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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 23864-2009《防火封堵材料》。 

本文件与GB 23864-2009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3.4）； 

——增加了一个类型多组分防火封堵材料（见4.1.2）； 

——对标记方式进行了修改，增加了电力火灾类火灾环境条件，耐火性能级别代号由原来的A（隔

热性和完整性），修改为EI（隔热性和完整性）、E（完整性）（见4.2、6.3）； 

——增加耐环境性能，把原标准中的腐蚀性、耐水性、耐油性、耐湿热性、耐冻融循环、耐碱性、

耐酸性要求调整到本条款中，修改了腐蚀性试验方法（见7.1）； 

——修改了燃烧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见6.2.3、7.3）； 

——对耐火性能进行了修订，增加了电力火灾升温条件和炉内压力条件，对原标准的纤维类火灾炉

压进行了修改（见7.4.2），修改了电缆、穿管受火端封头材料（见7.4.4.1.2），增加了E类耐火极限

判定（见7.4.7.1）；增加了冲水试验（见7.4.9）； 

——修改了检验规则（见8.1、8.3）； 

——修改了综合判定规则（见9）； 

——修改了附录A，对电缆3×50+1×25mm
2
YJV电缆型号进行了明确（见A.9）,调整防火封堵组件标

准试件为附录图C.1，增加了图C.2(见附录C)； 

——增加了附录B，把原标准的初凝时间、表观密度、抗压强度、抗弯强度、膨胀性能要求及试验

方法调整为规范性附录，增加了产烟毒性、烟密度、气密性、卤酸含量要求和试验方法，取消了外观、

抗跌落性要求和试验方法； 

——增加了冲水试验（见附录D）； 

本文件附录A、附录B、附录D为规范性附录，附录C和附录E为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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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13）归口。 

GB 23864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2386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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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封堵材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防火封堵材料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与标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综合判定准

则及包装、标志、贮存、运输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在建筑物、构筑物以及各类设施中的各种贯穿孔洞、构造缝隙所使用的防火封堵材料

或防火封堵组件。不适用于建筑配件内部使用的防火膨胀密封件和硬聚氯乙烯建筑排水管道阻火圈。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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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1 试验机通用技术要求 

GB/T 5455 纺织品 燃烧性能试验 垂直法 

GB/T 7019-2014 纤维水泥制品试验方法 

GB/T 7106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 

GB 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T 8626 建筑材料可燃性试验 

GB/T 8627 建筑材料燃烧或分解的烟密度试验方法 

GB/T 9978.1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17650.1 取自电缆或光缆的材料燃烧时释出气体的试验方法 第一部份：卤酸气体总量的测定 

GB/T 20285-2006 材料产烟毒性危险分级 

XF 304-2012 塑料管道阻火圈 

XF/T 714-2007 构件用防火保护材料快速升温耐火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防火封堵材料 firestop material 
具有防火、防烟功能，用于密封或填塞建筑物、构筑物以及各类设施中的贯穿孔洞、环形缝隙及建

筑缝隙，便于更换且符合有关性能要求的材料。 

3.2  

防火封堵组件 firestop subassembly 
由多种防火封堵材料以及耐火隔热材料共同构成的用以维持结构耐火性能，且便于更换的组合系统。 

3.3  

移动缝隙  moveable joint 
受热后由于变形而可能使其宽度或位置发生变化的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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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电缆贯穿率（管道贯穿率）percent for cable(pipe) penetration area 
电缆、管道、桥架等所有贯穿物的截面积总和占封堵孔洞截面积的百分比。 

4 分类与标记 

4.1 分类 

4.1.1 防火封堵材料按用途可分为：孔洞用防火封堵材料、缝隙用防火封堵材料、塑料管道用防火封

堵材料三个大类： 

——孔洞用防火封堵材料是指用于贯穿性结构孔洞的密封和封堵，以保持结构整体耐火性能的防火

封堵材料，用代号K表示。 

——缝隙用防火封堵材料是指用于防火分隔构件之间或防火分隔构件与其他构件之间（如：伸缩缝、

沉降缝、抗震缝和构造缝隙等）缝隙的密封和封堵，以保持结构整体耐火性能的防火封堵材料，用代号

F表示。如防火密封胶、缝隙封堵材料。 

——塑料管道用防火封堵材料是指用于塑料管道穿过墙面、楼地板等孔洞时，用以保持结构整体耐

火性能所使用的防火封堵材料及制品，用代号S表示。 

4.1.2 防火封堵材料按产品的组成和形状特征可分为下列类型： 

——柔性有机堵料：以有机材料为粘接剂，使用时具有一定柔韧性或可塑性，产品为胶泥状物体； 

——无机堵料：以无机材料为主要成份的粉末状固体，与外加剂调和使用时,具有适当的和易性； 

——阻火包：将防火材料包装制成的包状物体，适用于较大孔洞的防火封堵或电缆桥架的防火分隔

（阻火包亦称耐火包或防火包）； 

——阻火模块：用防火材料制成的具有一定形状和尺寸规格的固体，可以方便地切割和钻孔，适用

于孔洞或电缆桥架的防火封堵； 

——防火封堵板材：用防火材料制成的板材，可方便地切割和钻孔，适用于大型孔洞的防火封堵； 

——泡沫封堵材料：注入孔洞后可以自行膨胀发泡并使孔洞密封的防火材料； 

——多组份封堵材料：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组份液体材料（可添加固体粉末作添加剂）混合均匀，化

学反应后产生的具有防火密封功能的防火材料； 

——缝隙封堵材料：置于缝隙内，用于封堵固定或移动缝隙的固体防火材料； 

——防火密封胶：具有防火密封功能的液态或膏状防火材料； 

——阻火包带：用防火材料制成的柔性可缠绕卷曲的带状产品，缠绕在塑料管道外表面，并用钢带

包覆或其他适当方式固定，遇火后膨胀挤压软化的管道，封堵塑料管道因燃烧或软化而留下的孔洞。 

4.2 标记 

各类防火封堵材料的名称与代号和用途对应关系如下: 

柔性有机堵料 ………DRK； 

无机堵料 ……………DWK； 

阻火包 ………………DBK； 

阻火模块 ……………DMK； 

防火封堵板材 ………DCK； 

泡沫封堵材料 ………DPK； 

多组份封堵材料 ……DDK； 

防火密封胶 …………DJF； 

缝隙封堵材料 ………D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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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火包带 ……………DTS； 

火灾环境条件：建筑纤维类火灾用表示FXH，电力火灾用FDL表示。 

耐火性能级别代号：满足耐火完整性用E表示，同时满足耐火完整性和耐火隔热性用EI表示；耐火

试验完整性合格，同时冲水试验合格用EC表示，耐火试验完整性和隔热型合格，同时冲水试验合格用EIC

表示。 

标记顺序为：防火封堵材料代号—火灾环境条件—耐火性能级别代号—企业的产品型号。 

示例1： DMK－FXH－E3，表示建筑纤维类火灾升温条件下具有三小时耐火完整性用于孔洞封堵的阻

火模块。 

示例2： DWK－FDL－EIC2－ZH08，表示电力火灾升温条件下具有二小时耐火完整性和隔热性，冲水

试验合格用于孔洞封堵的无机堵料，企业的产品型号为ZH08。 

5 一般规定 

5.1 堵料中不掺加石棉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5.2 在施工时为液态的堵料产品，在产品使用说明中明确其初凝时间范围。堵料施工完能在产品规定

的养护期内，在自然环境条件下干燥固化。 

5.3 堵料实干后没有刺激性气味。 

5.4 柔性有机堵料、无机堵料、阻火包、阻火模块、防火封堵板材和泡沫封堵材料的理化性能宜符合

附录 B表 B.1的规定。缝隙封堵材料、防火密封胶和阻火包带的理化性能宜符合附录 B表 B.2的规定。 

5.5 柔性有机堵料、阻火模块、防火封堵板材、泡沫封堵材料、缝隙封堵材料、防火密封胶和阻火包

带的产烟毒性、烟密度、气密性、卤酸含量宜符合附录 B.1的规定要求。 

6 要求 

6.1 耐环境性能 

6.1.1 柔性有机堵料、无机堵料、阻火包、阻火模块、防火封堵板材、泡沫封堵材料和多组份封堵材

料的耐环境性能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1 柔性有机堵料等防火封堵材料的耐环境性能技术要求 

序

号 
检验项目 

技 术 指 标 

柔性有 

机堵料 
无机堵料 阻火包 阻火模块 

防火封

堵板材 

泡沫封 

堵材料 

多组份封堵

材料 

1 腐蚀性，d 

≥7，不应出

现锈蚀、腐

蚀现象 

≥7，不应出

现锈蚀、腐

蚀现象 

— 

≥7，不应出

现锈蚀、腐

蚀现象 

— 

≥7，不应出

现锈蚀、腐

蚀现象 

≥7，不应出

现锈蚀、腐蚀

现象 

2 耐水性，d 
≥3，不溶

胀、不开裂 

≥3，不溶

胀、不开裂 

≥3，内装材

料无明显变

化，包体完

整，无破损 

≥3，不溶

胀、不开裂 

≥3，不

溶胀、不

开裂 

≥3，不溶

胀、不开裂 

≥3，不溶胀、

不开裂 

3 耐油性，d ≥3，不溶胀、不开裂；阻火包内装材料无明显变化，包体完整，无破损 

4 
耐湿热性，

h 
≥120，不开裂、不粉化；阻火包内装材料无明显变化 

5 
耐冻融循

环，次 
≥15，不开裂、不粉化；阻火包内装材料无明显变化 

6.1.2 缝隙封堵材料、防火密封胶和阻火包带的耐环境性能应符合表 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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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缝隙封堵材料、防火密封胶和阻火包带的耐环境性能技术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技 术 指 标 

缝隙封堵材料 防火密封胶 阻火包带 

1 腐蚀性，d — ≥7，不应出现锈蚀、腐蚀现象 — 

2 耐水性，d 

≥3，不溶胀、不开裂 3 耐碱性，d 

4 耐酸性，d 

5 耐湿热性，h ≥360，不开裂、不粉化 ≥120，不开裂、不粉化 

6 耐冻融循环，次 ≥15，不开裂、不粉化 ≥15，不开裂、不粉化 

6.2 燃烧性能 

6.2.1 除无机堵料外，其他封堵材料的燃烧性能应满足 6.2.2～6.2.3的规定。 

6.2.2 阻火包用织物应满足：损毁长度≤150mm，续燃时间≤5 s，阴燃时间≤5 s，且燃烧滴落物不能

引起脱脂棉燃烧或阴燃。  

6.2.3 其它防火封堵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应低于 GB 8624规定建筑材料类的 B2级。 

6.3 耐火性能 

6.3.1 防火封堵材料的耐火性能按不同的火灾环境条件其耐火性能分级代号见表 3，按耐火完整性（用

E表示）时间分为：1 h、2 h、3 h三个级别，同时满足耐火完整性和耐火隔热性（用 EI表示）时间分

为：1 h、2 h、3 h三个级别。 

6.3.2 防火封堵材料的耐火性能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3 耐火性能分级代号 

耐火极限(R)，h 

耐火性能分级代号 

建筑纤维类火灾 电力火灾 

满足耐火完整性 
满足耐火完整性和 

耐火隔热性 
满足耐火完整性 

满足耐火完整性和 

耐火隔热性 

1.00≤R＜2.00 FXH-E1 FXH-EI1 FDL-E1 FDL-EI1 

2.00≤R＜3.00 FXH-E2 FXH-EI2 FDL-E2 FDL-EI2 

R≥3.00 FXH-E3 FXH-EI3 FDL-E3 FDL-EI3 

7 试验方法 

7.1 腐蚀性 

7.1.1 阻火模块 

分别取长为250 mm、外径为φ30mm～φ40mm的Q235普通碳素结构钢管两根和长为250 mm、外径为φ

30mm～φ40mm的PVC绝缘护套电缆三根，在阻火模块上钻出与钢管和电缆直径相同的孔洞，并对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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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管和电缆置于阻火模块的孔洞中，并用夹具固定，固定方式见图1。将制作养护好的试件，放置在湿

度为90%±5%、温度70 ℃±5 ℃的试验箱中，至七天后，取出试件放置于不受阳光直接照射的环境中，

自然干燥。观察钢管和电缆外层胶皮与堵料试样接触部位是否出现锈蚀、腐蚀现象。 

 

图1 阻火模块的腐蚀性试验 

7.1.2 其他封堵材料的腐蚀性试验 

分别取150mm×100mm×0.8mm的Q235普通碳素结构钢板两块和长为25 mm、外径为φ30mm～φ40mm

的电缆三根，将调和好的无机堵料、柔性有机堵料、泡沫封堵材料、多组分封堵材料或防火密封胶涂在

钢板和电缆外层胶皮表面。将制作养护好的试件，放置在湿度为90%±5%、温度70 ℃±5 ℃的试验箱中，

至七天后，取出试件放置于不受阳光直接照射的环境中，自然干燥。观察钢管和电缆外层胶皮与堵料试

样接触部位是否出现锈蚀、腐蚀现象。 

7.2 耐环境性能（腐蚀性除外） 

7.2.1 试样的制备 

无机堵料、多组分封堵材料、防火密封胶：将调和好的试样注入200mm×20mm×20mm的标准试模内，

捣实抹平，待基本固化后脱模，养护期满后将试样锯切成三个20mm×20mm×20mm的正方体试块。试样的

调和与养护按产品使用说明进行。 

柔性有机堵料：取一定量的试样，揉匀，制成三个直径均为20mm的圆球。 

阻火包：试样为完整的三个包体。 

其他防火封堵材料：将试样切割成三个20 mm×20 mm×20 mm的试块，表面有涂层的防火封堵材料，

其裸露的断面应采用相同的表面材料涂封。厚度小于20 mm的材料，试块厚度与材料厚度相同。 

注： 对无法固化的防火密封胶，可以涂在三个50 mm×50 mm×2 mm的不锈钢板或聚乙烯塑料板上进行试验， 涂覆

厚度为1 mm± 0.5 mm。 

7.2.2 试验程序 

7.2.2.1 耐水性 

将制作养护好的试样浸泡于自来水中，温度保持在20 ℃± 5 ℃，一天观察一次，达到规定时间后

取出。观察试样是否溶胀、开裂，阻火包的包体是否完整、有无破损、内装材料是否有明显变化。 

7.2.2.2 耐油性 

将制作养护好的试样浸泡于变压器油中，油温保持在20 ℃±5 ℃，一天观察一次，三天后取出。 

7.2.2.3 耐湿热性 

将制作养护好的试件，放置在湿度为90%±5%、温度45 ℃±5 ℃的试验箱中，至规定时间后，取出

试件放置于不受阳光直接照射的环境中，自然干燥。观察试样是否开裂、粉化。 

7.2.2.4 耐冻融循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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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制作养护好的试件，先置于23 ℃±2 ℃的水中18 h，然后将试件放入－20 ℃±2 ℃的低温箱中，

自箱内温度达到－18 ℃时起冷冻3 h再将试件从低温箱中取出，立即放入50 ℃±2 ℃的恒温箱中，恒

温3 h。取出试件重复上述操作共15个循环。观察试样是否开裂、粉化。 

7.2.2.5 耐酸性 

将制作养护好的试件，放置于3%的盐酸溶液中，温度保持在20 ℃±5 ℃，一天观察一次，观察试

样是否溶胀、开裂。 

7.2.2.6 耐碱性 

将制作养护好的试件，浸入3%的氨水溶液中，温度保持在20 ℃±5 ℃，一天观察一次，观察试样

是否溶胀、开裂。 

7.2.3 判定条件 

7.2.3.1 耐水性、耐油性、耐酸性、耐碱性 

阻火包浸泡规定时间后取出擦干，包体应完整、无破损且内装材料应无明显变化。 

其他试样浸泡规定时间后，三个试件中至少两个不应出现溶胀、开裂现象。 

7.2.3.2 耐湿热性、耐冻融循环性 

按规定进行试验后，阻火包内装材料应无明显变化，其他试样三个试件中至少两个不应出现开裂、

粉化现象。 

7.3 燃烧性能 

7.3.1 阻火包 

所用的织物材料按GB/T 5455进行试验。 

7.3.2 除阻火包外其他防火封堵材料 

7.3.2.1 试样 

试验样品应具有防火封堵材料的代表性。按GB/T 8626要求将样品制成或拼接成250 mm×90 mm的试

件，试件厚度为产品实际厚度，最大厚度不应超过60 mm，否则应在背火面切除样品，使其厚度为60 mm。  
注：阻火包带可通过拼接方式固定于厚度不低于 10 mm 的不燃无机板基材上作为试件。 

7.3.2.2 特殊试样 

对于非板材类或需成型的产品，如柔性有机堵料、多组份封堵材料、防火密封胶、缝隙封堵材料等，

应将其置于模具内，制成尺寸不小于300 mm×300 mm，厚度为3 mm的片材，并在温度为60 ℃～65 ℃的

烘箱中干燥72 h以上，再按GB/T 8626要求制成尺寸为250 mm×90 mm的试件。泡沫封堵材料应在成型的

样品上制作试件，试件厚度60 mm。 

7.3.2.3 试验方法 

按GB/T 8626的规定采用表面点火方式进行试验。 

7.4 耐火性能 

7.4.1 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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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1 耐火试验炉 

符合GB/T 9978.1对耐火试验炉的要求。 

耐火试验炉应满足试件安装、升温条件、压力条件、温度测试及试验观察等要求。 

7.4.1.2 测温设备 

7.4.1.2.1 炉内温度测试 

炉内温度测量，采用丝径为φ0.75 mm～φ2.30 mm的热电偶，其热端应伸出套管25 mm，热电偶感

温端距堵料受火平面100 mm。炉内热电偶的数量不得少于5 支。 

7.4.1.2.2 试件背火面温度测量 

试件背火面——封堵材料、电缆表面或穿管表面、距堵料封堵边缘25 mm处的框架表面、塑料管道

表面的温度测量，采用丝径为φ0.5 mm的热电偶，工业Ⅱ级，数量不得少于6支。分布是：封堵材料表

面距贯穿物表面25 mm处，不少于2支；贯穿物（电缆、电缆束或穿管）表面距封堵材料表面25 mm处不

同的贯穿物至少设1支；支架或托盘表面距封堵材料表面25 mm处至少设1支；是使用阻火包带时，在塑

料管表面距楼板或墙体25 mm处设2支热电偶；距堵料封堵边缘25 mm处的框架表面设1支热电偶；另设1

支移动测温热电偶，必要时用来监测试件背火面可疑点的温升，其数据应作为判定依据。 

7.4.1.2.3 测温设备的精确度 

测温仪器设备的精确度（系统误差）应达到： 

  炉   内：±15 ℃ 

  表面或其他：±5 ℃ 

7.4.2 试验条件 

7.4.2.1 升温条件 

采用建筑纤维类火灾升温条件时，试验炉内温度应符合GB/T 9978.1中的相关规定。 

当采用电力火灾升温条件时，耐火试验炉内温度应符合XF/T 714-2007中5.1.1的相关规定。 

7.4.2.2 炉内压力条件 

采用建筑纤维类火灾升温条件时，试验炉内压力应符合GB/T 9978.1中的相关规定。 

采用电力火灾升温条件时，耐火试验炉在垂直试件顶部（垂直构件）水平面或试件底面以下100 mm

处的水平面（水平构件）炉内压力，在试验开始5 min后压力值为（20±5） Pa，10 min后压力值为（22±3）
Pa。 

7.4.3 试件要求 

进行耐火试验时，试件所用的材料、制作工艺、拼接与安装方法应足以反映相应构件在实际使用中

的情况。为使试验能够实施而进行的安装方式的修改对试验结果应无重大影响，并应对修改作详细说明。 

7.4.4 试件制作 

7.4.4.1 概述 

7.4.4.1.1 防火封堵材料在进行产品质量判定时，试件的制作可选择本文件中规定的标准试件的制作

方式。针对实际工程应用的试件，试件的制作应与实际使用情况一致。当按实际工程应用制作的试件已

包含标准试件中的所有贯穿物及其组合方式时,若其耐火性能达到规定要求，该试验结果也可用于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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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进行质量判定。 

7.4.4.1.2 电缆受火端用硅酸铝纤维棉封头（封头长度 50 mm，厚度 25 mm），暴露于火场的电缆长度

300 mm；穿管受火端用硅酸铝纤维棉堵塞管内径，堵塞长度 100 mm，穿管伸出试件受火面 300 mm；贯

穿物的长度为 1500 mm。 

7.4.4.1.3 背火面的贯穿物或支架应采用适当的方式固定，防止贯穿物或支架在试验前或试验过程中

滑落。 

7.4.4.2 孔洞用防火封堵材料试件 

7.4.4.2.1 孔洞用防火封堵材料标准试件应包含混凝土框架、贯穿物、支架和孔洞用防火封堵材料等

部份，标准试件的尺寸和详细制作要求见附录 A.1。 

7.4.4.2.2 对于无机堵料、阻火包或阻火模块，图 A.1 中的防火封堵材料应采用被测试的无机堵料、

阻火包或阻火模块中的某一种，允许按产品说明书的要求与柔性有机堵料或防火密封胶配合使用，并在

图纸中注明其产品名称、使用位置和用量。 

7.4.4.2.3 对于柔性有机堵料、泡沫封堵材料和多组份封堵材料，图 A.1 中的封堵材料由预留矩形孔

洞（孔洞长度：510 mm,高度：110 mm）的 C30 混凝土替代，预留矩形孔洞位于图 A.1中需要铺设电缆

桥架、电缆和钢管等贯穿物的位置。在预留矩形孔洞内按图 A.2 铺设电缆桥架、电缆和钢管等贯穿物，

采用柔性有机堵料、泡沫封堵材料和多组份封堵材料堵塞孔洞内所有间隙。 

注： 柔性有机堵料、泡沫封堵材料和多组份封堵材料的试件制作见图A.2。 

7.4.4.2.4 对于防火封堵板材，图 A.1 中的防火封堵材料应采用受火面与背火面各设一块防火封堵板

材，允许按产品说明书的要求在板材与框架及贯穿物结合处与柔性有机堵料或防火密封胶配合使用，并

在图纸中注明其产品名称、使用位置和用量。 

7.4.4.3 缝隙用防火封堵材料 

7.4.4.3.1 防火封堵材料标准试件应包含混凝土框架、固定支架及结构缝隙用防火封堵材料等部份，

试件应包括与防火封堵材料性能相适应的最大和最小两种固定缝隙宽度，最大和最小两种缝隙宽度由委

托方确定，必要时可包括可移动缝隙。标准试件的尺寸和详细制作要求见附录 A的 A.6。 

7.4.4.3.2 如果防火封堵材料具有封堵变形缝隙的能力，对于允许缝隙在使用过程中发生一定变形的

封堵材料，在进行耐火性能试验前，缝隙应移动至其变形率为 100%时的位置；对于允许缝隙在试验过

程中发生一定变形的防火封堵材料，在试验过程中其缝隙应由其允许变形率的 20%逐渐移动至其允许变

形率的 100%，缝隙移动的时间必须控制在耐火试验开始后的前 60 min以内。 

7.4.4.4 塑料管道用防火封堵材料 

塑料管道用防火封堵材料典型试件应包含混凝土框架、塑料管、支架及塑料管道用防火封堵材料等

部份，标准试件的尺寸和详细制作要求见附录A.3。 

7.4.4.5 防火封堵组件试件 

防火封堵组件典型试件宜包含混凝土框架、贯穿物、支架、防火封堵材料和耐火隔热材料等部份，

典型试件的尺寸和详细制作要求见附录C的C.1。 

当按工程应用制作的防火封堵组件，应反应其实际使用结构。 

7.4.5 状态调节 

试件制作后应按产品使用说明的规定进行养护，待试件养护期满后方能进行耐火试验。 

7.4.6 试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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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1 试件的安装 

试件安装应反映实际使用情况，根据测试要求将试件垂直或水平安装于燃烧试验炉上进行试验。在

背火面的防火封堵材料、贯穿物及框架上布置热电偶以测量背火面温升情况。贯穿物的悬臂端应采用有

效的支承（托架）。 

7.4.6.2 测量与观察 

炉内温度测量用热电偶应符合GB/T 9978.1的规定，热电偶的设置应不少于5支，温度记录周期不大

于30 s。 

 试件背火面温度 

测量并观察背火面封堵材料表面的温度、距封堵材料背火面25 mm处电缆表面的温度、距封堵材料

背火面25 mm处穿管表面的温度、距封堵材料背火面25 mm处框架表面的温度。 

 完整性 

测量并观察试件背火面是否有火焰或热气流穿出点燃棉垫，以及试件背火面是否出现连续火焰达 

10 s以上。棉垫的要求与使用应符合GB/T 9978.1的规定。 

 隔热性 

测量并记录背火面所有测温点包括移动热电偶的温升，以及任一测温点温升超过180 ℃的时间。 

7.4.7 耐火极限判定准则 

7.4.7.1 耐火极限判定 

对E类防火封堵材料，试验中出现7.4.7.2中规定的完整性丧失时，即表明该防火封堵材料的完整性

已达到极限状态，所记录的时间即为该防火封堵材料的完整性丧失的极限耐火时间。 

对EI类防火封堵材料，试验中出现7.4.7.2、7.4.7.3中规定的完整性丧失或失去隔热性的任何一项

时，即表明该防火封堵材料的完整性或隔热性已达到极限状态，所记录的时间即为该防火封堵材料的完

整性丧失或失去隔热性的极限耐火时间。 

7.4.7.2 完整性丧失 

完整性丧失的特征是，在试件的背火面有如下现象出现： 

a) 棉垫被点燃； 

b) 出现火焰并持续时间超过 10 s； 
c) 缝隙探棒可以穿过。 

7.4.7.3 失去隔热性 

a) 被检试样背火面任何一点温度温升超过初始温度 180 ℃； 

b) 任何贯穿物背火端距封堵材料 25 mm 处表面温升超过初始温度 180 ℃； 

c) 背火面框架表面任何一点温升超过初始温度 180 ℃。 

注： 初始温度指试验开始时背火面的初始平均温度。 

7.4.8 耐火性能的表示 

以试件的极限耐火时间表示防火封堵材料的耐火性能，精确至0.01 h。 

7.4.9 冲水试验 

对于选择进行冲水试验的垂直封堵类防火封堵材料或系统，按附录D的规定进行试验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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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0 耐火极限的修正 

如果试验过程中因异常情况炉内温度超过规定的允许偏差，应根据炉内的升温情况对实际耐火时间

进行修正。其修正值为实际耐火时间的前3/4时间内的实际炉温曲线与相应时间的标准温度曲线的面积

差的2/3乘以实际耐火时间，它们的积除以实际耐火时间的前3/4时间内的标准温度曲线下的面积。如果

实际炉温超过标准炉温，调整时间为增加，反之减少。修正公式如下： 

 C = 2I(A− A𝑆𝑆)/3A𝑆𝑆 ···································································· (1) 

式中： 
C——I的等时段修正值，单位为分（min）； 

I——实际耐火时间，单位为分（min）； 

A——前3/4 I的实际炉温曲线下的面积； 

As——与A相同时段内标准炉温曲线下的面积； 

8 检验规则 

8.1 除附加冲水试验外，本文件规定的燃烧性能、耐火性能和耐环境性能技术指标均为型式检验项目。 

8.2 有下列情形之一时，产品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投产或某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鉴定； 

  b）正式生产后，产品的原材料、配方、生产工艺有较大改变时或正常生产满三年时； 

  c）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8.3 本文件中所规定的耐水性、耐油性、耐碱性等为出厂检验项目。 

9 综合判定准则 

防火封堵材料的耐火性能按某种火灾环境条件下指定类别（E、EI类）达到某一级（1 h、2 h、3 h）

的规定要求，且其他各项性能指标均符合标准要求时，该产品被认定为产品在该火灾环境条件下质量某

一级合格。 

10 耐火性能试验结果的使用 

耐火性能试验结果可直接应用于耐火试验安装情况、温升条件一致的场合。对于不一致的场合，其

耐火性能试验结果应用参见附录E的规定要求。 

11 包装、标志、贮存、运输 

11.1 产品应采取清洁、干燥、能密封的包装袋或容器包装并附有合格证和产品使用说明。 

11.2 产品包装上应注明生产企业名称、地址、产品名称、产品商标（适用时）、规格型号、生产日期

或批号、贮存期、包装外形尺寸（适用时）或质量等。 

11.3 产品应存放在通风、干燥、防止日光直接照射的地方。 

11.4 产品在运输时，应防止雨淋、曝晒，并应符合运输部门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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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防火封堵材料耐火性能试验标准试件的安装 

A.1 电缆贯穿标准试件的安装方式如图 A.1所示: 

 

图A.1 电缆贯穿标准试件的安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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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柔性有机堵料、泡沫封堵材料电缆贯穿标准试件的安装方式如图 A.2所示： 

 

图A.2 柔性有机堵料、泡沫封堵材料电缆贯穿标准试件的安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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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管道贯穿标准试件的安装方式如图 A.3所示: 

 

图A.3 管道贯穿标准试件的安装方式 

A.4 管道封堵材料安装在楼板或墙体上进行耐火试验，楼板和墙体应预留可穿试验用管的孔洞。管道

封堵材料的安装方式应足以反映其实际使用情况，为使试验能够进行而作的安装修改应对管道封堵材料

性能无重大影响。试验用塑料管材应符合相关产品的国家或行业标准的要求。 

A.5 试验时将管道封堵材料用金属膨胀螺栓等金属件固定在结构厚度为 120mm 的现浇整体式 C30 砼

楼板下（砼板受火面保护层厚度为 10mm）或厚度为 200mm 砼墙体受火面一侧。试验用塑料管材总长度

为 2000mm，背火面塑料管材露出楼板或墙体长度为 1000mm，受火面管口用同材质堵头或矿物棉封堵，

封堵长度为（50±10） mm，背火面试验管距管口 50mm 处用支承件固定。在背火面距楼板或墙体 25mm 处

管外表面对称两侧各安装 1 支热电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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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缝隙标准试件的安装方式如图 A.4 所示: 

 

图A.4 缝隙封堵标准试件的安装方式 

A.7 框架内用于支撑缝隙的板材为C30混凝土板（砼板受火面保护层厚度为 10mm）。对于缝隙封堵材料，

可根据委托方的要求，在实施耐火试验前或试验过程中采用机械的方式移动缝隙，移动方式可以是沿被

支撑的平面移动缝隙的宽度，也可以是沿剪切方向或其他方向移动，移动的最大距离应根据缝隙封堵材

料的性能由委托方确定。 

A.8 在缝隙封堵材料的砼支撑构件上，在背火面距离缝隙边缘 25mm处每条缝隙布置两支热电偶。在封

堵材料背火面，沿缝隙中心线每条缝隙布置两支热电偶。 

A.9 附录 A 的图 A.1、图 A.2 和附录 C 的图 C.1、图 C.2 中所用 3×50+1×25 mm
2
YJV 电缆型号具体为

ZC-YJV-3×50+1×25 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阻燃 C类电力电缆，其护套层氧指数为 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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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防火封堵材料常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B.1 常规性能要求 

B.1.1 理化性能 

柔性有机堵料、无机堵料、阻火包、阻火模块、防火封堵板材和泡沫封堵材料的理化性能宜符合表

B.1的规定。 

缝隙封堵材料、防火密封胶和阻火包带的理化性能宜符合表B.2的规定。 

B.1.2 产烟毒性 

防火封堵材料的产烟毒性宜不低于GB/T 20285-2006中ZA2级。 

B.1.3 烟密度 

采用GB/T 8627规定方法测试，防火封堵材料的烟密度等级SDR宜不大于35。 

注：烟密度指标阻火包、无机堵料除外。 

B.1.4 气密性 

采用GB/T 7107规定方法测试，采用单位面积空气渗透量作为气密性判定指标，防火封堵组件的气

密性不宜高于3.5 m
3
/（m

2
·h）。 

B.1.5 卤酸含量 

采用GB/T 17650.1规定方法测试，防火封堵材料的卤酸含量宜不大于10 mg/g。 

注： 卤酸含量指标无机堵料、缝隙封堵材料除外。 

表B.1 柔性有机堵料等防火封堵材料的理化性能技术要求 

序

号 
检验项目 

技 术 指 标 

柔性有 

机堵料 
无机堵料 阻火包 阻火模块 

防火封 

堵板材 

泡沫封 

堵材料 

1 
表观密度 

kg/m
3
 

≤2.0×10
3
 ≤2.0×10

3
 ≤1.2×10

3
 ≤2.0×10

3
 — ≤1.0×10

3
 

2 
抗压强度 

MPa 
— 0.8≤R≤6.5 — R≥0.10 — — 

3 
抗弯强度 

MPa 
— — — — ≥0.10 — 

4 
膨胀性能 

% 
— — ≥150 ≥120 — ≥150 

注：抗压强度指标弹性阻火模块除外。 

B.2 试验方法 

B.2.1 初凝时间（t） 

在20 ℃±5 ℃条件下，按产品使用说明规定的混合比配料，搅拌均匀后静置，用秒表测定从搅拌

均匀到丧失流动性时为止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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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缝隙封堵材料、防火密封胶和阻火包带的理化性能技术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技 术 指 标 

缝隙封堵材料 防火密封胶 阻火包带 

1 
表观密度 

kg/m3 
≤1.6×103

 ≤2.0×103
 ≤1.6×103 

2 
膨胀性能 

% 
≥300 ≥300 — 

B.2.2 表观密度 

B.2.2.1 试验条件 

密度测试应在常温条件下进行。 

B.2.2.2 试验装置 

不锈钢容器：内径为φ50 mm，高50 mm； 

电子天平：量程大于100 g，精度0.1 g； 

电子天平：量程1000 g，精度1 g； 

直尺：精度1 mm； 

游标卡尺：精度0.02 mm； 

量筒：1200 mL； 

电热鼓风干燥箱：0 ℃～200 ℃。 

B.2.2.3 试验程序 

B.2.2.3.1 柔性有机堵料、防火密封胶 

将防火密封胶或混合均匀的柔性有机堵料放入一个内径为φ50 mm，高50 mm的不锈钢容器中。用直

径为5 mm的不锈钢棒插捣，使其充满整个容器，并用不锈钢板将表面抹平，使其上表面与不锈钢容器的

上表面处于同一平面。准确称量其质量m2，m2减去不锈钢容器本身的质量m1即为试样的质量m，精确至 

0.1 g。 

表观密度ρ（kg/m
3
）按式（B.1）计算： 

 ρ = m/v ········································································· (B.1) 

式中： 
ρ—表观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 

m—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V—不锈钢容器净空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
3
）。 

试验数据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取整到0.1×10
3
 kg/m

3
。两次试验结果之差不得超过0.2

×10
3
 kg/m

3
。 

B.2.2.3.2 无机堵料、阻火包 

将阻火包内装材料放入电热鼓风干燥箱内，在65 ℃±2 ℃条件下烘干至恒重。 

将试样（无机堵料或阻火包内装材料）混合均匀后，缓慢放入量程不小于1200 mL的量筒中至1000 mL

左右，轻轻振动量筒，使量筒中的试样与刻度线相平，记录下刻度读数V。 

称量空量筒的质量和装入试样后的量筒质量，两者之差即为试样的质量，精确至0.1 g。 

表观密度按式（B.2）计算： 



GB 23864—20XX 

17 

 ρ = m/v ········································································· (B.2) 

式中： 
ρ—表观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 

m—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V—试样的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
3
）。 

试验数据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取整到0.1×10
3  
kg/m

3
。两次试验结果之差不得超过0.2

×10
3
 kg/m

3
。 

B.2.2.3.3 阻火模块、防火封堵板材、泡沫封堵材料 

将阻火模块、防火封堵板材或已成型的泡沫封堵材料切割成两个50 mm×50mm×20 mm的试件(也可

以是实际厚度)，分别称量其质量，精确至1 g，并测量其尺寸，精确至1 mm。 

表观密度按式（B.3）计算： 

 ρ = m/v ········································································· (B.3) 

式中： 
ρ—表观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 

m—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V—试样的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
3
）。 

试验数据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取整到0.1×10
3
 kg/m

3
。两次试验结果之差不得超过0.2

×10
3
 kg/m

3
。 

B.2.2.3.4 阻火包带和缝隙封堵材料 

将阻火包带或缝隙封堵材料切割成两个100 mm×10mm×2 mm的试件（也可以是实际宽度和厚度），

分别称量其质量，精确至1 g，并测量其尺寸，精确至1 mm。 

表观密度按式（B.4）计算： 

 ρ= m/v·········································································· (B.4) 

式中： 
ρ—表观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 

m—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V—试样的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
3
）。 

试验数据取两次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取整到0.1×10
3
 kg/m

3
。两次试验结果之差不得超过0.2

×10
3
 kg/m

3
。 

B.2.3 抗压强度 

B.2.3.1 试样的制备 

将调和好的无机堵料倒入规格为62.5 mm×40mm×40 mm的试模内，捣实抹平，待基本固化后脱模。

试样的调和与养护应按产品使用说明进行，试样数量为五个。 

将阻火模块切割成规格为62.5 mm×40mm×40 mm的试样，试样数量为五个。 

B.2.3.2 试验装置 

试验采用符合GB/T 2611规定的压力试验机。 

B.2.3.3 试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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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试块的任一侧面作为受压面，用游标卡尺测量其受压截面长和宽的尺寸，精确至1mm。 

将选定试块的受压面向上放在压力试验机的加压座上，使试件的中心线与压力机压头的中心线重合，

以1500N/min～2000 N/min 的速度均匀加荷至试件破坏，记录试件破坏时的压力读数。 

抗压强度按式（B.5）计算： 

 R = P/S ·········································································· (B.5) 

式中： 
R——抗压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P——压力读数，单位为牛顿（N）； 

S——受压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mm
2
）。 

抗压强度结果以五个试验值中剔除粗大误差后的算术平均值表示，精确至0.01 MPa。 

B.2.4 抗弯强度 

将样品加工成尺寸为240 mm×100 mm的试件，试件数量为五个。表面有涂层的防火封堵材料，其裸

露的断面应采用相同的表面材料涂封。按GB/T 7019-2014中第10条的规定测试并计算试件的抗弯强度，

抗弯强度结果以五个试验值中剔除粗大误差后的算术平均值表示，精确至0.01 MPa。 

B.2.5 膨胀性能 

B.2.5.1 试件制备 

阻火包：将阻火包的内装材料混合均匀后，分别放入三个内径为φ50 mm，高50 mm的钢质容器中。

阻火包的内装材料在钢质容器中的松散堆积厚度为10 mm。 

阻火模块、缝隙封堵材料、泡沫封堵材料（已固化成型）：将试样切割成三个直径为φ48 mm～φ

50mm，厚度为10 mm±3 mm的试样块，厚度不足可以叠加，每个试件至少应包含一个使用表面。然后，分

别放入三个内径为φ50mm，高度不小于50 mm 的钢质容器中。 

防火密封胶：将防火密封胶注入三个内径为φ50 mm，高50 mm的钢质容器中，防火密封胶的注入高

度为3 mm±1 mm。然后，将钢质容器放入温度为60 ℃±5 ℃的电热鼓风干燥箱中干燥48 h以上。根据产

品的使用要求，也可以分层进行干燥，干燥后试件的厚度为3 mm±1 mm。 

B.2.5.2 试验程序 

用钢直尺测量试样膨胀前的高度。然后，将装有试样的钢质容器置于温度为540 ℃±10 ℃的电阻

炉内，恒温30 min后取出。待充分冷却后，测量试样膨胀后的高度（若膨胀后的试样表面不平整，可测

试多个点取平均值），试样膨胀后的高度与膨胀前的高度之比即为该材料的膨胀倍数。膨胀性能以三个

试样膨胀倍数的算术平均值表示，精确至小数点后第一位。 

阻火包带的膨胀性能按照XF 304-2012中6.3条的规定进行试验。 

B.2.6 产烟毒性 

防火封堵材料按照GB/T 20285-2006的规定检验产烟毒性危险分级，结果应符合本文件5.1.5的要求。 

B.2.7 烟密度 

防火封堵材料按GB/T 8627规定的方法进行烟密度试验。样品尺寸符合GB/T 8627规定的尺寸，厚度

为封堵材料实际厚度，最大厚度不超过25 mm。试验时应使防火封堵材料受火面一侧面向火焰，试验结

果应符合5.1.6的要求。 

B.2.8 气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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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封堵组件气密性能按GB/T7107的规定进行检测。 

B.2.9 卤酸含量 

卤酸含量按国家标准GB/T 17650.1的规定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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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防火封堵组件耐火性能试验典型试件的安装 

C.1 防火封堵组件典型安装方式如图 C.1和图 C.2所示。 

 

图C.1 防火封堵组件 1典型试件的安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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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2 防火封堵组件 2典型试件的安装方式 

C.2 在电缆贯穿试件和防火封堵组件试件的防火封堵材料表面，距离每种贯穿物 25mm处各布置一支热

电偶。在每种贯穿物表面距背火面 25mm 处布置一支热电偶。当贯穿物背火面作了绝热处理或有涂层时，

在贯穿物上距离绝热层或涂层边缘 25mm处布置热电偶。其他任何可疑点均可设置热电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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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规范性） 

防火封堵材料、防火封堵组件可选择和附加的试验——冲水试验 

D.1 对已经完成了耐火试验的样品在到达规定受火时间时取出，立刻照表 D.1 按先中部后其他位置，

慢慢改变方向用水对受火面进行冲击，观察样品在水冲击、渗透和冷却下，试件背火面是否形成水流的

孔洞。 

表D.1 压力和时间——冲水试验 

耐火时间 min 水枪进口压力（kPa） 受火面积（m2
）和对应的冲水时间（s） 

240≤t＜480 310 3.0（32） 

120≤t＜240 210 1.5（16） 

90≤t＜120 210 0.9（10） 

60≤t＜90 210 0.60（6） 

t＜60 210 0.60（6） 

D.2 试验时，如果水流是正对防火封堵材料或防火封堵组件均匀喷出，表 D.1 中的计算面积应包括防

火封堵材料或防火封堵组件的外框尺寸。 

D.3 水流应通过公称通径φ65mm的水带和喷嘴口径为 16 mm的直流水枪射出，水压力和时间应按表 D.1

规定进行。 

D.4 当喷嘴口正对试件中心时，喷嘴口与试件受火面的轴线距离应为 6m±0.1m。 

D.5 判定 

D.5.1 在耐火试验和冲水试验时防火封堵材料或防火封堵组件均符合以下规定，则达到了EC级要求。 

D.5.1.1 该防火封堵材料或防火封堵组件在要求的耐火时间内未丧失完整性。 

D.5.1.2 冲水试验时，防火封堵材料或防火封堵组件未出现任何导致背火面形成水流的孔洞。 

D.5.2 在耐火试验和冲水试验时防火封堵材料或防火封堵组件均符合以下规定，则达到了EIC级要求。 

D.5.2.1 在要求的耐火时间内未丧失完整性和失去隔热性。 

D.5.2.2 冲水试验时，防火封堵材料或防火封堵组件未出现任何导致背火面形成水流的孔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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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 

耐火性能试验结果的使用 

E.1 防火封堵组件在实际应用中只能用于耐火极限要求小于或等于其耐火极限测试结果的部位。 

E.2 采用本文件规定的标准试件进行试验时，水平试件进行耐火性能试验得出的耐火性能试验结果可

用于相应结构形式的垂直构件。 

E.3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的防火封堵系统或组件，若使用的贯穿物为非阻燃电力电缆时，应在封堵材料

两侧用电缆防火涂料或电缆用阻燃包带等对非阻燃电力电缆进行保护，其保护长度不少于 315mm。 

E.4 混凝土构件的耐火性能测试结果可用于厚度大于或等于测试用混凝土构件厚度的混凝土或砖石结

构。 

E.5 标准试件的耐火性能测试结果只能应用于电缆填充率(管道贯穿率)不大于测试时电缆填充率（管

道贯穿率）的情况。标准试件的耐火测试实验结果只能应用于电缆种类相同且不大于测试时电缆外径的

情况、管道外径不大于测试时管道外径的情况。 

E.6 缝隙标准试件的耐火性能测试结果只能用于与之相同类型的缝隙。在实际应用中，当缝隙宽度和/

或位移量小于或等于标准试件时，耐火性能测试结果有效。 

E.7 火灾环境条件包括 GB/T 9978.1标准温升和 XF/T 714-2007 电力火灾温升，设计单位应根据防火

封堵材料使用具体环境和发生火灾的具体条件进行选择。对于封堵结构两侧存在可燃物的，应根据规范

规定选择 EI类防火封堵材料，使封堵结构能有效阻止火灾蔓延。 

E.8 采用标准试件获得的试验结果可用于对防火封堵材料产品的质量进行判定，但其耐火试验结果只

能表明其在本文件所确定的结构形式下的耐火性能，并不能用于所有的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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