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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标准》编制背景和目的 

灭火器是扑救初起火灾的重要器材，各类工业
与民用建筑普遍配置，但由于灭火器使用环境、
维护保养状况不同，致使在用灭火器完好率偏
低。目前，我国有关灭火器配置、检查和维护
保养的规定分属不同标准，为方便用户查阅灭
火器配置要求，掌握灭火器使用方法，熟悉灭
火器检查、维修和报废规定，提高在用灭火器
完好率，制定本标准。 



一、 《标准》编制背景和目的 

在本标准制定过程中，编制组遵循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和技术标准，深入调研了单位和场所
灭火器配置、使用情况，认真总结了灭火器使
用过程中存在问题，广泛征求了灭火器使用、
维修单位意见，最后经审查定稿。 

征求餐饮协会、物业协会、百联集团、申通地
铁等单位意见 

 



一、 《标准》编制背景和目的 

本标准共8章。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灭火器配置、灭火器安装设置、
灭火器使用方法、灭火器检查与维护、灭火器
维修单位管理。 



一、 《标准》编制背景和目的 

 2019年初，上海市消防协会装备分会提出 

 2019年5月，经上海市消防协会会长办公会批准
立项 

 2019年5-12月，上海市消防协会组织编制，成立
标准起草组，李申高工为主编，倪明高工负责1-
3章，上海恒森消防成套设备有限公司负责第4章，
上海铁安消防器材有限公司负责第5章，北京久
久神龙消防器材有限公司负责第6章，上海新场
防火阻燃材料厂负责第7章，上海联闵消防设备
有限公司负责第8章。经多次会议讨论成稿。 



一、 《标准》编制背景和目的 

本标准创新点：一是将灭火器使用方法写入标
准条文；二是维修合格证采用二维码防伪，通
过扫码验证真伪，并实现灭火器维修可追溯。 

 



二、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灭火器管
理的术语和定义，灭火
器配置、灭火器设置要
求、灭火器使用方法、
灭火器检查与维护和灭
火器维修机构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与民
用建筑中灭火器的配置、
设置、使用、检查和维
护。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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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50140-2005建筑灭火器
配置设计规范 

 GB 50444-2008   建筑灭火
器配置验收及检查规范 

 GA 95-2015      灭火器维修 

   

 



四、术语和定义  

 灭火级别   rating    

 表示灭火器能够扑灭不
同种类火灾的效能。由
表示灭火效能的数字和
灭火种类的字母组成。  

 



五、 灭火器配置  

 

 4.1  灭火器选型 

 4.1.1  灭火器选用一般规定 

 配置场所的火灾种类； 

 配置场所的火灾危险等级； 

 灭火剂的灭火性能和通用性； 

 灭火剂的喷射对人员的影响
及对保护对象的污损程度； 

 灭火器的使用温度范围对设
置点环境温度的适用性； 

 使用人员的体能。  



五、 灭火器配置  

 

 4.1.2  在同一灭火器配
置场所，宜选用相同类
型和操作方法的灭火器。
当同一灭火器配置场所
存在不同火灾种类时，
应选用通用型灭火器。 

 



五、 灭火器配置  

 

 4.2  灭火器选用要求  

 4.2.1  A 类火灾场所应选
择适用于A类火灾的水基
型灭火器、干粉灭火器、
洁净气体灭火器等，宜配
置水基型灭火器。  

 4.2.2  B 类火灾场所应选
择适用于B类火灾的水基
型灭火器、干粉灭火器、
二氧化碳灭火器、洁净气
体灭火器等。存在水溶性
可燃物的 B 类火灾场所
选择水基型灭火器时，应
选择抗溶性的灭火器。  

 

 A类火灾： 

 指固体物质火灾。这种物
质通常具有有机物质性质，
一般在燃烧时能产生灼热
的余烬。如木材、干草、
煤炭、棉、毛、麻、纸张
等火灾。 

 B类火灾： 

 指液体或可熔化的固体物
质火灾。如煤油、柴油、
原油、甲醇、乙醇、沥青、
石蜡、塑料等火灾。 

 



五、 灭火器配置  

 

 4.2.3  C 类火灾场所应
选择能灭 C 类火灾的干
粉灭火器等。  

 4.2.4  D 类火灾场所应
根据金属的种类、物态
及其特性选择适用该特
定金属的专用灭火器。  

 

 C类火灾： 

 指气体火灾。如煤气、
天然气、甲烷、乙烷、
丙烷、氢气等火灾。 

 D类火灾： 

 指金属火灾。如钾、钠、
镁、钛、锆、锂、铝镁
合金等火灾。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3%9D%E9%95%81%E5%90%88%E9%87%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3%9D%E9%95%81%E5%90%88%E9%87%91


五、 灭火器配置  

 

 4.2.5  E 类火灾场所应
选择适用于 E 类火灾的
水基型灭火器、干粉灭
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
洁净气体灭火器等。带
电设备电压超过 1kV 的
场所，禁止选择灭火器
进行带电扑救。 

 4.2.6  F 类火灾场所宜
选择能灭 F 类火灾的水
基型灭火器等。  

 

 E类火灾： 

 指带电火灾。物体带电
燃烧的火灾。 

 F类火灾： 

 指烹饪器具内的烹饪物
（如动植物油脂）火灾。 

 



五、 灭火器配置  

 

 4.3  灭火器购买查验 

 4.3.1  灭火器应符合市
场准入的规定，应取得
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
证证书并有出厂合格证
明。  

 4.3.2  灭火器的铭牌、
出厂日期及消防产品身
份信息标志等标识应齐
全。  

 



五、 灭火器配置  

 

 4.3.3  外观检查  

 铅封应完整； 

 贮压式灭火器压力指示器
指针应在绿区； 

 灭火器筒体可见的防腐层
应完好，无锈蚀；  

 灭火器的可见零部件应完
整，无松动、变形、锈蚀
和损坏； 

 喷嘴及喷射软管应完整，
无堵塞； 

 推车式灭火器的行驶机构，
应行驶灵活。  

 



六、灭火器的设置要求 

 

 5.1  一般规定  

 5.1.1  灭火器设置应符合GB 
50140标准的要求。  

 5.1.2  灭火器的最大保护距离应
符合各类火灾场所的规定：  

 A 类火灾场所的手提式灭火器最
大保护距离为15m；推车式灭火
器最大保护距离为30m； 

 B、C 类火灾场所的手提式灭火
器最大保护距离为9m；推车式灭
火器最大保护距离为18m； 

 D 类火灾场所的灭火器，其最大
保护距离应根据具体情况研究确
定； 

 E 类火灾场所的灭火器，其最大
保护距离不应低于该场所内 A 类
或 B 类火灾的规定。 



六、灭火器的设置要求 

 

 5.1.3  灭火器的安装设
置应便于取用，且不得
影响安全疏散。  

 5.1.4  灭火器的安装设
置应稳固，灭火器的铭
牌应朝外，灭火器的器
头宜向上。  

 5.1.5  灭火器设置点的
环境温度不得超出灭火
器的使用温度范围。  

 

 2018年8月25日4时12

分，位于哈尔滨市松北
区的哈尔滨北龙汤泉休
闲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北龙汤泉酒店)发生重
大火灾事故，造成20人
死亡、23人受伤，过火
面积约400平方米，直
接经济损失2504.8万元。 

 



六、灭火器的设置要求 

 

 5.1.6  在有视线障碍的放
置点安装设置灭火器时，
应在醒目的地方设置指示
灭火器位置的发光标志。 

 5.1.7  在灭火器箱的箱体
正面和灭火器放置点附近
的墙面上应设置指示灭火
器位置的标志，并宜选用
发光标志。  

 5.1.8  灭火器设置在室外
时，应采取防晒、防水、
防潮、防腐等防护措施。  

 



六、灭火器的设置要求 

 

 5.1.9  灭火器不宜设置
在潮湿或腐蚀性的地点，
当必须设置时，应采取
防潮、防腐措施。  

 5.1.10  不同型号规格的
灭火器备用量不应小于
其实际总数的 5%，一
个计算单元内配置的灭
火器数量不得少于2具；
每个设置点的灭火器数
量不宜多于5具。 

 



六、灭火器的设置要求 

 

 5.2  手提式灭火器的设
置要求  

 5.2.1  在干燥、无腐蚀
气体的场所，手提式灭
火器可直接放置在地上。  

 5.2.2  灭火器设置点应
便于人员对灭火器进行
维护保养。 

 



六、灭火器的设置要求 

 

 5.2.3  挂钩、托架安装后
应能承受一定的静载荷，
不应出现松动、脱落、断
裂和明显变形。安装应符
合下列要求：  

 应保证可用徒手的方式便
捷地取用设置在挂钩、托
架上的手提式灭火器； 

 当两具及两具以上的手提
式灭火器相邻设置在挂钩、
托架上时，应可任意地取
用其中一具。  

 



六、灭火器的设置要求 

 

 5.2.4  设有夹持带的挂钩、
托架，夹持带的打开方式
应从正面可以看到。当夹
持带打开时， 灭火器不
应掉落。 

 5.2.5  嵌墙式灭火器箱及
挂钩、托架的安装高度应
满足手提式灭火器顶部离
地面距离不大于 1.50m，
底部离地面距离不小于
0.08m。  

   

 



六、灭火器的设置要求 

 

 推车式灭火器的设置要求 

 5.3.1  推车式灭火器宜设
置在平坦场地，不得设置
在台阶上。在没有外力作
用下，推车式灭火器不得
自行滑动。 

 5.3.2  推车式灭火器的设
置和防止自行滑动的固定
措施等均不得影响其操作
使用和正常行驶移动。 

 



七、灭火器使用方法  

 

 6.1  手提式灭火器使用方法  

 6.1.1  拔掉保险销、握紧喷
管、按下压把，将喷管（喷
嘴）对准火源根部由近及远
扫射，灭火器喷管（喷嘴） 
距离火源不得小于1.5m。 

 6.1.2  灭火时应选择上风或
侧上风方向，灭火器应保持
直立状态，不得横卧或倒置
使用；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
时应防止冻伤、窒息。 

 6.1.3  带电设备场所应先切
断电源后再灭火。 

 

../高为刚2019/电气防火课件/皇冠KTV火灾/河南长垣县皇冠KTV火灾监控视频.wmv


七、灭火器使用方法  

 

 6.2  推车式灭火器使用方法  

 6.2.1  推车式灭火器宜由两人
操作。 

 6.2.2  一人展开喷射软管、握
紧喷枪、打开喷枪开关，一人
拔掉保险销、打开阀门开关；
对准火源根部由近及远扫射，
推车式灭火器喷枪距离火源不
得小于1.5m。 

 6.2.3  灭火时应选择上风或侧
上风方向，灭火器应保持直立
状态，不得横卧或倒置使用；
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时应防止
冻伤、窒息。 

 6.2.4  带电设备场所应先切断
电源后再灭火。   

 



八、灭火器检查与维护 

 

 7.1  一般要求 

 7.1.1  灭火器的检查与维护应
由专人负责。 

 7.1.2  每次送修的灭火器数量
不得超过场所内灭火器总数量
的 1/4。超出时，应选择相同
类型和操作方法的灭火器替代，
替代灭火器的灭火级别不应小
于原配置灭火器的灭火级别。 

 7.1.3  检查或维修后的灭火器
均应按原设置点位置摆放。 

 7.1.4  需维修、报废的灭火器
应由灭火器专业维修机构或灭
火器生产企业进行维修和报废
处理。 

 



八、灭火器检查与维护 

 

 7.2.1  一般场所应对灭火器
的配置、外观等按有关标准
及要求每月进行一次检查。 

 7.2.2  下列场所配置的灭火
器，应按有关标准及要求每
半月进行一次检查： 

 候车（机、船）室、地铁车
站，医院、学校、商场市场、
养老设施，歌舞娱乐放映游
艺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 

 堆场、油罐区、石油化工装
置区、加油站、锅炉房、地
下室等易燃易爆等场所。 

 



八、灭火器检查与维护 

 

 7.2.3  灭火器的设置应符
合GB50140有关要求。
当灭火器配置场所的火灾
种类、危险等级和建筑布
局等发生变化时，应重新
进行配置。 

 7.2.4  手提式灭火器的托
架不得出现松动、脱落、
断裂和明显变形。 

 7.2.5  灭火器周围不应有
障碍物，不应遮挡、拴系
等影响取用，室外灭火器
应有防雨、防晒保护措施。 

 



八、灭火器检查与维护 

 

 7.2.6  灭火器箱严禁上锁，
箱内应清洁干燥。  

 7.2.7  灭火器发光标识应无
明显的缺陷和损伤，能够在
黑暗中显示灭火器的位置。 

 7.2.8  灭火器上关于灭火剂、
驱动气体的种类、充装压力、
总质量、灭火级别、制造厂
名及出厂日期等内容应清晰、
无残缺。维修后的灭火器应
有维修标识，并不得覆盖灭
火器铭牌。灭火器筒体钢印
等永久性标志应清晰完整。 

 



八、灭火器检查与维护 

 

 7.2.9  灭火器无机械损伤，
外观完好，铅封、插销等保
险装置完好无损。灭火器一
经开启，必须送灭火器专业
维修机构维修。 

 7.2.10  贮压式灭火器压力
指示器指针应在绿区范围内，
不在绿区的，应立即送灭火
器专业维修机构维修。二氧
化碳灭火器用称重法检查，
当年泄漏量大于3%时，应
送灭火器专业维修机构维修。  

 7.2.11  灭火器喷射软管、
保护装置应完好，无明显龟
裂，喷嘴喷枪不得堵塞。 

 



八、灭火器检查与维护 

 

 7.2.12  推车式灭火器行
走机构应灵活可靠、完好，
有足够的通行性能，推行
时无卡阻，及时在转动轮
子部位加润滑油。推车式
灭火器的喷射软管前端，
应设有喷枪夹持装置，推
行时喷枪不脫落。 

 7.2.13  灭火器的日常检
查记录应存档备查，时间
不应少于2年。 

 



八、灭火器检查与维护 

 

 7.3  灭火器送修  

 7.3.1  灭火器存在机械
损伤、 明显锈蚀、灭火
剂泄露、被开启使用过、
已达到维修期限或符合
其它维修条件的，应及
时送灭火器专业维修机
构进行维修。 

 



八、灭火器检查与维护 

 

 7.3.2  灭火器维护、检
修期限应符合表1的规
定。  

 



八、灭火器检查与维护 

 

 7.4.1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灭火器应报废： 

永久性标志模糊，无法识别； 

筒体被火烧过； 

筒体有严重变形； 

筒体外表面，连接部位，底座有腐蚀的凹坑； 

筒体外部涂层脱落面积大于筒体总面积的三分之
一 ； 

筒体有锡焊，铜焊或补缀等修补痕迹； 

筒体内部有锈屑或表面有腐蚀的凹坑； 

 



八、灭火器检查与维护 

 

筒体的连接螺纹有损伤； 

筒体水压试验不合格； 

不符合消防产品市场准入制度； 

没有生产厂名称和出厂年月，包括铭牌脱落，
或虽有铭牌，但已看不清生产厂名称， 或出
厂年月钢印无法识别。 

 7.4.2  灭火器出厂时间达到表2规定的期限时
应予报废。 

 



八、灭火器检查与维护 

 

 注：1）灭火器报废后，
应按照等效替代的原则
进行配置； 

 2）灭火器报废应由灭火
器专业维修机构进行报
废处理，其它单位不得
随意进行灭火器报废处
理。 



九、灭火器维修机构能力要求  

 8.1  一般规定  

 8.1.1  基本要求 

 灭火器维修机构应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维修能力应
符合 GA95-2015标准要
求； 

 灭火器维修机构应加强行
业自律，积极参与行业协
会诚信体系建设。 

 灭火器维修机构维修能力
应经专家评定取得资质后
方可开展维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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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  维修人员  

灭火器维修机构人员数量应满足灭火器维修种类
和维修数量的需要。维修机构应至少配置技术员 
1 名，维修操作员 2 名，专职检验员 1 名； 

从事灭火器维修工作的技术、维修操作和检验人
员，均应接受岗前理论和实际操作培训， 熟悉本
岗位职责、灭火器结构原理、产品标准及相关操
作规程，经考试合格，持证上岗； 

维修人员至少每 2 年培训一次。产品标准、配件
标准或有关规定发生变化时应对维修人员进行再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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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维修质量管理  

 8.2.1  维修机构应建立健全企业的质量管理制度
和各类人员的岗位职责，并贯彻执行。 

 8.2.2  应保存所维修灭火器的产品标准、零部件
和灭火剂标准、产品结构图或零部件图。 

 8.2.3  应制定维修灭火器的工艺文件和拆卸、水
压试验、灭火剂灌装、组装/充压、气密性试验、
维修检验等操作规程。 

 8.2.4  应定期对职工进行培训并建立档案。培训
内容包括：法律法规、标准、维修技术、质量管
理、操作规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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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  应建立质量信息反馈和用户服务制度，保
存相关档案。 

 8.2.6  应保存维修记录。记录应逐具编号填写，
内容准确、真实、清晰，易于识别、追溯和检索。
对记录的标识、贮存、保护、检索、保存期限和
处置应实施有效管理和控制。 

 8.2.7  应对外购的零部件、灭火剂进行进货检验，
检验合格方可使用，应保存进货检验记录。 

 8.2.8  维修设备、检验设备应建立档案，保存设
备维护保养记录和检验设备的校准或检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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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维修记录和维修标识 

 8.3.1  维修机构应对维修和再充装的灭火器逐
具进行编号，并按编号记录维修和再充装信息，
确保维修和再充装灭火器的可追溯性。 

 8.3.2  维修记录内容应包括使用单位名称、使
用单位负责人、使用单位联系方式、制造商名
称、型号规格、出厂日期、维修编号、维修项
目、维修日期、 维修后总质量、检验人员等，
保存期限应不少于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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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  维修标识 

 每具维修出厂检验合格
的灭火器均应粘贴维修
合格证，其内容、格式
和尺寸应符合图 1 的要
求，灭火器维修合格证
底色为银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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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合格证应采用不加热的方法固定在灭火器
的筒体上，不得覆盖生产厂铭牌。当将其从灭
火器的筒体拆除时，应自行破损；  

维修合格证采用二维码防伪，并方便用户验证
真伪，获得以下信息：灭火器的维修机构及维
修地址、灭火器的维修编号、灭火器的维修出
厂日期、灭火器的下次维修日期。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