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期水泵房及二期中控室消防技术要求

一、施工范围：

1、涉及单体楼为宿舍 3、宿舍 4、锅炉房、废水站四栋单体；

2、消防水从一期消防泵房接入，涉及泵房改造（详见图纸），包

括水泵房内图纸深化，消防水泵安装、消防管道及管道阀门，水泵控

制柜安装，电缆桥架及电线管敷设安装等；

3、生产厂房一消防中控室内图形显示装置、报警主机等系统的

配线及电源接驳；

4、室外消防电缆穿线（材料甲供）；

5、系统、联动调试及消防验收取得消防验收备案证明；

6、提供给甲方最终成果：总平面布局图、建筑消防设施平面布

置图、建筑消防设施系统图及安全出口布置图、重点部位位置图；

7、宿舍 4六层卫生间内排风扇安装工程。

二、消防泵房：

（一）消防水系统安装

１、图纸深化

（1）、认真熟悉图纸，测量尺寸,绘制施工图纸，报甲方、设计

单位，审批完成后按照图纸进行设备材料预制加工；

（2）、核对有关专业图纸,查看各种管道的坐标、标高是否有交

叉或排列位置不当，及时与设计人员研究解决；

（3）、检查预埋件和预留洞是否准确；

（4）、检查管材、管件、阀门、设备及组件等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和质量标准。

２、水泵安装

（1）水泵及其它设备的砼基础已经固化，基础尺寸、平面位置

和标高符合设计要求，室内地面已完工具备使用条件；

（2）喷淋泵、消火栓泵及附属设备施工过程

1）材料及设备要求：



各种阀门管件、附件、仪表进场时必须有出厂合格证,产品的质

量、技术性能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范要求，规格、型号符合设计要求；

各种气压稳压成套装置，必须有出厂合格证，产品使用说明书和

当地消防局颁发的销售许可证；

设备进场时会同有关人员共同开箱检验设备的名称、型号、规格

是否与合同内容一致，设备有无缺损件,设备进出管口的保护物应完

好；

2）、水泵的规格型号应符合设计要求，水泵应采用自灌式吸水，

水泵基础按设计图纸施工，吸水管应加减振器；恒压泵应加减振装置,

进出水口加防噪声设施，水泵出口须加缓闭式逆止阀；

3)、水泵配管安装应在水泵定位找平正，稳固后进行。水泵设备

不得承受管道的重量，安装顺序为逆止阀，阀门依次与水泵紧牢,与

水泵相接配管的一片法兰先与阀门法兰紧牢，用线坠一找直找正，量

出配管尺寸，配管先点焊在这片法兰上，再把法兰松开取下焊接,冷

却后再与阀门连接好，最后再焊与配管相接的另一管段；

4)、配管法兰应与水泵、阀门的法兰相符,阀门安装手轮方向应

便于操作，标高一致,配管排列整齐；

5）、水泵及附属配套设备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泵体必须放平,联接轴必须中心对正,偏差为 0.1 ㎜两联轴器之

间的间隙，以 2—３㎜为宜;

用手转动联轴器，应转动轻便灵活，不得有卡紧或磨擦现象；

与泵连接的管道,得用泵体作为支承,吸水管保证不产生气囊,底

阀应垂直安装；

各种表应安装在手动操作阀门时便于观察的位置，仪表的规格、

型号和材质应符合设计要求；各种阀门的安装位置要正确、操作方便、

动作灵活、严密不漏水。

6）、水泵试运转：

电机转动方向符合泵的工作转动方向,各紧固件不应松动，盘车

灵活，松紧适度，有润滑要求的部位应按规定预润；



离心泵启动前应将泵体和吸水管充满水把空气排尽，将进出水管

的阀门关闭,当泵启动后再缓慢开启阀门；

在额定负荷下连续运转 8 小时后，轴承温升,填料温升应符合产

品说明书要求。机械运转不应有杂音，电机功率不得超过设备额定值；

7）、水泵供水调试：

按照设计要求的参数和泵的控制功能进行启、停、互投、远程启

动调试并进行水量、水压测试等项工作。

３、干管安装

（1)、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以及低压区给水系统的管道为热镀锌钢

管。消火栓系统为热镀锌钢管,需要镀锌加工的管道应选用碳素钢管

或无缝钢管，在镀锌加工前不允许刷油和污染管道；

（2）、喷洒干管用法兰连接每根配管长度不宜超过 6m，直管段

可把几根连接在一起,使用倒链安装，但不宜过长；

(3）、管道连接紧固法兰时，检查法兰端面是否干净，采用 3～

５mm 的橡胶垫片。法兰螺栓的规格应符合规定。紧固螺栓应先紧最

不利点，然后依次对称紧固.法兰接口应安装在易拆装的位置；

（4）、消火栓系统干管安装应根据设计要求使用管材，按压力要

求选用碳素钢管或无缝钢管。

１)、管道在焊接前应清除接口处的浮锈、污垢及油脂；

２)、当壁厚≤4ｍm，直径≤50mm 时应采用气焊；壁厚≥45mm,

直径≥70mm 时应采用电焊；

３)、不同管径的管道焊接，连接时如两管径相差不超过小管径

的 15%,可将大管端部缩口与小管对焊。如果两管相差超过小管径

15％,应加工异径短管焊接；

4）、管道对口焊缝上不得开口焊接支管，焊口不得安装，在支

吊架位置上；

5)、管道焊接时先点焊三点以上，然后检查预留口位置、方向、

变径等无误后，找直、找正，再焊接,紧固卡件、拆掉临时固定件。

（5)、安全阀安装:应设在明显、易于操作的位置,距地高度宜为



1m 左右。报警阀组装时应按产品说明书和设计要求,控制阀应有启闭

指示装置，并使阀门工作处于常开状态。

４、阀门安装

对报警阀、水源控制阀、止回阀、信号阀、排气阀、闸阀、电磁

阀、泄压阀以及水力警铃、延迟器、水流指示器、压力开关、压力表

等，为了保证这些零配件的安装质量，施工前必须按标准逐一检查，

对其中的重要组件报警阀及其附件,安装前除检查其配套齐全和合格

证明材料外，还应逐个进行渗漏试验,以保证报警阀安装后的基本性

能。

5、管道刷漆防腐

1、材料要求

(1）、防锈漆、面漆、沥青等应有出厂合格证；

(2）、稀释剂：汽油、煤油、醇酸稀料、松香水、酒精等；

(3）、其它材料:高岭土、七级石棉、石灰石粉或滑石粉、玻璃丝

布、矿棉纸、油毡、牛皮纸、塑料布等；

2、明装管道、设备及容器必须先刷一道防锈漆,待交工前再刷两

道面漆。如有保温和防结露要求应刷两道防锈漆。

６、管道系统的实验及验收

１、管道系统试验前，应符合下列要求

（1）管道系统施工完毕，并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范的有关规定

（2）对管道、补偿器和其它附属构筑物等进行外观检查;

（3）埋地管道的座标、标高、坡度及管基、垫层等复查合格;

（4）管道试验用的压力表不少于两块，并经过检验校正,其精度

等级不应低于 1．5 级,其刻度上限值宜为试验压力 1．５-２倍。

（5）对管道各放空和排液点进行检查。

2、试验前应将不参加试验的设备、仪表、消火栓等加以隔离；

3、给水管道在施工验收前应进行通水冲洗，冲洗应根据系统

内可能达到的最大压力和流量连续进行,直到出口处的水色和透明度

与入口处目测一致为合格，冲洗后应作记录；



4、压力管道水压试验压力和充满水停留时间，应符合规定；

5、管道进行水压试验时，压力应缓慢升至试验压力,保压 10 分

钟，压力降不大于 0.05 Mpａ， 且未发生异常现象，再将压力降至

工作压力,进行外观检查，如无渗漏现象，则认为试验合格；

6、管道进行强度试验时,压力应缓慢升至试验压力,保压时间不

少于 1０ 分钟，检查接口及管件等无异常现象,则认为试验合格。

7、管道的渗水量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强度试验合格后，应进行渗水量试验，试验压力为工作压力；

（2）管径小于或等于 400ｍm 的埋地管道进行渗水量试验时，

在 10分钟内压力降小于或等于 0.０5 Mｐa， 则认为试验合格。

８、管道强度试验，及泄漏量试验应通知有关人员到场,试验记

录应有有关部门签字认可。

（二）电气设备安装

1、动力柜的安装：

（1)、控制柜基础槽钢经过调直、调平后，进行安装就位孔的机

械开孔，然后将控制柜安装就位,采用镀锌螺栓将控制柜固定在槽钢

上，并且固定牢固；

（2）、控制柜在房间内就位后，对于柜面上的操作面板，用防护

膜先盖住，要注意作好保护措施；

2.电缆敷设、接线

（1）、电缆敷设前，应进行外观及导通检查，并用摇表进行绝缘

电阻测试。敷设后接线前再次进行绝缘电阻测试。其值应大于 0.5Ｍ

Ω；

（2）、电缆在桥架内敷设，同一桥架内敷设不同电流类别、不同

电压等级的电缆时，应分类布置。对于强电动力线、强电控制线、仪

表电源线路应用隔板与无屏蔽的信号电缆分开。电缆在桥架内转弯处

或余留长度两侧及进入盘柜前 300—4０0mｍ处应固定，电缆的弯曲

半径不得小于电缆外径的 10倍；

（3）、对于电流较大的多股动力电缆和多股软控制电缆，一定要



通过铜端子与设备相接。使用相应的压接工具将铜端子与剥皮后电缆

内芯紧紧压接,在电缆压接完浸泡一下锡液，不可使用腐蚀性焊锡膏，

搪锡后，用软布擦拭电缆头，然后进行电缆端接。

（三）安全技术措施

1、用电安全技术和防火措施

（1）、临时用电线路的管理和维护要由专业电工进行，专业电工

要经常进行上岗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临时线路一旦使用完毕，

立即拆除；

（2）、现场使用电、气焊等明火作业，向现场有关部门提出书面

申请，经允许后方可使用；

（3）、电、气焊等明火作业时,根据作业对象不同在使用部位配

备相应数量的灭火器，且设专人负责监护；

（4）、在采用可燃材料搭建的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内，以及易燃

易爆物品 10米之内不进行明火作业；

（5）、中断使用的电气设备及时关机,切断电源；

（6）、电器线路破旧老化及时修理更换；

（7）、电路保险丝（片)熔断,不用铜线铁线代替,及时更换合格的

保险丝(片）；

（8）、在施工现场及工作住所不得使用碘钨灯、电炉子、电热毯

等大功率设备；

（9）、配电设备外壳要与电源的保护接地作可靠连接，且保证一

机、一闸、一漏。所有置于施工现场的配电箱、柜均要加锁。

2、设备安装安全措施

（1)、设备吊装就位时,要由专业起重工统一指挥，其他施工人

员要密切配合，设备吊装时起重机吊臂下不准站人，以免发生意外事

故；

（2）、大型设备找平找正时操作人员要相互配合好，注意不要挤

伤或碰伤手脚；

（3）、施工人员要穿戴好劳保用品；



（4）、脚手架要稳固,脚手板要满铺，高处作业必须系挂安全带,

安全防护用品穿戴齐全；

（5）、使用电、气焊时必须遵照有关规定要求。

三、中控室：

消防控制室内设置的消防设备应包括火灾报警控制器、消防联动

控制器、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消防电话总机、消防应急广播控

制装置、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控制装置、消防电源监控器等

设备，或具有相应功能的组合设备；

（一）控制和显示要求

1、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

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应能用同一界面显示建(构）筑物周边消防车道、消防登高

车操作场地、消防水源位置,以及相邻建筑的防火间距、建筑面积、

建筑高度、使用性质等情况；

（2）应能显示消防系统及设备的名称、位置的动态信息;

（3）当有火灾报警信号、监管报警信号、反馈信号、屏蔽信号、

故障信号输入时,应有相应状态的专用总指示，在总平面布局图中应

显示输入信号的建(构)筑物的位置,在建筑平面图上应显示输入信号

所在的位置和名称，并记录时间、信号类别和部位等信息;

（4）应在１0s 内显示火灾报警信号、反馈信号输入其状态信息,

１00s 内显示其他信号应在输入其状态信息;

（5）应采用有中文标注和中文界面，界面对角线长度不应小于

43０ｍm；

（6）应能显示可燃气探测报警系统、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报警

信息、故障信息和相关联动反馈信息。

2、火灾探测报警系统

火灾报警控制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应能显示火灾探测器、火灾显示盘、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

正常工作状态、火灾报警状态、屏蔽状态及故障状态等相关信息;



（2）应能控制火灾声和（或)光警报器启动和停止。

3、消防联动控制

（1）应能将 5.3.2-5.1.１0 消防系统及设备的状态信息传输到

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

1）对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控制和显示应符合下列要求：

a）应能显示喷淋泵电源的工作状态;

b）应能显示喷淋泵(稳压或增压泵)的启、停状态和故障状态，并

显示水流指示器、信号阀、报警阀、压力开关等设备的正常工作状态

和动作状态、消防水箱（池）最低水位信息和管网最低压力报警信息；

c)应能手动控制喷淋泵的启、停，并显示其手动启、停和自动启

动的动作反馈信号。

2) 对消火栓系统的控制和显示应符合下列要求：

a)应能显示消防水泵电源的工作状态;

b）应能显示消防水泵(稳压或增压泵)的启、停状态和故障状态,

并显示消火栓按钮的正常工作状态和动作状态及位置等信息、消防水

箱(池)最低水位信息和管网最低压力报警信息;

c）应能手动控制消防水泵启、停,并显示其动作反馈信号。

3)对气体灭火系统的控制和显示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应能显示系统的手动、自动工作状态及故障状态;

ｂ）应能显示系统的驱动装置的正常工作状态和动作状态,并能

显示防护区域中的防火门（窗）、防火阀、通风空调等设备的正常工作

状态和动作状态;

c）应能手动控制系统的启、停，并显示延时状态信号、紧急停

止信号和管网压力信号。

4)对泡沫灭火系统的控制和显示应符合下列要求:

a）应能显示消防水泵、泡沫液泵电源的工作状态;

ｂ）应能显示系统的手动、自动工作状态及故障状态;

c）应能显示消防水泵、泡沫液泵的启、停状态和故障状态，并

显示消防水池(箱)最低水位和泡沫液罐最低液位信息;



ｄ）应能手动控制消防水泵和泡沫液泵的启、停，并显示其动作

反馈信号。

5)对干粉灭火系统的控制和显示应符合下列要求：

a)应能显示系统的手动、自动工作状态及故障状态;

ｂ)应能显示系统的驱动装置的正常工作状态和动作状态,并能

显示防护区域中的防火门窗、防火阀、通风空调等设备的正常工作状

态和动作状态;

c)应能手动控制系统的启动和停止,并显示延时状态信号、紧急

停止信号和管网压力信号。

6)对防烟排烟系统及通风空调系统的控制和显示应符合下列要

求：

a)应能显示防烟排烟系统风机电源的工作状态;

b）应能显示防烟排烟系统的手动、自动工作状态及防烟排烟系

统风机的正常工作状态和动作状态;

c）应能控制防烟排烟系统及通风空调系统的风机和电动排烟防

火阀、电控挡烟垂壁、电动防火阀、常闭送风口、排烟阀（口）、电

动排烟窗的动作,并显示其反馈信号。

7)对防火门及防火卷帘系统的控制和显示应符合下列要求:

a)消防控制室应能显示防火门控制器、防火卷帘控制器的工作状

态和故障状态等动态信息;

b 消防控制室应能显示防火卷帘、常开防火门、人员密集场所中

因管理需要平时常闭的疏散门及具有信号反馈功能的防火门的工作

状态;

c)消防控制室应能关闭防火卷帘和常开防火门,并显示其反馈信

号。

４、消防电话总机

（1）应能与各消防电话分机通话，并具有插入通话功能；

（2）应能接收来自消防电话插孔的呼叫,并能通话；

（3）应有消防电话通话录音功能；



（4）应能显示消防电话的故障状态,并能将故障状态信息传输给

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

５、消防应急广播系统装置

（1）应能显示处于应急广播状态的广播分区、预设广播信息；

（2）应能分别通过手动和按照预设控制逻辑自动控制选择广播

分区、启动或停止应急广播,并在扬声器进行应急广播时自动对广播

内容进行录音；

（3）应能显示应急广播的故障状态,并能将故障状态信息传输给

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

6、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控制装置

（1）应能手动控制自带电源型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的

主电工作状态和应急工作状态的转换；

（2）应能分别通过手动和自动控制集中电源型消防应急照明和

疏散指示系统和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从主电工

作状态切换到应急工作状态；

（3）受消防联动控制器控制的系统应能将系统的故障状态和应

急工作状态信息传输给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

（4）不受消防联动控制器控制的系统应能将系统的故障状态和

应急工作状态信息传出给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

７、消防电源监控器

（1）应能显示消防用电设备的供电电源和备用电源的工作状态

和欠压报警信息；

（2）应能显示消防用电设备的供电电源和备用电源的工作状态

和故障报警信息传输给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

（二）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和信息记录要求

1、应记录建筑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记录容量不应少于 10000

条；

2、记录消防安全管理信息及系统内各个消防设备(设施)的制造

商、产品有效期的记录,存储记录容量不应少于 1０000 条；



（三）信息传输要求

1、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应能在接收到火灾报警信号或联动

信号后１０ｓ内将相应信息按规定的通讯协议格式传送给监控中心；

2、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应能在接收到建筑消防设施运行状

态信息后１０0s 内将相应信息按规定的通讯协议格式传送给监控中

心；

3、当具有自动向监控中心传输消防安全管理信息功能时,消防控

制室图形显示装置应能在发出传输信息指令后 1０0s 内将相应信息

按规定的通讯协议格式传送给监控中心；

4、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应能接收监控中心的查询指令并按

规定的通讯协议格式将信息传送给监控中心；

5、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应有信息传输指示灯,在处理和传输

信息时，该指示灯应闪亮,在得到监控中心的正确接收确认后,该指示

灯应常亮并保持直至该状态复位。当信息传送失败时应有声、光指示；

6、火灾报警信息应优先于其他信息传输；

7、消防控制室的信息传输不应受保护区域内消防系统及设备任

何操作的影响。

附：发包人指定材料/设备品牌一览表

材料名称 品牌或厂家

水泵 东方、熊猫、连成、凯泉、格兰富

报警阀、水流指示器等 上海金盾、南消、川消

报警系统 北京利达、海湾、北大青鸟

橡塑保温管/板 华美、星球

低压元器件 德力西、西门子、TCL

双电源 行创、森达奥、明日、TCL



其他
凡是在招标文件内没有明确指定的材料、设备等必须满足当地规定、规范及

相关政府、及我司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