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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的产品范围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的各类消防产

品。 

2  认证模式 
全性能委托检验＋工厂质量管理体系审核＋认证发证检验＋认证后监

督（工厂质量管理体系监督审核＋产品监督检验）。 

3  认证的基本环节 
3.1  全性能委托检验 

3.2  认证的申请 

3.3  工厂质量管理体系审核 

3.4  认证发证检验 

3.5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3.6  认证后监督 

4  认证实施的基本要求 
4.1 全性能委托检验 
4.1.1 全性能委托检验的送样 

4.1.1.1 全性能委托检验的送样原则 

    全性能委托检验送样应从认证申请单元中选取代表性样品（主型和分

型产品其代表性样品为主型产品，分型产品应按相应产品认证特则的要求

送样，对其与主型不同部分进行试验；产品按系列产品申请认证时，代表

性样品是指对于整个系列的样品而言,检验项目最具覆盖性，检验条件最具

严酷性，检验结果最具代表性。）进行全性能委托检验。 

4.1.1.2 送样方法 

全性能委托检验的样品由申请企业负责按认证机构的要求选送,并对

选送样品负责。整机产品的送样量见附件 1。 

4.1.2 全性能委托检验的检验标准、项目及方法 

4.1.2.1 检验标准 

检验标准为相应产品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4.1.2.2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为相应产品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全部检验项目。 

4.1.2.3 检验方法 

除相应的产品认证特则有规定外，检验方法按相应产品的国家标准或

行业标准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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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认证的申请 
4.2.1  申请单元划分 

4.2.1.1 原则上按产品型号申请认证。同一制造商、同一产品型号但生产

厂不同的产品可为一个申请单元。 

4.2.1.2 产品单元型号相同且安全结构设计和对产品安全性能有影响的元

器件均相同、而是型号不同的系列产品（如：不同型号之间的差异仅为针

对不同的客户或不同的销售地区）可作为一个单元申请认证。产品认证的

申请单元划分见附件 1。 

4.2.2 申请文件 

企业申请产品认证应向中国消防产品质量认证委员会(以下称认证机

构)提交下述申请文件、资料(一式二份)： 

1) 中国消防产品质量认证委员会认证合格证书/标志申请书(原件)； 

2) 企业注册证明(1∶1 复印件，并加盖发证机关印章)； 

     3)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现行受控的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汇编)； 

     4) 认证机构指定的国家级消防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以下称检验机 

构)出具的申请认证产品全性能委托检验报告（1∶1 复印件）； 

     5) 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 

     6) 产品生产配置平面图。 

4.2.3 文件审核 

认证机构将企业提交的申请文件、资料分发到认证机构文件审核部（以

下称文件审核部），文件审核部按照 GB/T19000 质量管理系列标准对企业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进行初审。对基本符合要求的，文件审核部向认证机构

呈报《消防产品质量认证文件初审结论报告》，认证机构向申请企业下发

《受理认证申请通知书》；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 文件审核部通知申请企

业及时修改。 

4.2.4 分型产品的申请 

分型产品与主型产品认证的申请要求相同，其全性能委托检验可与主

型产品作为一种产品进行检验，不同的部分应增加检验项目。 

4.2.5 增型认证的申请 

增加己获认证产品的同一类别不同型号产品认证(以下称增型认证)，

申请企业需提供下述申请文件、资料(一式二份)： 

    1) 中国消防产品质量认证委员会认证合格证书/标志申请书（原件）； 

    2) 产品全性能委托检验报告（1∶1 复印件）； 

    3) 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 

    4) 产品主要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清单； 

    5) 产品生产配置平面图。 

4.2.6 增类认证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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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新的产品类别认证(以下称增类认证)，申请企业按 4.1.1 规定提

供文件和资料。 

4.3 工厂质量管理体系审核 

4.3.1 审核内容 

4.3.1.1 工厂质量管理体系审核 

    工厂质量管理体系审核按 ISO9000 系列标准要求进行。工厂的生产和

检验设备最低配置应满足相应产品认证特则的规定。 

4.3.1.2 产品一致性检查 

    工厂审核时，应在生产现场对申请认证的产品型号进行一致性检查，

重点核实以下内容。若认证涉及多系列产品，则一致性检查应每系列产品

至少抽取一个规格型号。 

    1) 认证产品的铭牌与标记与全性能委托检验检验报告上所标明的应 

一致； 

2) 认证产品的结构应与全性能委托检验测试时的样机一致。 

4.3.1.3 工厂质量管理体系审核和产品一致性检查应覆盖申请认证产品的

所有加工场所（即工厂）。 

4.3.2 工厂审核时间 

文件审核符合要求的，再进行工厂审核。工厂审核时间根据所申请认

证产品的单元数量确定，并适当考虑工厂的生产规模，一般每个加工场所

为 2 至 6 个人日。 

4.3.3 审核组组成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现场审核(以下称体系审核)由认证机构安排、组织。

认证机构确定审核组长，选择若干名相应专业的审核员，组成体系审核组。

审核组成员必须具备规定的注册级别。必要时可安排技术专家参加审核。 

    审核组确定后，认证机构通知受审核方。具体审核时间由认证机构、

审核组长和受审核方共同商定。 

4.3.4 审核要求 

体系审核的方式、方法及内容等，按照认证机构对该类产品认证的有

关规定要求执行。 

4.3.5 体系审核报告 

体系审核的审核报告应由参加该次审核的全体审核员及受审核方代表

确认签字。体系审核有关文件、资料由审核组长负责汇总，在体系审核结

束后 3 个有效工作日内将《综合审核结论意见》报认证机构，在 20 个有效

工作日内将全部审核文件、资料(含经审核组长确认的不合格报告)寄送指

定的文件审核部。 

4.3.6 信息反馈 

质量管理体系现场审核结束后，受审核方应自愿如实填写《消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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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认证体系审核工作意见反馈表》，按要求寄认证机构。 

4.3.7 审核结论为推迟推荐、不推荐通过的整改要求 

4.3.7.1 体系审核结论为推迟推荐质量管理体系通过、个别要素需重新审

核的，重新审核应在企业完成全部不合格整改的基础上，从确定为推迟推

荐质量管理体系通过之日起，三个月后向认证机构提交重新审核申请和整

改总结报告。 

4.3.7.2 体系审核结论为不推荐质量管理体系通过、全部要素重新审核，

重新审核应在企业完成全部不合格整改的基础上，从确定为不推荐质量管

理体系通过之日起，六个月后向认证机构提交重新审核申请和整改总结报

告。 

4.3.7.3 重新审核应按 4.3.1 至 4.3.4 规定进行。 

4.3.8 增型认证质量管理体系审核 

申请增型认证，其产品与已获证产品在同一生产线上生产，且己获证

产品的质量管理体系在复评周期内、运行有效，不需进行质量管理体系现

场审核；产品与已获证产品不在同一生产线上生产，应按本规则有关条款

的规定进行质量管理体系现场审核。 

4.3.9 增类认证质量管理体系审核 

申请增类认证，应按 4.3.1 至 4.3.4 规定进行质量管理体系现场审核。 

4.3.10 质量管理体系审核结论有效期 

质量管理体系现场审核结论为推荐通过的，从审核结束之日起一年未

获得证书的，体系需重新审核。 

4.4  认证发证检验 

4.4.1 抽样人员 

    认证发证检验产品样品抽样人员由认证机构派出。 

4.4.2 抽样原则   

4.4.2.1 抽样检验的样品应在工厂生产的合格品中（包括生产线、仓库、

市场）随机抽取。抽样检验的数量为相应产品标准、产品认证特则规定数

量。 

4.4.2.2 认证发证检验的实施应按照认证机构的有关要求进行。其抽封样

品并应满足以下条件： 

    1）体系现场审核结束后，其审核结论为推荐通过； 

    2）样品基数应满足规定的要求； 

    3）样品必须为本年度或近 10 个月内生产的； 

    4）应有二名或二名以上审核员抽封并在抽样单上签字；  

    5）企业负责人在抽样单上签字或加盖单位印章确认。 

4.4.2.3 企业将抽封的样品寄送指定的检验机构，填写消防产品检验申请

书，提供相关技术材料。检验机构按照规定进行认证发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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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4 增型认证的认证发证检验样品 

增型认证的认证发证检验样品，由认证机构指派人员抽封，并应满足

以下要求： 

1）产品的质量管理体系应满足 4.3.8 规定的要求； 

    2）样品基数应满足相应产品认证特则的要求； 

    3）样品必须为本年度或近 10 个月内生产的； 

    4）应有二名或二名以上专业人员抽封并在抽样单上签字； 

    5）企业负责人在抽样单上签字或加盖单位印章确认。 

4.4.3 检验机构 

对抽取样品的检验由认证机构指定的经国家认可的检验机构实施。 

4.4.4 认证发证检验项目 

    认证发证检验项目按照相应产品认证特则的规定执行。 

4.4.5 检验 

检验机构应按照规定的检验周期完成产品认证发证的全部检验。检验

结束后，检验机构向文件审核部提交认证发证检验报告，并将认证发证检

验结果通知企业。对产品认证发证检验不合格的，允许企业在完成全部不

合格整改的基础上，从检验报告签发之日起，三个月后向认证机构申请补

检，认证机构指派人员再次抽封样品，检验仍不合格的，一年后方可重新

申请认证。 

4.4.6 检验报告 

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应使用认证机构规定的格式，检验报告的数

据必须准确，检验报告的结论语言必须规范、严谨。检验报告的受检单位

应是申请产品认证单位，生产单位应是申请产品认证单位或申请产品认证

单位的下属机构。 

4.5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4.5.1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认证机构对申请企业工厂质量管理体系审核和认证发证检验结果进行

综合评价，符合要求，报经认证机构证书签发人批准，颁发认证证书(每一

个型号的产品颁发一张认证证书)。 

4.5.2 认证文件、资料的汇总审核 

文件审核部在 5 个有效工作日完成对全部认证文件、资料汇总审核。

对符合规定要求的，填写《消防产品质量认证审批表》，汇同全部认证文

件、资料报送认证机构；对不符合规定的，及时通知有关部门进行纠正。 

4.5.3 认证文件的报批 

认证机构在 5 个有效工作日完成对文件审核部报送的认证文件、资料

进行审定，呈报认证机构证书签发人审批，并将审批结论通知企业。 

4.5.4 认证证书的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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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机构对获准认证的企业颁发认证证书，并办理以下手续： 

        1) 认证标志使用事宜； 

        2) 公告及有关事宜。 

4.6 认证后的监督 

4.6.1 认证监督检查的频次 

4.6.1.1 获证产品从证书批准之日起，满 6 个月即安排证后监督。证后监

督每年不少于一次； 

4.6.1.2 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 

1) 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对产品有投诉并经查实； 

2) 认证机构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标准安全要求的符合性提出质 

疑时； 

3) 对监督审核、监督检验不合格项较多的产品认证企业或对产品认 

证企业有投诉时； 

     4) 有足够信息表明生产者、生产厂因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 

量管理体系等，从而可能影响产品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4.6.2 监督的内容 

4.6.2.1 方式 

认证后监督的方式为: 质量管理体系监督审核（以下称监督审核）和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以下称监督检验）。监督审核和监督检验均是随机性

的。 

4.6.2.2 监督审核 

监督审核由认证机构视具体情况按年度制定特定审核要求。监督审核

的时间每个加工场所一般为 1-2 个人日。 

4.6.2.3 监督检验 

    监督检验项目由认证机构视具体情况确定。监督检验由认证机构下达

计划，检验机构按计划实施，并应在规定的检验周期完成全部检验。检验

结束后，检验机构将检验报告及汇总情况提交文件审核部，并通知企业。 

4.6.3 文件审核部在收到检验机构提交的检验汇总情况之日起，10 个有效

工作日完成对监督审核和监督检验结论的汇总、审核，对其进行总结分析，

将监督结论报认证机构。 

4.6.4 认证机构对监督结论进行复核，将监督结果通知证书持有者，证书

持有者将证书送认证机构。对监督结论为合格的，认证机构对证书进行年

度确认。 

4.6.5 对于体系监督审核结论为推迟推荐确认和不推荐确认的企业，自确

认审核结论之日起，在 5 个有效工作日内将全部产品认证证书，送交认证

机构。企业应制定整改计划并实施整改，在不少于三个月的整改期，且全

部整改均已完成后，向认证机构提出再次监督审核申请。 



喷水灭火系统 CCC 强制性认证实施细则 2015   强制性认证咨询热线：400-607-6067 

资深咨询师 协助企业办理 CCC 认证  最新资料下载：http://强制性认证.中国 Mp:1860l663797 大相 

 8

4.6.6 监督检验结论为不合格的产品，自确认产品不合格之日起，在 5 个

有效工作日内，企业将不合格产品证书送交认证机构。企业应制定整改计

划并实施整改，在不少于三个月且全部整改均已完成后，向认证机构提出

再次监督检验申请。 

4.6.7 认证后监督结果的评价 

    监督审核和监督检验合格的，可以继续保持认证资格，使用认证标志。

如果不合格的，则应在 3 个月内进行整改。逾期将取消认证资格，并向社

会公告。 

4.6.8 企业应在每年 1 月 20 日前向认证机构报告上年度认证产品质量管理

体系运行情况、产品生产情况、认证标志使用情况，并提交年度监督申请、

交纳年金。 

4.6.9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需要实施完整体系监督审核和全项监督检验： 

    1) 上一年度未接受监督； 

    2) 生产基地变迁，生产线重新布置。 

4.6.10 对于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有效，有完善的自我改进机制，且产品

全部认证检验和监督检验无一缺陷和补检项目，认证机构按照有关规定予

以奖励（免于下一年度的证后监督或通报表扬）。 

4.6.11 监督审核和监督检验出现上年度同一不合格项的，可加严判定。 

4.6.12 对未按时提出监督申请、未交纳年金及不能按规定要求接受监督的

企业，认证机构收回该企业全部认证证书。 

4.6.13 认证机构定期公告和通报年度监督的结果。 

4.6.14 企业在发生下述情况时，应在 10 个有效工作内将有关情况报认证

机构： 

    1) 企业搬迁、通信地址变更； 

    2) 法人、总经理(厂长)变更； 

    3) 重大设计、工艺更改； 

    4) 出现重大质量问题； 

    5)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改版。 

5  认证证书 

5.1 认证证书的有效期 

    产品认证证书有效期和质量管理体系复评周期均为五年。 

5.2 换发新证 

在证书有效期内，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应重新换证。 

1) 认证产品标准变更； 

2)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换版； 

3) 证书持有者更名。 

5.3  复评换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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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质量管理体系复评周期届满，应进行全要素审核；证书有效期届满，

应进行全项检验合格后换证。 

    体系复评和换证检验应分别按照本规则质量管理体系审核和认证发证

检验的有关规定执行。 

5.3.2 证书有效期和体系复评周期同步（同年度到期）的，企业应在其有

效期届满前6个月向认证机构提出复评换证申请。申请的文件、资料按4.2.2

提供(产品全性能委托检验报告除外)，并增加换证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 

5.3.3 对证书有效期未满，体系复评周期届满，企业应在体系复评周期届

满的 6 个月前，向认证机构提出复评申请，申请的文件、资料按 4.2.2 提

供(产品全性能委托检验报告除外)，其产品按规定做正常的部分项目监督

检验。 

5.3.4 对证书有效期届满，体系复评周期未满，企业应在证书有效期届满

的 6 个月前，向认证机构提出换证申请，申请的文件、资料按 4.2.5 提供(全

性能委托检验报告除外)，并增加换证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其质量管理体

系按规定做正常的部分要素监督审核。 

6  认证标志使用的规定 

6.1 认证标志的使用 

    本规则覆盖的产品不允许加施任何形式的变形标志。 

6.2 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6.3 加施方式 

6.3.1 采用规定的标准规格标志粘贴或用模具模压。 

6.3.2 证书持有者必须在认证产品上正确使用规定规格的认证标志，认证标

志不得他用。 

6.3.3 证书持有者应在每年 1 月 20 日以前，向认证机构报告上年度认证标

志使用情况总结和下一年度的认证标志领取计划。认证机构不定期的对认

证标志的使用情况进行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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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持有者按生产计划到认证机构领取认证标志，每年一至二次。 

6.3.4 认证机构负责产品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监制和管理。 

6.4 加施位置 

    除在相应产品认证特则中对认证标志的加施方法和位置有规定外，认

证标志一般应贴于产品本体正面明显位置。 

7  认证证书的暂停、撤销和注销  

7.1 认证证书的暂停 

7.1.1 在证书有效期内，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暂停使用认证证书，证书

持有者应在 10 个有效工作日内将证书送交认证机构；证书暂停期间，证书

持有者必须停止生产、销售和安装该产品。 

    1) 监督审核结论为推迟推荐确认或不推荐确认质量管理体系； 

    2) 产品监督检验为不合格； 

    3) 不能按规定接受监督审核； 

    4) 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 

    5) 证书持有者不恰当地使用了证书或标志； 

    6) 任何其他违反了本规则规定或认证机构程序的行为； 

    7) 经认证机构同意，证书持有者因一定时期的停产或其他原因。 

7.1.2 企业恢复使用证书，需向认证机构提出申请，待按规定履行监督或

复评并经确认达到认证要求后，认证机构下发《恢复使用认证证书通知》，

企业领回证书，方可继续使用。 

7.2 认证证书的撤销 

7.2.1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撤销其产品认证证书： 

    1) 产品认证依据的标准或认证规则发生变化，证书持有者不愿意或 

不能保证符合新的要求； 

    2) 拒绝接受监督审核和监督检验； 

    3) 产品连续两年未能接受监督审核和监督检验； 

    4) 体系监督审核结论为推迟确认或不推荐确认，重新审核结论为不 

推荐确认； 

    5) 监督检验产品不合格，补检仍不合格； 

    6) 依靠不正当手段获得证书； 

    7) 转让或转借证书； 

    8) 在证书暂停使用期间，证书持有者行为不规范； 

    9) 滥用认证标志； 

    10) 擅自改变产品设计或质量管理体系程序，有可能造成认证产品质 

量下降，不能在认证机构限定时间内采取有效措施； 

    11) 证书持有者不按规定交纳认证费用。 

7.2.2 证书撤销后，必须停止该产品的生产、销售、安装。原证书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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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撤销通知发布之日起 10 个有效工作日内将证书送交认证机构。 

7.2.3 认证机构根据认证机构撤销证书的决定，通知企业对所有库存产品

和己售出的产品采取的处理措施。企业应及时将处理结果上报认证机构。 

7.3 认证证书的注销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认证机构注销其产品认证证书： 

        1) 证书持有者不再生产的产品； 

        2) 证书持有者已注销。 

7.4 认证机构定期发布证书暂停、撤销、注销和恢复公告。 

8  收费 

认证收费由认证机构按国家有关规定统一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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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产品强制性认证单元划分 

序号 产品名称 单元划分原则 认证依据标准 主送样品的数量 

1 洒水喷头 

1） 分型产品可与其主型产品作为一个

申请单元； 

2） 动作温度相同，玻璃球直径不同不能

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3） 公称直径不同，不能作为一个申请单

元。 

GB 5135-1993 1． 取申请单元中任一规格作为主型的

样品：130 只(玻璃球 60 只)； 

2． 对于分型产品，同种材料，同一生产

工艺，同一公称口径的不同公称动作

温度的样品：70 只(玻璃球 60 只)；同

一公称动作温度，工艺、材料相同，

类型不同的样品：50 只； 

3．抽样时，同时抽取与所送样品数量相

同的备用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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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湿式报警阀 1） 分型产品可与其主型产品作为一个

申请单元； 

2） 公称直径相同、结构不同，不能作为

一个申请单元。 

GB 797-1987 1． 取申请单元中任一公称直径作为主

型的样品：2具； 

2． 其他规格对于分型样品：1具； 

3． 抽样时，同时抽取与所送样品数量相

同的备用样品。 

 
 
 

附件 1：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产品强制性认证单元划分（续） 

序号 产品名称 单元划分原则 认证依据标准 主送样品的数量 

3 水流指示器 1） 分型产品可与其主型产品作为一个

申请单元； 

2） 结构和安装形式不同，不能作为一个

申请单元。 

GA 32-1992 1．取申请单元中任一形式作为主型的

样品：4具； 

2．其他规格对于分型样品：2具； 

3．抽样时，同时抽取与所送样品数量相

同的备用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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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压力开关 分型产品可与其主型产品作为一个申请

单元。 

GA 29-1992 1．取申请单元中任一形式作为主型的

样品：6只； 

2．其他规格对于分型样品：3只； 

3．抽样时，同时抽取与所送样品数量相

同的备用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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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产品强制性认证特则 

 
1  总则 

根据《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制定本特则。 

2  分型产品的划分方式 

    分型产品与主型产品的基本结构必须相同。洒水喷头、湿式报警阀、

水流指示器、消防用压力开关产品的以下不同均作为其分型产品。 

2.1  洒水喷头 

2.1.1  公称动作温度； 

2.1.2  安装方式； 

2.1.3  洒水状态。 

2.2  湿式报警阀 

    公称直径。 

2.3  水流指示器 

2.3.1  公称直径； 

2.3.2  叶片材质。 

2.4  消防用压力开关 

工作压力。 

3  认证检验项目和判定规则 

3.1  洒水喷头的认证检验项目和判定规则 

3.1.1  检验项目 

3.1.1.1  主型产品 

    主型产品检验项目为 GB5135—1993《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洒水喷头的技

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规定的全部项目。 

3.1.1.2  分型产品 

3.1.1.2.1  公称动作温度与主型产品不同的洒水喷头检验项目为 GB5135

—1993《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洒水喷头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中的 4.1、

4.5、4.6、4.9、4.11、4.12、4.15、5.1。 

3.1.1.2.2  安装方式和洒水状态与主型产品不同的洒水喷头检验项目为

GB5135—1993《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洒水喷头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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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2、4.3、4.4、4.6、4.8、4.10、4.21、5.1。 

3.1.2  单项判定规则 

3.1.2.1  每个检验项目不合格分类及合格判定数应按表 1 划分。 

表 1  每个检验项目不合格分类及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分类 合格判定数 
检验

项目

及 

条款 
A 类 B 类 C 类 A 类 B 类 C 类

外观 

(5.1) 
无标志。  

1. 标志不全； 

2. 连接螺纹超差； 

3. 结构尺寸与图纸不

符； 

4. 不影响主要性能的加

工缺陷和机械损伤； 

5. 涂镀层不完整、脱落； 

6. 结构易拆卸。 

0  3 

密封 

性能 

(4.1) 

渗漏或损坏。   0   

流量

特性

系数

Ｋ 

(4.2) 

 

公称口径为 10 的喷头：

K 小于 54 或大于 60。 

公称口径为 15的喷头：

K 小于 76 或大于 84。

公称口径为 20的喷头：

K 小于 106 或大于 124。

  0  

布水

性能 

(4.3) 

 

1.非边墙型喷头超出

表 4 规定； 

2.边墙型喷头超出标

准修改单规定。 

  0  

溅水 

盘上 

下的 

喷水 

 量 

(4.4) 

  

1.直立型、下垂型洒水喷

头向下的水量小于 80%； 

2.普通型洒水喷头向下

的水量小于 40%或大于

60%。 

  0 

静态 

动作 

温度 

(4.5) 

1.动作温度超过 4.5 的

规定； 

2.不动作； 

3.碎片尺寸超过规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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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分类 合格判定数 
检验

项目

及 

条款 
A 类 B 类 C 类 A 类 B 类 C 类

功能 

要求 

(4.6) 

1.热敏感元件不启动； 

2.启动后，球座仍在原位

置没有脱落； 

3.在每种压力级下所测

试的所有喷头中，1 只以

上喷头出现沉积。 

  0   

抗水 

冲击

性能 

(4.7) 

 

1. 喷头出现渗漏或损

坏； 

2. 热敏感元件启动； 

3. 功能试验时，1 只以

上喷头球座未脱离； 

4. 功能试验时，1 只以

上喷头出现沉积。 

1.功能试验时，1 只喷头

球座未脱离； 

2.功能试验时，1 只喷头

出现沉积。 

 0 1 

框架

强度 

(4.8) 

  

框架的永久变形大于喷

头负荷支承点之间距离

的 0.2%。 

  0 

热敏

感元

件强 

 度 

(4.9) 

 
热敏感元件变形或损

坏。 
  0  

溅水

盘强 

 度 

(4.10) 

 
溅水盘脱落、永久变形

或损坏。 
1 只以上溅水盘松动。  0 0 

疲劳 

强度 

(4.11) 

 

1. 玻璃球损坏； 

2. 功能试验时，1 只 

以上喷头球座未脱离；

3.功能试验时，1 只以

上喷头出现沉积。 

1.功能试验时，1 只球座

未脱离； 

2.功能试验时，1 只喷头

出现沉积。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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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分类 合格判定数 
检验

项目

及 

条款 
A 类 B 类 C 类 A 类 B 类 C 类

热稳

定性 

 能 

(4.12) 

 

1.玻璃球损坏； 

2.功能试验时，1 只以

上喷头球座未脱离； 

3.功能试验时，1 只以

上喷头出现沉积。 

1.功能试验时，1 只球座

未脱离； 

2.功能试验时，1 只喷头

出现沉积。 

 0 1 

抗振

动性 

 能 

(4.13) 

 

1.喷头组件松动； 

2.变形； 

3.损坏； 

4.功能试验时，1 只以

上喷头球座未脱离； 

5. 功能试验时，1 只以

上喷头出现沉积； 

6. 密封试验渗漏。 

1.功能试验时，1 只喷头

球座未脱离； 

2.功能试验时，1 只喷头

出现沉积。 

 0 1 

抗机

械冲

击性 

 能 

(4.14) 

 
1. 喷头损坏； 

2. 密封试验出现渗漏。
  0  

环境

温度

的适

应性 

 能 

(4.15) 

1. 热敏感元件动作； 

2. 出现破损； 

3. 出现渗漏。 

1.密封试验渗漏； 

2.动作温度超出温度

范围； 

3.玻璃球碎片尺寸超

过规定； 

4.功能试验时，1 只以

上喷头球座未脱离； 

5.功能试验时，1 只以

上喷头出现沉积。 

1.功能试验时，1 只喷头

球座未脱离； 

2.功能试验时，1 只喷头

出现沉积。 

0 0 1 

耐低

温试 

 验 

(4.16) 

 热敏感元件动作。 
1.涂层或镀层出现破裂； 

2.涂层或镀层出现卷层。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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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分类 合格判定数 
检验

项目

及 

条款 
A 类 B 类 C 类 A 类 B 类 C 类

耐高

温试 

 验 

(4.17) 

 

1.框架熔融； 

2.框架扭曲； 

3.溅水盘脱落。 

1.框架轻微变形； 

2.溅水盘松动。 
 0 1 

应力

腐蚀

性能 

(4.18) 

 

出现影响性能的裂纹；

出现影响性能破损； 

密封试验出现渗漏； 

4.功能试验时，1 只以

上喷头球座未脱离； 

5.功能试验时，1 只以

上喷头出现沉积。 

1.功能试验时，1 只喷头

球座未脱离； 

2.功能试验时，1 只喷头

出现沉积； 

3.出现脱层。 

 0 1 

耐二

氧化

硫腐 

 蚀 

(4.19) 

 

1. 出现腐蚀损坏； 

2.功能试验时，1 只以

上喷头球座未脱离； 

3.功能试验时，1 只以

上喷头出现沉积。 

1.功能试验时，1 只喷头

球座未脱离； 

2.功能试验时，1 只喷头

出现沉积。 

 0 1 

耐盐

雾腐 

 蚀 

(4.20) 

 

1. 出现腐蚀损坏； 

2.功能试验时，1 只以

上喷头球座未脱离； 

3.功能试验时，1 只以

上喷头出现沉积。 

1.功能试验时，1 只喷头

球座未脱离； 

2.功能试验时，1 只喷头

出现沉积。 

 0 1 

灭火

性能 

(4.21) 

木垛重量损失超过 20%。  

1.火熄灭 1min 后未能扑

灭木垛火； 

2.前 6min 吊顶处空气温

度高于 275℃+环境温

度； 

3.后 24min 平均空气温

度大于、等于 250℃+环

境温度； 

4. 后 24min 空气温度大

于、等于 275℃+环境温

度的连续时间超过

3min。 

0  2 

3.1.2.2  单项检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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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检验项目中的不合格数小于或等于表 1 中的合格判定数，即判该项

合格。否则，判该项不合格。 

3.1.3  产品综合判定规则 

产品综合判定按 GB5135—1993《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洒水喷头的技术要

求和试验方法》中 6.3 的规定进行。 

3.1.4  抽样方法 

3.1.4.1  抽样方式 

    随机确定主检样品规格。所有样品均在企业成品库中随机抽取。 

3.1.4.2  抽样基数 

    每种规格的抽样基数不少于 650 只。 

3.1.4.3  样品数量 

    每个品种主检规格样品 130 只；同种材料，同一生产工艺，同一公称

口径的不同公称动作温度的样品 70 只；同一公称动作温度，工艺、材料相

同，类型不同的样品 50 只。不同动作温度、不同公称直径的玻璃球各 60

只。抽样时，同时抽取与所送样品数量相同的备用样品。 

3.2  湿式报警阀的认证检验项目和判定规则 

3.2.1  检验项目 

3.2.1.1  主型产品 

    主型产品检验项目为 GB797—1989《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湿式报警阀的

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规定的全部项目。 

3.2.1.2  分型产品 

    分型产品检验项目为 GB797—1989《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湿式报警阀的

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中的 4.11、4.12、4.14、7.1。 

3.2.2  单项判定规则 

3.2.2.1  每个检验项目不合格分类及合格判定数如表 2 所示。 

表 2  每个检验项目不合格分类及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分类 合格判定数 检验

项目

及 

条款 A 类 B 类 C 类 A 类 B 类 C类

报警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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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分类 合格判定数 检验

项目

及 

条款 A 类 B 类 C 类 A 类 B 类 C类

外观 

(4.1) 

1.无标志； 

2.出现影响性能的加

工缺陷及损坏。 

 

1.表面不平整光洁； 

2.有加工缺陷及碰伤划

痕； 

3.涂层不均匀及色泽不

美观； 

4.标志不全。 

0  2 

规格 

(4.2) 

公称直径不符合尺寸

系列。 
  0   

额定

工作

压力 

(4.3,

5.2) 

工 作 压 力 小 于

1.2MPa。 
 

与工作压力较低的设备

配套使用的产品无相应

标记。 

0  0 

材料 

的耐 

腐蚀 

性能 

(4.4) 

 

1.阀座的耐腐蚀性能

低于青铜； 

2.活动付低于青铜。

若用耐腐蚀差性的材

料制造时，相对运动

处无耐腐蚀材料制造

的衬套。 

1.阀体的耐腐蚀性能低

于铸铁； 

2.阀盖的耐腐蚀性能低

于铸铁。 

 0 1 

阀体 

和阀 

盖 

(4.5) 

阀体的连接尺寸不符

合标准规定。 

1.阀体的连接尺寸不

符合标准规定； 

2.阀体无泄水口。 

1.阀盖的连接尺寸不符

合标准规定； 

2.泄水口公称直径小于

20mm。 

 0 1 

零部 

件 

(4.6) 

 

1.水冲击后部件出现

永久性变形或断裂； 

2.阀瓣不能自动复

位。 

紧固件损坏。  0 0 

刚性 

非金 

属零 

件 

(4.7) 

 不能满足功能要求。 

1.渗漏； 

2.扭曲、蠕变、裂纹； 

3.其他变形。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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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分类 合格判定数 检验

项目

及 

条款 A 类 B 类 C 类 A 类 B 类 C类

阀瓣 

主密 

封件 

(4.8) 

 粘结到配合表面。 

1.拉伸应力不符合规

定； 

2.应变特性不符合规

定； 

3.耐老化性能不符合规

定； 

4.压力大于0.035MPa。 

 0 1 

补偿 

器 

(4.9) 

 

1.因锈蚀不能正常工

作； 

2.补偿器部件损坏。 

  0  

正常工

作循环

(4.10) 

 弹簧或膜片损坏。   0  

强度 

(4.11) 

 

 

1.阀体破裂、变形损

坏； 

2.阀盖破裂、变形损

坏。 

  0  

渗漏 

和变 

 形 

(4.12) 

1.阀体渗漏； 

2.阀瓣渗漏、变形。 
15kPa静水压渗漏。  0 0  

水力 

摩阻 

损失 

(4.13) 

 
压 力 损 失 大 于

0.02MPa。 
  0  

功能 

(4.14) 

1.压力为0.14MPa，流

量为15L/min时报警； 

2.0.14MPa、60L/min，

0.70MPa 、 80L/min ，

1.20MPa、170L/min不报

警； 

3.不能自动复位。 

 

1. 不安装延迟器的报

警阀放水至连续报警

时间大于15s； 

2. 延迟器顶部压力小

于0.05MPa； 

3. 进 口 压 力

0.14MPa ～ 1.20MPa ，

进、出口压力比大于

1.16； 

4. 6m/s流速之内不能

正常工作。 

 

 
0 1  

延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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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分类 合格判定数 检验

项目

及 

条款 A 类 B 类 C 类 A 类 B 类 C类

一般 

要求 

(5.1) 

  

1.进水口直径小于6mm

时，无过滤网； 

2.过滤网尺寸不符合要

求。 

  1 

额定

工作

压力 

(5.2) 

工作压力低于1.2MPa。   0   

渗漏

和强 

 度 

(5.3) 

延迟器承受2倍静水

压，5min以后出现渗漏

或损坏。 

  0   

延迟 

时间 

(5.4) 

 
系统侧放水后5s～

90s内，不能连续报

警。 

  

0 

 

排水

试验 

(5.5) 

  

1. 延迟器不能自动排

水； 

2. 排水时间超过5min。 

  1 

循环

次数 

(5.6) 

  
膜片型延迟器不能正常

循环5000次。 
  0 

水力警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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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分类 合格判定数 检验

项目

及 

条款 A 类 B 类 C 类 A 类 B 类 C类

一般

要求 

(6.1) 

 

1.喷嘴未采用耐腐蚀

材料； 

2.进水口直径小于

20mm； 

3.无过滤网。 

1.标志不全； 

2.加工缺陷； 

3.磕碰伤痕； 

4.涂层不均； 

5.过滤网未采用耐腐蚀

材料； 

6.排水口面积小于喷嘴

面积的50倍； 

7.喷嘴直径小于3mm； 

8.过滤网孔大于喷嘴直

径0.6倍； 

9.过滤网小于喷嘴面积

10倍。 

 0 3 

铃锤

启动

压力 

(6.2) 

 

旋转时喷嘴进口压力

大于0.035MPa。 

 

 0  

持续

性时 

 间 

(6.3) 

 

1. 0.3倍额定工作压

力下不能正常持续工

作50h； 

2.额定工作压力下

5min以后出现损坏。 

 

 0  

响度 

(6.4) 

 

1.喷嘴进口压力为

0.2 MPa，响度平均值

低于85dB(A)； 

2.喷嘴进口压力为

0.3MPa，响度平均值

低于85dB(A)； 

3.喷嘴进口压力为

1.0MPa，响度平均值

低于85dB(A)。 

1. 喷 嘴 进 口 压 力 为

0.2MPa，单个测量值低

于80dB(A)； 

2. 喷 嘴 进 口 压 力 为

0.3MPa，单个测量值低

于80dB(A)； 

3. 喷 嘴 进 口 压 力 为

1.0MPa，单个测量值低

于80dB(A)； 

4.压力为0.05MPa，响度

低于70dB(A)。 

 0 2 

3.2.2.2  单项检验判定     

每个检验项目中的不合格数小于或等于表 2 的合格判定数，即判该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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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否则，判该项不合格。 

3.2.3  产品综合判定规则 

产品综合判定按 GB797—1989《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湿式报警阀的性能

要求和试验方法》中 8.5 的规定进行。 

3.2.4  抽样方法 

3.2.4.1  抽样方式 

    随机确定主检样品规格。所有样品均在企业成品库中随机抽取。 

3.2.4.2  抽样基数 

    每种规格的抽样基数不少于 10 具。 
3.2.4.3  样品数量 

    每个品种主检规格样品 2 具，其它规格样品 1 具；抽样时，同时抽取

与所送样品数量相同的备用样品。 

3.3  水流指示器的认证检验项目和判定规则 

3.3.1  检验项目 

3.3.1.1  主型产品 
主型产品检验项目为 GA32—1992《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水流指示器的性

能要求和试验方法》规定的全部项目。 

3.3.1.2  分型产品 
分型产品检验项目为 GA32—1992《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水流指示器的性

能要求和试验方法》中的 5.8、5.10、5.11、5.13、6.1。 

3.3.2  单项判定规则 

3.3.2.1  每个检验项目不合格分类及合格判定数如表 3 所示。 
表 3  每个检验项目不合格分类及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分类 合格判定数 检验

项目

及 

条款 A 类 B 类 C 类 A 类 B 类 C 类

外观 

(6.1) 
无标志。  

1. 无耐久标志； 

2. 标志不全； 

3. 机械损伤； 

4. 水流指示方向无定

位。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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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分类 合格判定数 检验

项目

及 

条款 A 类 B 类 C 类 A 类 B 类 C 类

最大

工作

压力 

(5.1) 

  低于 1.2Mpa。   0 

延迟 

时间 

(5.2) 

  

1. 延迟时间不可调节； 

2. 延迟时间不在 2s～

90s 范围内； 

  0 

工作 

循环 

(5.3) 

 

1. 循环后损坏； 

2. 循环后灵敏度不符

合规定。 

1.复位缓慢； 

2.不影响性能的部件松

动。 

 0 1 

耐腐 

蚀性 

 能 

(5.4) 

 

1. 腐蚀后损坏； 

2. 腐蚀后灵敏度不符

合规定。 

  0  

刚性 

非金 

属材 

 料 

(5.5) 

 

1. 老化试验后出现弯

曲、蠕变、裂纹等影响

功能的损坏； 

2. 耐环境应力开裂试

验后，叶片出现裂纹。

  0  

抗冲 

击性 

能 

(5.6) 

 

1. 零件松动影响水流

指示器动作； 

2. 防尘、防潮型外壳断

裂； 

3. 灵敏度不符合规定。

  0  

弹性

非金

属密

封垫

抗水

老化

性能 

(5.7) 

  
出现松动、粘结及密封

垫变脆、变软现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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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分类 合格判定数 检验

项目

及 

条款 A 类 B 类 C 类 A 类 B 类 C 类

灵敏 

 度 

(5.8) 

1. 流量小于、等于

15L/min 时，报警； 

2. 流量在 15L/min～

37.5L/min 之间，不

报警。 

  0   

水力

摩阻

损失 

(5.9) 

  大于 0.02MPa。   0 

耐水

冲击

性能 

(5.10) 

1.叶片脱落、损坏； 

2.正向冲击后，灵敏

度不符合规定； 

3.反向冲击后，灵敏

度不符合规定。 

 

1. 复位缓慢； 

2.不影响性能的叶片变

形。 

0  1 

耐水 

压性 

能 

(5.11) 

1. 破裂； 

2. 永久变形； 

3. 严重渗漏。 

 
1.本体渗漏； 

2.连接部位渗漏。 
0  1 

过载

能力 

(5.12) 

 过载试验发生损坏。   0  

耐电 

压能 

 力 

(5.13) 

 击穿。   0  

绝缘

电阻 

(5.13)

  绝缘电阻小于 2MΩ。   0 

3.3.2.2  单项检验判定     

每个检验项目中的不合格数小于或等于表 3 中的合格判定数，即判该项

合格。否则，判该项不合格。 
3.3.3  产品综合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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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综合判定按 GA32—1992《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水流指示器的性能要

求和试验方法》中 7.4 的规定进行。 

3.3.4  抽样方法 

3.3.4.1  抽样方式 

    随机确定主检样品规格。所有样品均在企业成品库中随机抽取。 

3.3.4.2  抽样基数及数量 

3.3.4.2.1  每种规格的抽样基数不少于 20 具。 

3.3.4.2.2  每个品种主检规格样品数量 4 具，其它规格样品 2 具；抽样时，

同时抽取与所送样品数量相同的备用样品。 

3.4  消防用压力开关的认证检验项目和判定规则 

3.4.1  检验项目 

3.4.1.1  主型产品 

主型产品检验项目为 GA 29—1992《消防用压力开关的性能要求及试验

方法》规定的全部项目。 

3.4.1.2  分型产品 

    分型产品检验项目为 GA 29—1992《消防用压力开关的性能要求及试验

方法》中的 5.1、5.2、5.3、5.4、5.7、5.9、5.10、5.11、6.2。 

3.4.2  单项判定规则 

3.4.2.1  每个检验项目不合格分类及合格判定数应按表 4 划分。 

表 4  每个检验项目不合格分类及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分类 合格判定数 检验

项目

及 

条款 A 类 B 类 C 类 A 类 B 类 C 类

外观 

(6.2) 

1.无标志； 

2.样品与图样不符。 
 

1.明显腐蚀； 

2.涂层剥落、起泡； 

3.结构松动、机械缺陷； 

4.标志不全。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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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分类 合格判定数 检验

项目

及 

条款 A 类 B 类 C 类 A 类 B 类 C 类

额定 

工作 

压力 

(5.1) 

 
额定工作压力不符合

规定系列。 
  0  

动作 

性能 

(5.2) 

1.不能可靠闭合、断

开； 

2.动作压力与厂家公

布值不符。 

1.调节范围不够； 

2.调至动作压力 80%，

3min 内动作。 

 0 1  

强度 

及泄 

 漏 

(5.3) 

1. 严重泄漏； 

2.动作密封部件损

坏。 

 
1.本体渗漏； 

2.连接部位渗漏。 
0  1 

重复 

动作 

性能 

(5.6) 

进行 120 次动作试验

时触点不能可靠闭

合、断开。 

 

1.重复动作后发生渗

漏； 

2.重复动作后接触电阻

大于 0.5Ω。 

0  1 

湿热 

试验 

(5.5) 

 

1.试验时，触点误动

作； 

2.试验后，触点不能

可靠闭合、断开。 

1.动作压力与厂家公布

值不符； 

2.调至动作压力 80%，

3min 内动作； 

3.可调式压力开关，调

节范围不够。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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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分类 合格判定数 检验

项目

及 

条款 A 类 B 类 C 类 A 类 B 类 C 类

腐蚀 

试验 

(5.5) 

 
影响性能的腐蚀损

坏。 

1.轻微腐蚀； 

2.动作压力与厂家公布

值不符； 

3.调至动作压力 80%，

3min 内动作； 

4.可调式压力开关，调

节范围不够。 

 0 2 

振动 

试验 

(5.6) 

 

1.试验时，触点误动

作； 

2.结构松动、损坏； 

3.不能可靠闭合、断

开。 

1.结构轻微松动； 

2.动作压力与厂家公布

值不符； 

3.调至动作压力 80%，

3min 内动作。 

4.可调式压力开关，调

节范围不够。 

 0 2 

碰撞 

试验 

(5.6) 

 

1.试验时，触点误动

作； 

2.结构松动、损坏； 

3.不能可靠闭合、断

开。 

1.结构轻微松动； 

2.动作压力与厂家公布

值不符； 

3.调至动作压力 80%，

3min 内动作； 

4.可调式压力开关，调

节范围不够。 

 0 2 

绝缘 

电阻 

(5.7) 

1.正常大气条件下绝

缘电阻小于 15MΩ； 

2.湿热试验后，绝缘

电阻小于 1MΩ。 

  0   

耐电 

压性 

 能 

(5.8) 

击穿。  

1.表面飞弧； 

2.扫掠放电； 

3.电晕。 

0  1 

触点 

接触 

电阻 

(5.9) 

  
在正常大气条件下大于

0.1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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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分类 合格判定数 检验

项目

及 

条款 A 类 B 类 C 类 A 类 B 类 C 类

触点 

(5.10) 
 

只有常开或常闭触

点。 
  0  

连接

方式 

(5.11) 

 
连接方式不符合规

定。 
  0  

3.4.2.2  单项检验判定     

每个检验项目中的不合格数小于或等于表 4 中的合格判定数，即判该项

合格。否则，判该项不合格。 

3.4.3  产品综合判定规则 

产品综合判定按 GA 29—1992《消防用压力开关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中 7.5 的规定进行。  

3.4.4  抽样方法 

3.4.4.1  抽样方式 

    随机确定主检样品规格。所有样品均在企业成品库中随机抽取。 

3.4.4.2  抽样基数 

    每种规格的抽样基数不少于 30 只。 

3.4.4.3  样品数量 

    每个品种主检规格 6 只，其它规格 3 只；抽样时，同时抽取与所送
样品数量相同的备用样品。 
4  生产和检验设备、仪器 

申请产品认证企业的生产和检验设备、仪器，应满足相应的表 5、表 6、

表 7、表 8 规定的要求。 
表 5  洒水喷头产品生产、检验设备最低配置要求     

序号 设备名称 测量范围 准 确 度 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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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车床、铣床、钻床、

冲床、攻丝、套丝等

机加工设备 

满足生产要求 ———— 

零部件加工 

(部件外协时，必须

具备入厂检验设备

和量器具。) 

20Ncm～60Ncm 0.5Ncm 
2 装配载荷控制器具 

1mm 0.001mm 

装配力控制 

3 秒表 ———— 0.1s 
密封试验、灭火试验

计时 

4 R1/2、R3/4 螺纹环规 ———— 3 级 接头螺纹检验 

5 光滑塞规 ———— 符合 GB1957 的规定 公称口径检验 

6 游标卡尺 ———— 0.02mm 尺寸检验 

压力表 4.0MPa 1.5 级 

7 
密封试验装置 0～3.0MPa 压力连续可调 

密封性能检验 

1.6MPa 0.4 级 
压力表 

0.6MPa 0.4 级 8 

功能试验装置 0.035MPa～1.0MPa 压力连续可调 

功能要求检验 

二等标准玻璃水银

温度计 
0～300℃ 0.1℃ 

9 
静态动作温度试验

设备 

25℃～95℃， 

25℃～360℃ 
±1℃ 

静态动作温度检验 

0～100℃ ≤1.5℃ 

0～200℃ ≤3.0℃ 温度计 

0～350℃ ≤3.0℃ 

压力表 1.6MPa 1.5 级 

加压装置 1.2MPa ±0.1MPa 

0～100℃ ±2℃ 

100℃～200℃ ±3℃ 

10 

环境温度试验装置 

200℃～350℃ ±5℃ 

环境温度适应性检

验 

表 6  湿式报警阀产品生产、检验设备最低配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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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测量范围 准 确 度 应用范围 

1 

车床、铣床、钻床、

台钻、攻丝、套丝等

机加工设备 

满足生产要求 ———— 

零部件加工(部件外协

时，必须具备入厂检验设

备和量器具。) 

2 普通螺纹环塞规 ———— 7H/8g 级 
延迟器本体、警铃壳体等

螺纹检验 

4 圆锥管螺纹环塞规 ———— 3 级 阀体、管件等螺纹检验 

5 游标卡尺 ———— 0.02mm 

6 深度游标卡尺 ———— 0.02mm 

7 高度游标卡尺 ———— 0.02mm 

8 钢卷尺 ———— ±2mm 

尺寸检验 

9 秒表 ———— 0.1s 功能检验、水压试验计时

压力表 0～1.6MPa 0.4 级 

流量计 0～10m
3
/h 

测量精度高于 

±2% 
10 

功能试验装置 
≥1.2MPa 

≥6m/s 
流量、压力连续可调

报警检验 

压力表 0～1.6MPa 0.4 级 

11 
水力警铃响度测试

装置 
25～140dB(A)  ±1dB(A) 

水力警铃响度检验 

压力表 6MPa 1.5 级 

12 

水压试验装置 4.8MPa 压力连续可调 

阀渗漏和变形检验、延迟

器渗漏和强度检验 

表 7  水流指示器产品生产、检验设备最低配置要求 

序号 设 备 名 称 测 量 范 围 准 确 度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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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车床、铣床、钻床、

台钻、攻丝、套丝等

机加工设备 

满足生产要求 ———— 

零部件加工(部件外协

时，必须具备入厂检验设

备和量器具。) 

序号 设 备 名 称 测 量 范 围 准 确 度 备  注 

2 普通螺纹环塞规 ———— 7H/8g 级 螺纹检验 

3 圆锥管螺纹环塞规 ———— 3 级 公称直径检验 

4 游标卡尺 ———— 0.02mm 尺寸检验 

5 秒表 ———— 0.1s 
延迟性能试验、水压试验

计时 

压力表 1.6MPa 0.4 级 

流量计 0～10m
3
/h 

测量精度高于 

±2% 6 

灵敏度试验装置 
0～1.2MPa， 

0～40L/min 
流量、压力连续可调

延迟性能检验、 

灵敏度检验 

压力表 4MPa 1.5 级 

7 

水压试验装置 >3MPa 压力连续可调 

耐水压性能检验 

表 8  消防用压力开关产品生产、检验设备最低配置要求 

序号 设备名称 测量范围 准 确 度 应用范围 

1 

车床、铣床、钻床、 

台钻、攻丝、套丝等

机加工设备 

满足生产要求 ———— 

零部件加工(部件外协

时，必须具备入厂检验设

备和量器具。) 

2 R1/2 螺纹环规 ———— 3 级 

3 普通螺纹环规 M20×1.5 3 级 

连接螺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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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游标卡尺 ———— 0.02mm 尺寸检验 

5 秒表 ———— 0.1s 
动作试验、强度及泄漏试

验计时 

序号 设备名称 测量范围 准 确 度 应用范围 

压力表 1.0MPa 0.4 级 

6 
压力开关动作试验

装置 
≥1.0MPa 压力连续可调 

动作性能检验 

7 耐电压试验装置 2000V ≤±5% 耐电压性能检验 

8 绝缘电阻测试装置 0～500MΩ ±（3%+1d） 绝缘电阻测量 

压力表 4MPa 1.5 级 

9 
强度及泄漏试验装

置 
≥3MPa 压力连续可调 

强度及泄漏检验 

 

5  认证标志 

    获准认证的产品必须使用统一的认证标志，其位置如下： 

a）洒水喷头应模压在溅水盘上； 

b）湿式报警阀应粘贴在阀盖上； 

c）水流指示器和消防用压力开关应粘贴在壳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