2.4.3 配电系统试验

5.2.4.3.1 开启发电机（组），打开宣传车所有用电设备，连续工作 1 h，观察发电机（组）能否满

足所有用电设备的用电负荷，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1.4.3.1 的要求。

5.2.4.3.2 将宣传车接通市政供电，检查发电机（组）供电和市政供电互相切换的情况，判断试验结

果是否符合 5.1.4.3.2 的要求。

5.2.4.3.3 检查发电机（组）是否有减震和隔音措施，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1.4.3.3 的要求。

5.2.4.3.4 检查配电箱的仪表类型和精度，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5.1.4.3.4 的要求。

5.2.4.3.5 检查配电箱的短路保护、过载保护和接地装置，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5.1.4.3.5 的要求。

5.2.4.3.6 检查配电箱导线颜色，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5.1.4.3.6 的要求。

5.2.4.3.7 用绝缘测试仪测量外部带电端子与机壳之间和电源接线端子与地之间的绝缘电阻，判断试

验结果是否符合 5.1.4.3.7 的要求。

5.2.4.3.8 用耐电压测试仪在外部带电端子与机壳之间施加交流 1500 V±100 V 的电压，保持 1 min，

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1.4.3.8 的要求。

5.2.4.3.9 按照 GB 4208—2008 要求的方法对配电箱进行防护等级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1.4.3.9 的要求。

5.2.4.4 可靠性试验

开启发电机（组）、消防宣教演示设备、车载多媒体系统等所有用电设备，在额定工况下连续工作

8 h，正常启动后，每隔1 h测试并记录发电机输出电压、电流、频率，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4.4

的要求。

5.2.5 仪器仪表要求

按照GB 7956.1—2014中6.6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5的要求。

5.2.6 器材的摆放、固定

按照GB 7956.1—2014中6.10、6.1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6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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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警报灯具

按照GB 7956.1—2014中6.7.28～6.7.3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7的要

求。

5.2.8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

5.2.8.1 查阅随车交付的材料是否完整，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1.8.1 的要求。

5.2.8.2 检查随车配置的专用工具是否齐全，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1.8.2 的要求。

5.2.8.3 检查随车配置的液压密封件和电路保险丝是否齐全，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5.1.8.3 的要求。

6 水带敷设消防车

6.1 技术要求

6.1.1 整车要求

6.1.1.1 水带敷设消防车（以下简称“水带敷设车”）应符合 GB 7956.1—2014 第 5 章的相关要求。

6.1.1.2 水带敷设车连续敷设和回收所载全部水带后，水带回收机构应工作正常，不应有漏油、渗油、

机件损坏等现象。

6.1.2 操作说明和标识

6.1.2.1 水带敷设车在水带敷设、回收操作处应设置操作说明和警示标志。

6.1.2.2 各按钮和开关均应设置图形或文字的操作标识。

6.1.2.3 在高温、高压、高速回转等危险的部位应设有能有效提示消防员存在危险的警示标志。

6.1.2.4 液压油箱附近明显位置处应设有告知用户所用液压油牌号、使用温度范围、容量、更换周期

及更换液压油时应注意事项的标牌。液压油箱应设置指示箱内液压油液位和温度的装置，油位油温指示

装置的位置应便于车外观察。

6.1.2.5 水带敷设车的标志应符合 GB 7956.1—2014 中 5.2 的规定。

6.1.3 底盘改制要求

水带敷设车的底盘改制应符合GB 7956.1—2014中5.4的规定。

6.1.4 水带敷设和回收装置要求

6.1.4.1 一般要求

6.1.4.1.1 水带敷设速度不应小于 3.0 km/h。

6.1.4.1.2 水带公称内径小于 300 mm 时，水带回收速度不应小于 1.5 km/h，水带公称内径不小于 300mm

时，水带回收速度不应小于 1.0 km/h。

6.1.4.1.3 水带敷设车的水带箱容纳量至少应能容纳 1 km 水带。

6.1.4.1.4 水带箱内应有照明装置，且驾驶室内应能观察水带箱内情况。

6.1.4.1.5 回收装置取力器的操作装置应在驾驶室内。

6.1.4.1.6 水带回收操作装置应设在便于观察水带回收情况的位置。

6.1.4.1.7 水带敷设车应设置水带清洗装置，清洗范围应能覆盖水带四周。清洗水带用的水箱容积应

能满足清洗 500 m 以上的水带，水箱应设置注水口，注水口的位置应方便操作。

6.1.4.1.8 若设置水带吹扫装置，该装置应能将水带清洗后遗留在外表面水渍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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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1.9 水带敷设车配备的水带如公称内径小于 300mm，其设计工作压力不应小于 1.3MPa，如公称

内径不小于 300mm，其设计工作压力不小于 1.0MPa。

6.1.4.2 外伸式装置要求

6.1.4.2.1 外伸式装置如跨越驾驶室顶部收带，且装置最前端距离前挡风玻璃水平距离小于 600 mm

时，在收带作业时前挡风玻璃应设置保护装置。

6.1.4.2.2 使用外伸式装置回收水带过程中应无卡死、打卷现象。

6.1.4.2.3 外伸式装置在水带敷设车行驶状态应可靠锁止。

6.1.4.2.4 外伸式装置在工作时应无机械干涉、卡死等现象。

6.1.4.2.5 外伸式装置在回收水带过程中应保持对水带的夹持力，水带接口通过外伸式装置时水带不

应回缩、脱落。

6.1.4.2.6 使用水带自动回收排布装置的水带敷设车，水带应能均匀收放在水带箱内。

6.1.4.2.7 水带回收装置与水带接触部位应设置导向和防割伤水带的措施。

6.1.4.3 转盘式装置要求

6.1.4.3.1 水带敷设车行驶过程中，转盘应可靠锁止。

6.1.4.3.2 转盘式装置在工作时不应出现卡死、等现象。

6.1.4.3.3 水带容纳槽应设水带接口固定装置。

6.1.4.4 水带箱要求

6.1.4.4.1 水带箱顶部应有防止水带散落的装置。

6.1.4.4.2 水带箱底部应有排水措施。

6.1.4.4.3 水带箱在水带敷设时与水带接触部位应有导向和防割伤水带的措施。

6.1.4.5 水带敷设和回收可靠性要求

水带敷设和回收装置以正常工作速度进行1 km水带的敷设和回收，装置应工作正常，水带应无可见

编织层的磨损或割伤，接口可正常连接，水带与接口无滑脱现象。

6.1.5 仪器仪表要求

水带敷设车的仪器、仪表应符合GB 7956.1—2014中5.6的规定。

6.1.6 器材的摆放、固定

水带敷设车随车器材的摆放和固定应符合GB 7956.1—2014中5.10、5.11的规定，其器材配备详见

附录A.2。

6.1.7 警报灯具

警报灯具性能应符合GB 7956.1—2014中5.7.28～5.7.31的规定。

6.1.8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

6.1.8.1 交付用户时除应交付车辆注册所需资料外，还至少应随车交付用户以下中文文件：

——底盘操作手册；

——底盘维修手册及零部件目录；

——底盘质量保证书和售后服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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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盘合格证；

——底盘随车工具清单；

——消防车合格证；

——消防车电气原理图（含安全控制系统）；

——消防车液压原理图；

——消防车使用说明书；

——消防车维修、保养手册及零部件目录；

——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承诺；

——消防车随车器材清单；

——消防车随车工具及易损件清单；

——所配总成及附件的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6.1.8.2 除随车配置底盘工具外还应随车配置各类消防专用装置的专用工具。

6.1.8.3 应随车配置必要的液压密封件备件和消防装备电路保险丝。

6.2 试验方法

6.2.1 整车要求

6.2.1.1 按照 GB 7956.1—2014 第 6 章规定的相关方法进行整车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6.1.1.1

的要求。

6.2.1.2 水带敷设车连续敷设和回收所载全部水带后，使用温度计测量液压油温度，检查液压元器件，

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6.1.1.2 的要求。

6.2.2 操作说明和标识

6.2.2.1 检查水带敷设车的操作说明和警示标志，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6.1.2.1 的要求。

6.2.2.2 检查水带敷设车各按钮、开关的操作标识，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6.1.2.2 的要求。

6.2.2.3 检查水带敷设车各危险部位的警示标志，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6.1.2.3 的要求。

6.2.2.4 检查液压油箱的说明标牌内容、油温观察位置，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6.1.2.4 的要求。

6.2.2.5 目测检查水带敷设车的标志，判断结果是否符合 GB 7956.1—2014 中 5.2 的规定。

6.2.3 底盘改制要求

按照GB 7956.1—2014中6.4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6.1.3的要求。

6.2.4 水带敷设和回收装置性能试验

6.2.4.1 一般要求试验

6.2.4.1.1 使用卷尺测量单位时间水带敷设长度，计算敷设速度，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6.1.4.1.1

的要求。

6.2.4.1.2 使用卷尺测量单位时间内水带回收的长度，计算水带回收速度，查阅水带公称直径，判断

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6.1.4.1.2 的要求。

6.2.4.1.3 使用卷尺测量水带箱内全部水带的长度，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6.1.4.1.3 的要求。

6.2.4.1.4 检查驾驶室内是否可观察到水带箱内情况，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6.1.4.1.4 的要求。

6.2.4.1.5 检查回收装置取力器的操作装置位置，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6.1.4.1.5 的要求。

6.2.4.1.6 检查水带回收操作装置的位置，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6.1.4.1.6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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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1.7 检查是否配备了水带清洗装置，检查清洗范围，将清洗水箱注满，打开清洗装置并以正常

速度回收水带，至水箱水用尽，测量所清洗的水带长度，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6.1.4.1.7 的要求。

6.2.4.1.8 检查是否配备了水带吹扫装置，启动水带清洗装置和水带吹扫装置，已正常速度回收水带，

观察经过水带吹扫装置后水带表面的水渍是否被吹扫干净，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6.1.4.1.8 的要求。

6.2.4.1.9 查阅水带检测报告或其他资料，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6.1.4.1.9 的要求。

6.2.4.2 外伸式装置试验

6.2.4.2.1 检查前风挡玻璃是否设置保护装置，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6.1.4.2.1 的要求。

6.2.4.2.2 检查水带回收过程的情况，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6.1.4.2.2 的要求。

6.2.4.2.3 在进行车辆可靠性试验时，检查外伸式装置的锁止情况，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6.1.4.2.3

的要求。

6.2.4.2.4 在进行水带回收可靠性试验时，检查外伸式装置的工作情况，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6.1.4.2.4 的要求。

6.2.4.2.5 在进行水带回收可靠性试验时，检查外伸式装置对水带的夹持情况，水带接口通过外伸式

装置时水带是否回缩、脱落，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6.1.4.2.5 的要求。

6.2.4.2.6 启动自动回收排布装置，检查水带是否能均匀收放在水带箱内，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6.1.4.2.6 的要求。

6.2.4.2.7 目测检查是否设置了导向和防割伤水带的措施，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6.1.4.2.7 的要求。

6.2.4.3 转盘式装置试验

6.2.4.3.1 检查转盘的锁止装置是否工作可靠，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6.1.4.3.1 的要求。

6.2.4.3.2 在进行水带回收可靠性试验时，检查转盘式装置的工作情况，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6.1.4.3.2 的要求。

6.2.4.3.3 检查水带容纳槽是否有水带接口固定机构，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6.1.4.3.3 的要求。

6.2.4.4 水带箱要求试验

6.2.4.4.1 检查水带箱顶部是否有防止水带散落的装置，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6.1.4.4.1 的要求。

6.2.4.4.2 检查水带箱底部是否有排水孔，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6.1.4.4.2 的要求。

6.2.4.4.3 检查水带箱与水带接触部位是否有导向和防割伤装置，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6.1.4.4.3

的要求。

6.2.4.5 水带敷设、回收的可靠性试验

水带敷设车以最大工作车速进行1 km水带的敷设和回收，试验后检查水带、接口及相关附件是否能

正常使用，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6.1.4.5的要求。

6.2.5 仪器仪表要求

按照GB 7956.1—2014中6.6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6.1.5的要求。

6.2.6 器材的摆放、固定

按照GB 7956.1—2014中6.10、6.1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6.1.6的要求。

6.2.7 警报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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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GB 7956.1—2014中6.7.28～6.7.3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6.1.7的要

求。

6.2.8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

6.2.8.1 查阅随车交付的材料是否完整，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6.1.8.1 的要求。

6.2.8.2 检查随车配置的专用工具是否齐全，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6.1.8.2 的要求。

6.2.8.3 检查随车配置的液压密封件和电路保险丝是否齐全，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6.1.8.3 的要求。

7 勘察消防车

7.1 技术要求

7.1.1 整车要求

7.1.1.1 勘察消防车（以下简称“勘察车”）应符合 GB 7956.1—2014 第 5 章的相关要求。

7.1.1.2 勘察车应具备人员承载、装备承载、现场勘验取证、供电、通信和现场办公功能。

7.1.1.3 勘察车应配备逆变电源，用于计算机、打印机等仪器设备的供电。

7.1.1.4 勘察车应能进行语音和数据通信。

7.1.1.5 勘察车内应设定专门区域用于现场办公，应安装有空调或换气设施、配置工作台和座椅，并

具有室内照明，满足现场办公要求。

7.1.2 操作说明和标识

7.1.2.1 各勘察器材固定位置处应设置对应的器材名称的标牌，标牌应固定可靠，不应因震动、高温、

水淋等原因脱落。

7.1.2.2 各按钮和开关均应设置图形或文字的操作标识。

7.1.2.3 在高温、高压、高速回转等危险的部位应设有能有效提示消防员存在危险的警示标志。

7.1.2.4 勘察车的标志应符合 GB 7956.1—2014 中 5.2 的规定。

7.1.3 底盘改制要求

勘察车的底盘改制应符合GB 7956.1—2014中5.4的规定。

7.1.4 仪器仪表要求

勘察车的仪器、仪表应符合GB 7956.1—2014中5.6的规定。

7.1.5 器材的摆放、固定

勘察车的随车器材的摆放和固定应符合GB 7956.1—2014中5.10、5.11的规定，其器材配备详见附

录A.3。

7.1.6 警报灯具

警报灯具性能应符合GB 7956.1—2014中5.7.28～5.7.31的规定。

7.1.7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

7.1.7.1 交付用户时除应交付车辆注册所需资料外，还至少应随车交付用户以下中文文件：

——底盘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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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盘维修手册及零部件目录；

——底盘质量保证书和售后服务说明书；

——底盘合格证；

——底盘随车工具清单；

——消防车合格证；

——消防车电气原理图（含安全控制系统）；

——消防车液压原理图；

——消防车使用说明书；

——消防车维修、保养手册及零部件目录；

——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承诺；

——消防车随车器材清单；

——消防车随车工具及易损件清单；

——所配总成及附件的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7.1.7.2 除随车配置底盘工具外还应随车配置各类消防专用装置的专用工具。

7.1.7.3 应随车配置必要的液压密封件备件和消防装备电路保险丝。

7.2 试验方法

7.2.1 整车要求

7.2.1.1 按照 GB 7956.1—2014 第 6 章规定的相关方法进行整车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7.1.1.1

的要求。

7.2.1.2 目测检查勘察车的功能配备情况，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7.1.1.2 的要求。

7.2.1.3 目测检查勘察车是否配备了电源逆变器，是否能对计算机、打印机充电，判断试验结果是否

符合 7.1.1.3 的要求。

7.2.1.4 目测检查勘察车是否有语音和数据通信功能，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7.1.1.4 的要求。

7.2.1.5 目测检查勘察车是否设定了办公区域，是否设置了工作台和座椅，工作台是否有照明，判断

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7.1.1.5 的要求。

7.2.2 操作说明和标识

7.2.2.1 目测检查勘察车各勘察器材的标牌固定形式，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7.1.2.1 的要求。

7.2.2.2 检查勘察车各按钮、开关的操作标识，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7.1.2.2 的要求。

7.2.2.3 检查勘察车各危险部位的警示标志，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7.1.2.3 的要求。

7.2.2.4 目测检查勘察车的标志，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 GB 7956.1—2014 中 7.1.2.4 的规定。

7.2.3 底盘改制要求

按照GB 7956.1—2014中6.4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7.1.3的要求。

7.2.4 仪器仪表要求

按照GB 7956.1—2014中6.6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7.1.4的要求。

7.2.5 器材的摆放、固定

按照GB 7956.1—2014中6.10、6.1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7.1.5的要求。

7.2.6 警报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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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GB 7956.1—2014中6.7.28～6.7.31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7.1.6的要

求。

7.2.7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

7.2.7.1 查阅随车交付的材料是否完整，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7.1.7.1 的要求。

7.2.7.2 检查随车配置的专用工具是否齐全，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7.1.7.2 的要求。

7.2.7.3 检查随车配置的液压密封件和电路保险丝是否齐全，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7.1.7.3 的要求。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8.1.1 出厂试验

出厂检验项目应至少包括表1中出厂检验的内容，其结果应符合GB 7956.1—2014和本部分的要求。

8.1.2 型式试验

8.1.2.1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

——新产品试制定型或老产品转厂生产；

——批量生产后，主要结构部件设计及生产工艺有重大改变，应抽样进行相应项目的试验；

——产品停产二年后，恢复生产；

——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整改后；

——质量监督机构依法提出要求。

8.1.2.2 检验项目应包括表 1 中型式检验的全部内容。

8.2 判定规则

表 1 第 1 项中 5.1.4、5.1.5、5.1.6、第 3项、第 5 项中 5.5.7、第 8项、第 13 项、第 17 项、第

18 项、第 19 项、第 23 项中有一项不合格，则判该产品为不合格；其余项目有一项未达到本部分要求

时，允许对不合格项进行返工，经复检，如仍不合格则判该产品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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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器材车、宣传车、水带敷设车、勘察车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编号 检验方法 判定依据 型式试验 出厂试验

1 整车性能

可靠性行驶性能

GB 7956.1-2014

6.1.1 5.1.1 √ —

动力性能 6.1.2 5.1.2 √ —

通过性能 6.1.3 5.1.3 √ —

制动性能 6.1.4 5.1.4 √ √

轴荷和质量参数 6.1.5 5.1.5 √ √

安全性 6.1.6 5.1.6 √ √

可维修性 6.1.7 5.1.7 √ —

防雨密封性 6.1.8 5.1.8 √ √

寒区要求 6.1.9 5.1.9 √ √

2 整车标志和标识 6.2 5.2 √ —

3 底盘的一般要求 6.3 5.3 √ √（仅做5.3.4）

4 底盘的改制要求 6.4 5.4 √ —

5 驾驶室和乘员室改制技术要求 6.5 5.5 √ √（仅做5.5.7）

6 仪表与操作系统 6.6 5.6 √
√（仅做

5.6.1,5.6.4）

7 电气系统和警报装置 6.7 5.7 √

√（仅做

5.7.7,5.7.24,

5.7.28,5.7.34）

8 使用市电的装置和系统 6.8 5.8 √ —

9

非通信指

挥消防车

的通信区

域及设施

要求

位置 6.9.1 5.9.1 √ —

通信区域的噪音 6.9.2 5.9.2 √ —

通信区域照明 6.9.3 5.9.3 √ √

工作台 6.9.4 5.9.4 √ —

通信区域座椅 6.9.5 5.9.5 √ —

设施的储存 6.9.6 5.9.6 √ —

通信设备 6.9.7 5.9.7 √ —

计算机和设备的安装 6.9.8 5.9.8 √ √

显示设备及安装 6.9.9 5.9.9 √ —

10
车身、器

材箱

基本要求 6.10.1 5.10.1 √ √（仅做

5.10.1.1）

器材箱 6.10.2 5.10.2 √

√（仅做

5.10.2.4,

5.10.2.5）

器材箱门 6.10.3 5.10.3 √ —

11 设备、器材的固定 6.11 5.11 √ √（仅做5.11.5）

12 爬梯 6.12 5.12 √ —

13 制动垫块 6.13 5.13 √ —

14 附加储气瓶 6.14 5.14 √ √

15 随车文件 6.15 5.15 √ √

16 外观质量 6.16 5.16 √ √



GB 7956.21-20XX

17

表 1 器材车、宣传车、水带敷设车、勘察车检验项目（续）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编号 检验方法 判定依据 型式试验 出厂试验

17

器

材

消

防

车

整车要求

GB 7956.21-201X

4.2.1 4.1.1 √ √

18 操作说明和标识 4.2.2 4.1.2 √ —

19 底盘改制要求 4.2.3 4.1.3 √ —

20 照明系统要求 4.2.4 4.1.4 √ —

21 绞盘要求 4.2.5 4.1.5 √ √

22 仪器仪表要求 4.2.6 4.1.6 √ —

23 器材的摆放、固定 4.2.7 4.1.7 √ √

24 警报灯具 4.2.8 4.1.8 √ √

25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 4.2.9 4.1.9 √ √

26

宣

传

消

防

车

整车要求 5.2.1 5.1.1 √ √

27 操作说明和标识 5.2.2 5.1.2 √ —

28 底盘改制要求 5.2.3 5.1.3 √ —

29 宣传系统要求 5.2.4 5.1.4 √ √

30 仪器仪表要求 5.2.5 5.1.5 √ —

31 器材的摆放、固定 5.2.6 5.1.6 √ √

32 警报灯具 5.2.7 5.1.7 √ √

33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 5.2.8 5.1.8 √ √

34

水

带

敷

设

消

防

车

整车要求 6.2.1 6.1.1 √ √

35 操作说明和标识 6.2.2 6.1.2 √ —

36 底盘改制要求 6.2.3 6.1.3 √ —

37 水带敷设及回收装置要求 6.2.4 6.1.4 √ √

38 仪器仪表要求 6.2.5 6.1.5 √ —

39 器材的摆放、固定 6.2.6 6.1.6 √ √

40 警报灯具 6.2.7 6.1.7 √ √

41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 6.2.8 6.1.8 √ √

42

勘

察

消

防

车

整车要求 7.2.1 7.1.1 √ √

43 操作说明和标识 7.2.2 7.1.2 √ —

44 底盘改制要求 7.2.3 7.1.3 √ —

45 仪器仪表要求 7.2.4 7.1.4 √ —

46 器材的摆放、固定 7.2.5 7.1.5 √ √

47 警报灯具 7.2.6 7.1.6 √ √

48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 7.2.7 7.1.7 √ √

注： “√”表示进行该项试验；“—”表示不进行该项试验。

9 包装、运输和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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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包装

9.1.1 车辆出厂采用裸装，随车文件用防潮材料包装。

9.1.2 所有车门、工具箱均应关闭锁紧。

9.1.3 外露镀铬件应涂防锈油，车外照明灯、警灯应用塑料薄膜包扎。

9.1.4 采用铁(水)路运输时，发动机不得有余水，燃料箱不得有余油，蓄电池应断开正负极接头。

9.2 运输

9.2.1 采用行驶运输时，应遵守使用说明书相关新车行驶的规定。

9.2.2 采用铁(水)路运输时，应执行铁(水)路运输的相关规定。

9.3 贮存

车辆需长期贮存时，应将燃油和水放尽，切断电路，停放在防雨、防潮、防晒、无腐蚀气体侵害及

通风良好的场所，并按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维护和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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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随车器材

A.1 宣传车的器材配备表。

表 A.1 宣传车器材配备表

序号 功能 装备名称 标配 选配

1 播放功能

电脑主机 √

扩音功放 √

有/无线麦克风 √

效果器 √

调音装备 √

音箱 √

全彩室外 LED 显示屏（P4） √

全彩室外 LED 显示屏（P5） √

全彩室外液晶显示屏 √

音视频矩阵切换器 √

2 演示功能

消防知识测试系统 √

消防知识学习系统 √

建筑自动消防设施综合运行演示系统 √

3 实验功能

烟头温度测试实验 √

厨房油锅火灾扑救实验 √

电气线路绝缘层破坏引发火灾实验系统 √

电器火灾过载实验系统 √

电气火灾短路实验系统 √

4 体验功能

119 报警模拟体验系统 √

模拟灭火系统 √

虚拟逃生系统 √

疏散逃生帐篷 √

火灾隐患排查 √

建筑烟雾传播模型 √

室内消火栓连接系统 √

消防器材展示箱 √

可燃气体爆燃实验装置 √

高楼逃生体验装置 √

车载火灾逃生体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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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水带敷设车器材配备表。

表 A.2 水带敷设车器材配备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消防水带 m ≥1000

1）配备长度为 5 m/10 m/20 m 的水带若干。

2）公称内径小于 300mm 的水带设计工作压力不小

于 1.3 MPa。公称内径不小于 300 mm 的水带设计

工作压力不小于 1.0 Mpa。

2 水带接口 个 若干

1）水带接口的型式和规格应与消防水带匹配。

2）水带接口的公称压力不应小于消防水带的设计

工作压力。

3）抗跌落性能：水带接口外表面设置防护措施。

水带接口从 4 m 高度自由落下 5 次，接口表面应

无损坏，对接口进行水压试验，不应出现可见裂

缝和断裂等现象。

3 水带接口扳手 副 ≥2 按水带口径配置

4 牵引绳 根 2

5 滤网清理工具 套 1

6 垂直供水弯管 个 ≥2 表面防腐处理，根据水带口径配置

7 分水器 个 ≥1 根据供水管路口径配置

8 止水器 个 ≥2 根据供水管路口径配置

9 水带护桥 套 ≥2 根据供水管路口径配置，承载不小于 33 t

10 堵漏器材 套 ≥2

11 破冰器材 套 1 选配

12 强光手电筒 个 2

13 水带包布 块 1 块/km

14 手持对讲机 部 ≥2

A.3 勘察车器材配备表。

表 A.3 勘察车器材配备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组合拆卸工具 套 1 对火灾现场的金属物件进行拆卸

2 组合电工工具 套 1 对火灾现场的电气线路进行拆卸

3 组合手动破拆工具 套 1
可在火灾现场完成撬、拧、凿、切割、劈砍等破

拆操作

4 火灾现场个人防护装备 套
与驾乘人

数相符

包括火场勘查服、火场勘查鞋、勘查头盔、防护

软帽、防毒面具、防护口罩、全防护眼镜、防水

手套、专用腰带、多功能皮夹，工具腰包、拉杆

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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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勘察车器材配备表（续）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5 组合火灾现场勘验工具 套 1

包括测量工具、现场清理工具、物

证拆解工具、物证标识工具，物证

提取、痕迹观察工具等

6 可燃气体探测仪 台 1

7 色谱分析装置 套 1 选配

8 壁面超声检测仪 台 1 选配

9 火场航拍设备 套 1 选配

10 便携式 X光物证检测仪 台 1 选配

11 接地电阻测量仪 台 1

12 等离子物证切割设备 套 1 选配

13 执法记录仪 台 1

14 炭化深度测定仪 台 1

15 强度回弹检测仪 台 1

16 数码微小物证显示仪 台 1 选配

17 现场微小痕迹物证记录仪 台 1 选配

18 激光测距仪 台 1

19 短路磁性测试仪 台 1

20 数字万用表 只 1

21 强光手电 只 与驾乘人数相符

22 气热切割刀 把 1 选配

23 数码照相机 台 1

24 数码摄像机 台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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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　器材的摆放、固定
	5.2.7　警报灯具
	5.2.8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
	5.2.8.1　查阅随车交付的材料是否完整，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8.1的要求。
	5.2.8.2　检查随车配置的专用工具是否齐全，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8.2的要求。
	5.2.8.3　检查随车配置的液压密封件和电路保险丝是否齐全，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1.8.3的要求。



	6　水带敷设消防车
	6.1　技术要求
	6.1.1　整车要求
	6.1.1.1　水带敷设消防车（以下简称“水带敷设车”）应符合GB 7956.1—2014第5章的相关要求。
	6.1.1.2　水带敷设车连续敷设和回收所载全部水带后，水带回收机构应工作正常，不应有漏油、渗油、机件损坏等现象。

	6.1.2　操作说明和标识
	6.1.2.1　水带敷设车在水带敷设、回收操作处应设置操作说明和警示标志。
	6.1.2.2　各按钮和开关均应设置图形或文字的操作标识。
	6.1.2.3　在高温、高压、高速回转等危险的部位应设有能有效提示消防员存在危险的警示标志。
	6.1.2.4　液压油箱附近明显位置处应设有告知用户所用液压油牌号、使用温度范围、容量、更换周期及更换液压油时应注意
	6.1.2.5　水带敷设车的标志应符合GB 7956.1—2014中5.2的规定。

	6.1.3　底盘改制要求
	6.1.4　水带敷设和回收装置要求
	6.1.4.1　一般要求
	6.1.4.1.1　水带敷设速度不应小于3.0 km/h。
	6.1.4.1.2　水带公称内径小于300 mm时，水带回收速度不应小于1.5 km/h，水带公称内径不小于300mm时
	6.1.4.1.3　水带敷设车的水带箱容纳量至少应能容纳1 km水带。
	6.1.4.1.4　水带箱内应有照明装置，且驾驶室内应能观察水带箱内情况。
	6.1.4.1.5　回收装置取力器的操作装置应在驾驶室内。
	6.1.4.1.6　水带回收操作装置应设在便于观察水带回收情况的位置。
	6.1.4.1.7　水带敷设车应设置水带清洗装置，清洗范围应能覆盖水带四周。清洗水带用的水箱容积应能满足清洗500 m以
	6.1.4.1.8　若设置水带吹扫装置，该装置应能将水带清洗后遗留在外表面水渍清除。
	6.1.4.1.9　水带敷设车配备的水带如公称内径小于300mm，其设计工作压力不应小于1.3MPa，如公称内径不小于3

	6.1.4.2　外伸式装置要求
	6.1.4.2.1　外伸式装置如跨越驾驶室顶部收带，且装置最前端距离前挡风玻璃水平距离小于600 mm时，在收带作业时前
	6.1.4.2.2　使用外伸式装置回收水带过程中应无卡死、打卷现象。
	6.1.4.2.3　外伸式装置在水带敷设车行驶状态应可靠锁止。
	6.1.4.2.4　外伸式装置在工作时应无机械干涉、卡死等现象。
	6.1.4.2.5　外伸式装置在回收水带过程中应保持对水带的夹持力，水带接口通过外伸式装置时水带不应回缩、脱落。
	6.1.4.2.6　使用水带自动回收排布装置的水带敷设车，水带应能均匀收放在水带箱内。
	6.1.4.2.7　水带回收装置与水带接触部位应设置导向和防割伤水带的措施。

	6.1.4.3　转盘式装置要求
	6.1.4.3.1　水带敷设车行驶过程中，转盘应可靠锁止。
	6.1.4.3.2　转盘式装置在工作时不应出现卡死、等现象。
	6.1.4.3.3　水带容纳槽应设水带接口固定装置。

	6.1.4.4　水带箱要求
	6.1.4.4.1　水带箱顶部应有防止水带散落的装置。
	6.1.4.4.2　水带箱底部应有排水措施。
	6.1.4.4.3　水带箱在水带敷设时与水带接触部位应有导向和防割伤水带的措施。

	6.1.4.5　水带敷设和回收可靠性要求

	6.1.5　仪器仪表要求
	6.1.6　器材的摆放、固定
	6.1.7　警报灯具
	6.1.8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
	6.1.8.1　交付用户时除应交付车辆注册所需资料外，还至少应随车交付用户以下中文文件：
	6.1.8.2　除随车配置底盘工具外还应随车配置各类消防专用装置的专用工具。
	6.1.8.3　应随车配置必要的液压密封件备件和消防装备电路保险丝。


	6.2　试验方法
	6.2.1　整车要求
	6.2.1.1　按照GB 7956.1—2014第6章规定的相关方法进行整车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6.1.1.1
	6.2.1.2　水带敷设车连续敷设和回收所载全部水带后，使用温度计测量液压油温度，检查液压元器件，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

	6.2.2　操作说明和标识
	6.2.2.1　检查水带敷设车的操作说明和警示标志，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6.1.2.1的要求。
	6.2.2.2　检查水带敷设车各按钮、开关的操作标识，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6.1.2.2的要求。
	6.2.2.3　检查水带敷设车各危险部位的警示标志，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6.1.2.3的要求。
	6.2.2.4　检查液压油箱的说明标牌内容、油温观察位置，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6.1.2.4的要求。
	6.2.2.5　目测检查水带敷设车的标志，判断结果是否符合GB 7956.1—2014中5.2的规定。

	6.2.3　底盘改制要求
	6.2.4　水带敷设和回收装置性能试验
	6.2.4.1　一般要求试验
	6.2.4.1.1　使用卷尺测量单位时间水带敷设长度，计算敷设速度，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6.1.4.1.1的要求。
	6.2.4.1.2　使用卷尺测量单位时间内水带回收的长度，计算水带回收速度，查阅水带公称直径，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6.1
	6.2.4.1.3　使用卷尺测量水带箱内全部水带的长度，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6.1.4.1.3的要求。
	6.2.4.1.4　检查驾驶室内是否可观察到水带箱内情况，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6.1.4.1.4的要求。
	6.2.4.1.5　检查回收装置取力器的操作装置位置，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6.1.4.1.5的要求。
	6.2.4.1.6　检查水带回收操作装置的位置，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6.1.4.1.6的要求。
	6.2.4.1.7　检查是否配备了水带清洗装置，检查清洗范围，将清洗水箱注满，打开清洗装置并以正常速度回收水带，至水箱水
	6.2.4.1.8　检查是否配备了水带吹扫装置，启动水带清洗装置和水带吹扫装置，已正常速度回收水带，观察经过水带吹扫装置
	6.2.4.1.9　查阅水带检测报告或其他资料，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6.1.4.1.9的要求。

	6.2.4.2　外伸式装置试验
	6.2.4.2.1　检查前风挡玻璃是否设置保护装置，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6.1.4.2.1的要求。
	6.2.4.2.2　检查水带回收过程的情况，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6.1.4.2.2的要求。
	6.2.4.2.3　在进行车辆可靠性试验时，检查外伸式装置的锁止情况，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6.1.4.2.3的要求。
	6.2.4.2.4　在进行水带回收可靠性试验时，检查外伸式装置的工作情况，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6.1.4.2.4的要求。
	6.2.4.2.5　在进行水带回收可靠性试验时，检查外伸式装置对水带的夹持情况，水带接口通过外伸式装置时水带是否回缩、脱
	6.2.4.2.6　启动自动回收排布装置，检查水带是否能均匀收放在水带箱内，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6.1.4.2.6的要求
	6.2.4.2.7　目测检查是否设置了导向和防割伤水带的措施，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6.1.4.2.7的要求。

	6.2.4.3　转盘式装置试验
	6.2.4.3.1　检查转盘的锁止装置是否工作可靠，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6.1.4.3.1的要求。
	6.2.4.3.2　在进行水带回收可靠性试验时，检查转盘式装置的工作情况，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6.1.4.3.2的要求。
	6.2.4.3.3　检查水带容纳槽是否有水带接口固定机构，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6.1.4.3.3的要求。

	6.2.4.4　水带箱要求试验
	6.2.4.4.1　检查水带箱顶部是否有防止水带散落的装置，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6.1.4.4.1的要求。
	6.2.4.4.2　检查水带箱底部是否有排水孔，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6.1.4.4.2的要求。
	6.2.4.4.3　检查水带箱与水带接触部位是否有导向和防割伤装置，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6.1.4.4.3的要求。

	6.2.4.5　水带敷设、回收的可靠性试验

	6.2.5　仪器仪表要求
	6.2.6　器材的摆放、固定
	6.2.7　警报灯具
	6.2.8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
	6.2.8.1　查阅随车交付的材料是否完整，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6.1.8.1的要求。
	6.2.8.2　检查随车配置的专用工具是否齐全，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6.1.8.2的要求。
	6.2.8.3　检查随车配置的液压密封件和电路保险丝是否齐全，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6.1.8.3的要求。



	7　勘察消防车
	7.1　技术要求
	7.1.1　整车要求
	7.1.1.1　勘察消防车（以下简称“勘察车”）应符合GB 7956.1—2014第5章的相关要求。
	7.1.1.2　勘察车应具备人员承载、装备承载、现场勘验取证、供电、通信和现场办公功能。
	7.1.1.3　勘察车应配备逆变电源，用于计算机、打印机等仪器设备的供电。
	7.1.1.4　勘察车应能进行语音和数据通信。
	7.1.1.5　勘察车内应设定专门区域用于现场办公，应安装有空调或换气设施、配置工作台和座椅，并具有室内照明，满足现

	7.1.2　操作说明和标识
	7.1.2.1　各勘察器材固定位置处应设置对应的器材名称的标牌，标牌应固定可靠，不应因震动、高温、水淋等原因脱落。
	7.1.2.2　各按钮和开关均应设置图形或文字的操作标识。
	7.1.2.3　在高温、高压、高速回转等危险的部位应设有能有效提示消防员存在危险的警示标志。
	7.1.2.4　勘察车的标志应符合GB 7956.1—2014中5.2的规定。

	7.1.3　底盘改制要求
	7.1.4　仪器仪表要求
	7.1.5　器材的摆放、固定
	7.1.6　警报灯具
	7.1.7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
	7.1.7.1　交付用户时除应交付车辆注册所需资料外，还至少应随车交付用户以下中文文件：
	7.1.7.2　除随车配置底盘工具外还应随车配置各类消防专用装置的专用工具。
	7.1.7.3　应随车配置必要的液压密封件备件和消防装备电路保险丝。


	7.2　试验方法
	7.2.1　整车要求
	7.2.1.1　按照GB 7956.1—2014第6章规定的相关方法进行整车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7.1.1.1
	7.2.1.2　目测检查勘察车的功能配备情况，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7.1.1.2的要求。
	7.2.1.3　目测检查勘察车是否配备了电源逆变器，是否能对计算机、打印机充电，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7.1.1.3的
	7.2.1.4　目测检查勘察车是否有语音和数据通信功能，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7.1.1.4的要求。
	7.2.1.5　目测检查勘察车是否设定了办公区域，是否设置了工作台和座椅，工作台是否有照明，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7.

	7.2.2　操作说明和标识
	7.2.2.1　目测检查勘察车各勘察器材的标牌固定形式，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7.1.2.1的要求。
	7.2.2.2　检查勘察车各按钮、开关的操作标识，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7.1.2.2的要求。
	7.2.2.3　检查勘察车各危险部位的警示标志，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7.1.2.3的要求。
	7.2.2.4　目测检查勘察车的标志，判断检查结果是否符合GB 7956.1—2014中7.1.2.4的规定。

	7.2.3　底盘改制要求
	7.2.4　仪器仪表要求
	7.2.5　器材的摆放、固定
	7.2.6　警报灯具
	7.2.7　随车文件、工具及易损件
	7.2.7.1　查阅随车交付的材料是否完整，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7.1.7.1的要求。
	7.2.7.2　检查随车配置的专用工具是否齐全，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7.1.7.2的要求。
	7.2.7.3　检查随车配置的液压密封件和电路保险丝是否齐全，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7.1.7.3的要求。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8.1.1　出厂试验
	8.1.2　型式试验
	8.1.2.1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
	8.1.2.2　检验项目应包括表1中型式检验的全部内容。


	8.2　判定规则

	9　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包装
	9.1.1　车辆出厂采用裸装，随车文件用防潮材料包装。
	9.1.2　所有车门、工具箱均应关闭锁紧。
	9.1.3　外露镀铬件应涂防锈油，车外照明灯、警灯应用塑料薄膜包扎。
	9.1.4　采用铁(水)路运输时，发动机不得有余水，燃料箱不得有余油，蓄电池应断开正负极接头。

	9.2　运输
	9.2.1　采用行驶运输时，应遵守使用说明书相关新车行驶的规定。
	9.2.2　采用铁(水)路运输时，应执行铁(水)路运输的相关规定。

	9.3　贮存


	附　录　A（资料性附录）随车器材
	A.1　宣传车的器材配备表。
	A.2　水带敷设车器材配备表。
	A.3　勘察车器材配备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