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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1）项目概述

本标准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编制任务，项目计划编号 20154196-Q-312，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归口管理，具体编制工作由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主编。

（2）目的意义

器材消防车是我国战勤保障类消防车中的重要一员。随着经济发展，大型火场及

抢险救援现场增多，对消防器材的现场保障越来越重要。此外，对于消防宣传用的宣

传消防车、现场敷设大口径水带用的水带敷设消防车、勘察火灾现场用的勘察消防车，

现行 GB 7956 标准均未提出相关的性能要求。制定器材消防车标准将为企业生产设计

产品、检验部门检验产品、消防队选择产品提供参考。

根据国内目前消防车的现实情况，2015 年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向国标委申

请器材消防车标准的制定工作，同年 12 月批准立项，作为消防车系列标准中的第 21

部分。

2、主编、参编单位情况

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成立于 1965 年，是国家级社会公益型科研机构，主

要从事消防基础理论与管理、消防装备与技术、灾害事故预防与控制技术、消防执勤

训练技术、火灾物证鉴定技术、产品检验装置与技术和工程消防技术的研究工作。应

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是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TC21/SC2和 ISO/TC21/SC14的国内

技术归口单位，是“国家级汽车新产品定型鉴定试验和汽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

“国家级科技成果检测鉴定检验机构”等组织的挂靠和依托单位。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消防车辆装备的设计、研发、生产

制造，主要产品为泵浦、泡沫、水罐、干粉、泡沫干粉联用、各类救（后）援、化学

救援、通讯指挥、照明排烟、登高高喷消防车以及远距离大流量供水系统、灭火救援

机器人等，共十二大系列一百多个品种的消防车，拥有完善的现代化管理体系、技术

开发体系、产品生产体系以及完备的服务营销体系。

征
求
意
见
稿



2

泰州中裕消防器材有限公司是消防水带的专业生产厂家，其研制的超大口径、超

长度的一次成型挤拙双面橡胶及一次挤拙成型聚氨酯水带广泛应用于远程大流量供

水系统中的水带敷设消防车上。公司通过了 ISO9001:2000 质量体系认证、中国强制

性产品 CCC、中国船级社 CCS及欧洲 EN14540、德国劳氏 GL/MED、美国 UL219 &

美国 UL19等认证。

3、主要起草人工作

序号 姓名 单位 主要工作

1 蒋旭东 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全面负责标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编

制、验证试验方案制定

2 施樑 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全面负责消防队和生产企业调研工作

3 朱义 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负责器材消防车、水带敷设消防车的

技术要求调研、编制

4 杨海涛 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 负责消防队在役器材消防车车辆调研

5 王路兵 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 负责消防队在役水带敷设消防车车辆

调研

6 赵晖 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 负责勘察消防车技术要求

7 洪赢政 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负责消防车随车器材的调研和试验方

法编写

8 刘颖 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负责与消防队的沟通及征求意见汇总

9 朱贇 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负责水带敷设消防车的技术要求调

研、编制

10 王长伟 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负责宣传消防车的技术要求调研、编

制

11 田永祥 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负责勘察消防车的技术要求调研、编

制

12 金义重 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负责验证试验协调工作

13 张建明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

限公司

负责宣传消防车试验验证

14 黄裕中 泰州中裕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负责水带敷设消防车试验验证

4、起草工作过程

本标准由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任负责起草单位，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

捷达消防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泰州中裕消防器材有限公司参加起草。

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接受该标准制订任务后，按程序成立了标准制订课题

组。课题组明确了参编人员的工作分工后，收集、整理了一系列相关产品的技术资料，

并调研了国内外的器材消防车、宣传消防车、水带敷设消防车、勘察消防车生产企业，

形成了标准的工作组讨论稿。因为消防车通用要求 GB 7956.1-2014 标准已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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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编写过程中引用了 GB 7956.1-2014 的条款。

工作组讨论稿形成后采取了组织行业内相关专家进行会议讨论、到消防队进行实

地调研、到企业实地参观生产等方式对标准进行修改和完善：2016 年 3 月课题组在江

苏省泰州市进行了第一次会议，明确了任务分工，并集中讨论和制定了验证试验计划；

2016 年 5 月课题组赴四川成都支队及四川川消消防车辆制造有限公司进行了实地调

研及试验验证；2016 年 11 月课题组赴天津总队进行了实地调研；2017 年 4 月课题组

到南京支队进行了实地调研；2017 年 10 月到苏州市捷达消防车辆装备有限公司进行

了水带敷设的试验验证，并集中讨论编制了征求意见稿。发送征求意见稿的单位/专

家数为 43 个，回函的单位/专家数为 27 个，回函并由建议或意见的单位/专家数为 8

个，提出意见 42 条。2018 年 9 月于上海根据反馈的征求意见进行了集中讨论，对征

求到的意见进行了逐条讨论，其中采纳 27 条、部分采纳 1条、不采纳 14 条，对不采

纳的详述了理由，并编制了送审稿。2018 年 10 月 12 日在长沙通过了国家标准送审稿

审查会。会议应到委员 36 名，实到 35 名，其中 1名委员为标准编制组成员，实际有

效票数为 34 票，经表决，34 名委员赞成，赞成率为 100%。同时，委员还提出了 4条

整改意见，对于审查会上提出的意见，课题组于 2019 年 3 月 11 日在沈阳组织了集中

讨论，针对四分委会议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验证和调整，于 2020年底形成了报批稿提

交秘书处，经修改 2021年 7月份报批。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1、编制原则

1）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积极向国际标准靠拢，做到标准的先进性。

2）根据国内企业具体情况，力求做到标准的合理性与实用性。

3）完全按照 GB/T 1.1 和国家标准编写示例的要求进行格式和结构编写。

4）作为 GB 7956 系列标准的一部分，技术要求与其他部分协调一致。

2、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1)自装卸结构的器材消防车由于整个器材箱都会运动，对器材固定牢固程度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见 4.1.1.2 条。

2)为方便消防队员的使用，对车辆的操作说明、各类操作标识及警示标语均进行了要

求，并对标牌固定方式提出了要求，见 4.1.2、5.1.2、6.1.2、7.1.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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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部分器材车会装载照明系统，但是由于非专用抢险救援车，其发电机功率一般偏小，

照明范围也会有适度弱化，基于此对器材消防车的照明提出了适度的要求，见 4.1.4

条。

4)部分器材车会装载随车绞盘，但是由于非专用抢险救援车，且车辆自重一般较小，

基于此对器材车的随车绞盘提出了适度的要求，见 4.1.5 条。

5)部分器材车会配备液压起重尾板，为保障该尾板能够装卸所有的随车器材，对尾板

的最大起重质量和可靠性提出了要求，见 4.1.6 条。

6)为了规范消防车辆的管理，方便后续维护保养，对随车文件和和易损件提出了具体

要求，见 4.1.10、5.1.8、6.1.8、7.1.7 条。

7)考虑到宣传用于消防宣传和教学用，使用时车体周边观看的人员较多，且人员会绕

车体流转观摩学习，故而对一些展开到车体外的部分提出了反光警示和闪烁，见

5.1.1.2 条。

8)宣传车载使用时其发电机会常开，而消防宣传和教学时又需要能听清播放的教学内

容，故对发电机的工作噪声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见 5.1.1.3 条。

9)调研消防队对宣传消防车的功能需求，对应具备的功能提出了要求，见 5.1.4.1 条。

10) 参照舞台车的技术要求，对宣传消防车的宣传平台强度、护栏高度等提出了安全

性方面的要求，见 5.1.4.2 条。

11) 为保障用电安全，对宣传车的配电系统提出了短路保护、过载保护、接地、耐击

穿、介电强度、防水防尘等级等方面的要求，见 5.1.4.3 条。

12) 参照一个工作日为 8小时考核宣传车的连续运转可靠性，见 5.1.4.4 条。

13) 通过调研目前常配的消防宣传示教系统，提出了宣传车的随车器材配备参考表。

同时考虑到全国各地的实际应用情况不同，该器材配备表作为资料性附件，见 5.1.6

条。

14) 通过调研各类型水带敷设和回收结构的工作情况，以及消防队实际使用的情况，

对水带敷设及回收的速度提出了要求，见 6.1.4.1.1～6.1.4.1.2 条。

15) 为保障水带回收时的安全性，同时保证水带回收时能均布，对水带箱内的视频监

测提出了要求，见 6.1.4.1.4～6.1.4.1.6 条。

16) 远程供水系统使用后，水带上往往会有污渍，时间一长容易产生水带粘连和霉变，

同时大口径水带敷设回收一次工作量很大，所以提出在回收水带时能够有清洗、吹扫

的功能，见 6.1.4.1.7～6.1.4.1.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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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远程供水系统增压泵额定工作压力一般在 1.0～1.2 MPa，同时考虑到 300 mm 以

上水带若采用 1.3 MPa 公称压力，则水带自重会增加过多，使用中难以拖动水带，综

合考虑，对水带工作压力提出了要求，见 6.1.4.1.9 条。

18) 目前主流的水带收带装置有外伸式和转盘式两种，对这两种收带装置的工作可靠

性、对水带的保护性能、收卷过程中对车体的安全性能等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见

6.1.4.2～6.1.4.4 条。

19) 水带收卷装置的可靠性尤为重要，目前很多产品的收卷装置可靠性不高。为提升

装置的可靠性，提出了 1 km 水带敷设和回收的可靠性试验，见 6.1.4.5 条。

20) 结合远程供水中的工作需求，对水带敷设消防车提出了器材配备要求。同时考虑

到全国各地的实际应用情况不同，该器材配备表作为资料性附件，见 6.1.6 条。

21) 为保障火场勘察过程中的办公需求，提出了通信、供电、照明及办公区域的要求，

见 7.1.1 条。

22) 结合火场勘察的工作要求，参考 GB 25203-2010《消防监督技术装备配备》等相

关标准，对勘察消防车应配的随车器材、工具提出了参考要求。同时考虑到全国各

地的实际应用情况不同，该器材配备表作为资料性附件，见 7.1.5 条。

23) 标准第 6章检验规则，规定了检验分类（出厂检验、型式检验）、对应的检验内容

和判定规则。

24) 标准第 7章规定了器材消防车、宣传消防车、水带敷设消防车和勘察消防车的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利于生产厂家和消防队对车辆的管理。

三、与法律法规及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1.与法律法规及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要求与现行的汽车标准、消防产品标准要求相容，与消防产品有关管

理规定、消防车认证规则等国家法律、法规没有冲突。作为 GB 7956 系列标准中的

一部分，与 GB 7956其他标准共同使用规范器材车、宣传车、勘察车和水带敷设车。

2.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无。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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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消防车、宣传消防车、水带敷设消防车和勘察消防车技术标准在国内为首次

制定。

与国际相关标准相比，本标准对于器材消防车、宣传消防车、水带敷设消防车和

勘察消防车的技术要求处于一般水平。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和依据

本标准修订任务在 2006 年 3 月下达时修订标准名称为“消防车”，要求将所有消

防车的要求、试验方法、采购要求、维修标准、报废标准等都纳入修订内容。2009

年“消防车”完成了送审稿，但在 2009 年度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车泵分技术

委员会年会上有代表提出“消防车”修订版本内容太多，篇幅太大可能会造成标准颁

布后使用和修订都不方便，建议将标准按车型拆分成若干部分分别修订。这个建议得

到了部分委员的支持，会后修订课题组对这个意见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认为拆分修订

的建议符合实际，虽然拆分修订会造成修订时间拉长，新、老标准衔接不方便，但拆

分修订方便编写，方便使用也方便以后的修订。根据当时上报的拆分标准计划，为减

少标准数量，器材消防车标准中需要将宣传消防车、勘察消防车和水带敷设消防车的

内容纳入进来，所以本标准虽然名称为 GB7956.21《消防车 第 21 部分：器材消防车》，

实则包含器材消防车、宣传消防车、勘察消防车和水带敷设消防车四种车型。

自 2015 年编制制定任务下达后，标准从草案稿至征求意见稿共进行了 2 次集中

讨论、4次对消防队及消防车生产企业的实地调研和验证，大部分标准中的争议问题

均通过讨论的方式得出一致结论，部分有分歧的条款主要通过试验验证和调研的方式

解决。

编制组分别对器材消防车的器材配备情况，宣传消防车的功能配备、车载发电机

的噪音大小，水带敷设消防车的收带时间、水带接头在收带过程中的晃动幅度、水带

清洗和吹扫装置的配备情况，勘察消防车的电源逆变、无线通信、专用办公区配备情

况等进行了验证。主要试验的验证及结论参见表 1～表 4。

表 1 器材消防车验证试验

序号 试验项目 本标准要求 企业一 企业二 企业三

1 器材配备情况 /

个人防护类、破拆类、救生

类、警戒类、照明排烟类、

灭火器材类等各类器材均有

强化配备了各类灭

火类器材

专门运输空

呼用

结论：器材车的器材配备根据实际需求会大不相同，无法指定器材车的器材配备标准，故本标准对器材消防车不

再制订器材配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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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宣传车验证试验

序号 试验项目 本标准要求 企业一 企业二 企业三

1
宣传消防车的功

能配备

应具备音视频播放功能 符合 符合 符合

宜配备 119 报警模拟体验系统、消防

知识学习系统、厨房火灾演示系统、

电气线路过载火灾演示系统、建筑烟

雾传播演示系统、建筑自动消防设施

运行演示系统等宣教演示系统

均配备

缺建筑自动

消防设施运

行演示系统

缺建筑烟

雾传播演

示系统

2

宣传车车载发电

机 的 噪 音 大 小

（dB(A)）

≤75 76.3 73.5 74.9

表 3 水带敷设车验证试验

序号 试验项目 本标准要求 企业一 企业二 企业三

1
水带敷设消防车的

收带时间（km/h）

水带口径 300 以下：≤1.5 / 250 口径：1.6 /

水带口径 300（含）以上：≤1.0 300 口径：1.1 /
300 口

径:1.2

2

水带接头在收带过

程中的晃动幅度

(mm)

/ 340 420 480

3
水带清洗和吹扫装

置的配备情况
应配备水带清洗，宜配备吹扫装置

有水带清洗装

置和吹扫装置

有水带清洗

装置，无吹扫

装置

有水带清

洗装置，无

吹扫装置

表 4 勘察消防车验证试验

序号 试验项目 本标准要求 企业一 企业二 企业三

1
无线通信设备配备

情况
应配备 符合 符合 符合

2
专用办公区域配备

情况
应设定 符合 符合 无

3
电源逆变器配备情

况
应配备 符合 无 符合

六、强制性标准实施过渡期建议

由于改强制性国标所涉及的技术全方位改造的方面不多，大多是对现有产品技术

参数的升级，因此涉及的企业大范围设备升级改造不多，建议标准发布后，设定 6个

月过渡期。

征
求
意
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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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有关政策措施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依据，实施消防车产品的生产和销

售。

八、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为切实履行WTO透明度义务和享受WTO透明度权利，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 TBT／SPS措施通报、评议、咨询工作规则》的要求，并为保护消防救

援人员的人身安全、保障国家财产安全和人民生命健康，为保障消防救援队伍接收

到质量好、可靠性高的消防车产品，该强制性国家标准建议进行对外通报。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强制性标准为首次发布。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的内容不涉及专利。

十一、涉及产品、过程和服务的目录

主要涉及器材消防车、宣传消防车、水带敷设消防车和勘察消防车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的颁布实施，将为该类产品的生产和检测提供依据，并对消防队器材消防

车、宣传消防车、勘察消防车和水带敷设消防车的采购、验收提供指导，使其在消防

队中充分发挥其作用，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极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征
求
意
见
稿

http://code.fabao365.com/search/wd=%E5%9B%BD%E5%AE%B6%E8%B4%A8%E9%87%8F%E7%9B%91%E7%9D%A3%E6%A3%80%E9%AA%8C%E6%A3%80%E7%96%AB%E6%80%BB%E5%B1%80TBT%EF%BC%8FSPS%E6%8E%AA%E6%96%BD%E9%80%9A%E6%8A%A5%E3%80%81%E8%AF%84%E8%AE%AE%E3%80%81%E5%92%A8%E8%AF%A2%E5%B7%A5%E4%BD%9C%E8%A7%84%E5%88%99
http://code.fabao365.com/search/wd=%E5%9B%BD%E5%AE%B6%E8%B4%A8%E9%87%8F%E7%9B%91%E7%9D%A3%E6%A3%80%E9%AA%8C%E6%A3%80%E7%96%AB%E6%80%BB%E5%B1%80TBT%EF%BC%8FSPS%E6%8E%AA%E6%96%BD%E9%80%9A%E6%8A%A5%E3%80%81%E8%AF%84%E8%AE%AE%E3%80%81%E5%92%A8%E8%AF%A2%E5%B7%A5%E4%BD%9C%E8%A7%84%E5%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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