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性国家标准
《消防车 第 11 部分：涡喷消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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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编 制 说 明

标准编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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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4006-Q-312，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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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涡喷消防车主要是在消防车底盘基础上加装飞机用涡喷发动机改装的一种

稿

消防车，利用飞机发动机的推力把灭火介质向外喷射，具备射程远，灭火剂雾化
效果好的特点，可用于高层建筑、油田油井、大型地下场所等地区的灭火扑救，

见

也可用于降温和驱散，是近年来我国新出现的一种特殊消防车。国家标准
GB7956.1-2014 中对于涡喷消防车没有定义和技术要求，造成了涡喷消防车的设

意

计没有依据，消防救援队伍采购涡喷消防车没有依据，检验机构的检验和认证没
有依据等情况。制定涡喷消防车国家标准将为企业生产设计产品、检验部门检验、
产品消防救援队伍选择和使用产品提供参考。

求

2．主编、参编单位情况

征

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为本标准的负责起草单位。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
研究所成立于 1965 年，是应急管理部直属的社会公益性的研究机构。全所在聘
职工 900 余人，事业编制人员 212 人，技术人员 500 余人，其中高中级技术人员
200 余人。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主要承担全国消防救援队伍装备的应用研
究，高层建筑、地下工程、石油化工、能源交通等领域内的消防装备高新技术的
研究和开发。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是中国消防协会消防设备专业委员会、
消防车泵装备行业分会挂靠单位。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也是全国消防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第四、五、十二分技术委员会的挂靠单位。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
消防救援局南京训练总队是涡喷消防车的用户之一。陕西银河消防科技装备有限
公司、四川川消消防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和明光浩淼安防科技股份公司均是国内主
要的涡喷消防车生产企业，有着丰富的设计制造和生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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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起草小组人员组成

姓名

单位

主要工作

1

王长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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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对标准的技术要求的内容进行审核

3

毕赢

应急管理部消防
救援局

负责消防救援队伍需求的调研和用户调研

4

宋娜娜

应急管理部上海
消防研究所

负责对标准的试验方法的内容进行审核

5

张志强

上海市消防救援
总队

全面对负责消防救援队伍和生产企业调研
工作

6

浦小海

应急管理部上海
消防研究所

负责涡喷消防车格式、国内外引用文献和
试验规则的编写

7

严攸高

应急管理部上海
消防研究所

负责涡喷消防车生产企业的调研和验证试
验的设计

8

葛步凯

消防救援局南京
训练总队

协助完成技术要求求和试验方法的编写工
作

9

孙胜登

应急管理部上海
消防研究所

负责资料的整理和格式的调整、验证试验
项目的落实和会议安排等工作

10

洪赢政

应急管理部上海
消防研究所

负责第 7 张的编写和引用标准的核实

11

倪军

明光浩淼安防科
技股份公司

负责验证试验的组织和落实，协助审核技
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12

胡勇

四川川消消防车
辆制造有限公司

负责验证试验的组织和落实，协助审核技
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李宗浩

陕西银河消防科
技装备有限公司

负责验证试验的组织和落实，协助审核技
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见

意

求

征

13

稿

序号

4．起草工作过程
本标准由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负责起草、明
光浩淼安防科技股份公司、四川川消消防车辆制造有限公司、陕西银河消防科技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参与标准的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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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调研了国内外的涡喷消防车生产企业，形成了标准的工作组讨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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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消防车通用要求 GB 7956.1-2014、GB 7956.3-2014、GB7956.12 和 GB7956.14
等标准已经发布，所以在编写过程中引用了 GB 7956.1-2014、GB 7956.3-2014、
GB7956.12 和 GB795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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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消防救援
队伍进行实地调研、到企业实地参观生产等方式对标准进行修改和完善：2018
年 12 月课题组在重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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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课题组在海南琼海市进行了标准草案稿的讨论
会，初步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2020 年 1 月明光浩淼安防科技股份公司、四
川川消消防车辆制造有限公司、陕西银河消防科技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对标准
中有争议的条款进行了验证试验，根据验证试验的结果修订了相关条款，最终形

稿

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2020 年 9 月-11 月对主要委员和涡喷车生产企业进行了
征求意见，并于 2020 年 11 月对征求意见进行了处理，最终形成了标准送审稿。

见

2020 年 12 月标准进行了送审专家评审，专家提出了 3 条整改意见，课题组于 2021
年 4 月完成了全部整改和验证工作，并编制标准的报批材料，2021 年 7 月依据

意

报批文件的修改意见进行了报批材料的修改。

1．编制原则

求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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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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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1) 涡喷车的油箱容积普遍大于 1t，根据 GB 7258 中对于危险品运输车辆
和容量较大的加气车辆的相关要求，提出了导静电拖地带的配备要求，其尺寸与
GB 7258 的要求相一致，见 4.1.2。
(2) 为了满足国家对于燃油箱改装的要求，提出了燃油箱的安全性能和安
装要求，间 4.1.3
(3) 为了保持 GB 7956 系列标准的一致性，涡喷消防车的整车标识参考 GB
7956.1 的要求；水力系统操作说明和标识符合 GB 7956.3 的要求；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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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喷

车的操作说明、操作标识和警示标志参见 XF 39 的要求，见 4.3.1、4.3.2、4.3.6
条。
(4) 为了满足涡喷消防车的使用需要和操作的安全性，对涡喷消防车仪表
显示、按键和操作规程分别提出了要求，见 4.3.3、4.3.4 和 4.3.5 条。
(5) 部分涡喷消防车的水力系统可以对外进行供水，像泡沫车一样使用，
因此也应符合 GB 7956.3 中的相关要求，见 4.4.1 条
(6) 部分涡喷消防车的水力系统仅用于对涡喷装置进行供水，不配备出水
口，仅需水罐等部分符合 GB 7956.3 的技术要求即可，见 4.4.2 条。
(7) 部分涡喷消防车为了加强灭火性能，增配了泡沫系统，有泡沫比例混
合器控制泡沫精度，因此对其精度提出了要求，见 4.4.3 条。

稿

(8) 涡喷灭火装置的运动通常由液压系统进行俯仰变幅和回转动作，为了
保证工作的可靠性，对液压系统提出了可靠性要求，见 4.5.1 条。

求，见第 4.5.2 条的要求。

见

(9) 为了观察液压系统是否工作正常，对液压系统的压力表配备提出了要

意

(10) 为了保证液压系统的安全，对液压系统的溢流阀提出了要求，见 4.5.3
条。

求

(11) 对于采用电液控制系统的，为了防止电控系统实现，要求配备手动应
急控制系统，见 4.5.4 条。

条。

征

(12) 为了保证液压系统的使用可靠，对液压油箱提出了相关要求，见 4.5.5

(13) 为了保证液压系统的清洁度，对液压系统的过滤器提出了要求，见
4.5.6 条。

(14) 为了保证液压系统控制柜的使用安全，对其提出了相关要求，见 4.6
条。
(15) 为了保证涡喷消防车作业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对其稳定性提出了要求，
见 4.7.1.1 条。
(16) 涡喷车工作时，其周边噪声较大，为了工作时便于交流，其控制通常
防止在驾驶室内或采用抗噪音通讯头盔的模式，对其控制视野和交流等方面提出
了要求见 4.7.1.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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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涡喷灭火装置作业时耗油量较大，为了保证灭火的连续性和油箱的安
全性，对于油箱的容积和位置提出了要求，见 4.7.1.3 条。
(18) 涡喷车的油箱通常为改装油箱，为了保证油箱的加油便利提出了相关
要求，见 4.7.1.4 条。
(19) 部分有稳定性要求的大功率涡喷车会配备支腿，为了保证作业的安全
性，对支腿提出了相关要求，见 4.7.2 条。
(20) 为了达到灭火效果，对涡喷车排除燃气和灭火剂的混合提出了要去，
见 4.7.3.1 条。
(21) 为了保证灭火的距离，对涡喷车的射程提出了要求，见 4.7.3.2、
4.7.3.3 条。

稿

(22) 为了保证涡喷车的灭火救援范围，对涡喷车的俯仰、回转和变幅及控
制提出了要求，见 4.7.3.4、4.7.3.5、4.7.3.6 条。

见

(23) 为了确保火场指令传达的有效性，对操作处的噪音提出了要求，见
4.7.3.7 条。

要求，见 4.7.3.8 条。

意

(24) 为了保证涡喷灭火装置启动的可靠性，对其连续启动成功次数提出了

4.7.3.9 条。

求

(25) 为了保护涡喷灭火装置能可靠工作，对其转速提出了限制要求，见

条。

征

(26) 为了防止涡喷发动机腔内回火，对自保系统提出了要求，见 4.7.3.10

(27) 为了确保涡喷灭火装置连续工作（包括带水雾装置共同工作）的能力，
对涡喷灭火装置和水雾系统的可靠性提出了要求，见 4.7.3.11 条。
(28) 涡喷消防车的仪表、器材、警灯警报器和随车附件均沿用了 GB 7956.1
中的相关要求，见 4.8、4.9、4.10 和 4.1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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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标准第 7 章规定了涡喷消防车的包装、运输和贮存，利于生产厂家和
消防救援队伍对车辆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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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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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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消车。
2.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无配套推荐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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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稿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和依据

自 2018 年编制制定任务下达后，标准从草案稿至送审稿共进行了 4 次集中

见

讨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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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部分争论比
较激烈的条款主要通过试验验证和调研的方式解决，主要依据验证试验和调研结

意

果来处理意见分歧。

编制组分别对涡喷消防车油箱距离后防护的距离、涡喷装置的回转速率和线
控的必要性和通讯头盔的价格进行了验证和调研。主要试验的验证及结论参见表

求

1、表 2、表 3。标

征

表 1 涡喷消防车的油箱距离后防护的距离

生产企业

随车器材

与标准规定比较

国内企业 1

可以满足≥500mm 的要求

达到

国内企业 2

可以满足≥500mm 的要求，大型涡喷消防车有一定困难

有一定困难

国外企业 1

部分车不满足≥500mm 的要求，通过优化设计可以达到要求

达到

准讨论后保留了油箱距离后防护大于 500mm 的要求。
表 2 涡喷消防车回转速率
与草案稿的技术

生产企业

回转速率

国内企业 1

2 转/min

未达到

国内企业 2

每转约 33s

未达到

国外企业 1

每转约 57s

未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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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比

由于回转速率不涉及安全要求，企业根据产品自身特点进行设计，标准中去
除相关要求。
表 3 涡喷消防车的线控的必要性和头盔的配备
生产企业
国内企业 1

国内企业 2

国外企业 1

线控的必要性和头盔的配备

处理结果

室内操作视野满足使用要求，不需要配备线控，头盔使用
存在一定的问题，易受信号干扰
室内操作视野满足使用要求，不需要配备线控，驾驶室降
噪效果较好，头盔使用存在一定的问题，易受信号干扰
室内操作视野满足使用要求，可配备线控或无线控制，头

驾驶室内满足视野要
求的可以，采用线控
的配备通讯头盔

盔价格可以接收

六、强制性标准实施过渡期建议

七、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有关政策措施

稿

建议标准发布后，标准实施过渡期为半年。

八、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见

标准发布后，严格依据《消防法》的要求，实施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为履行世贸组织《TBT 协定》和《SPS 协定》规定的透明度义务，根据《国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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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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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

标准为首次发布，无需废止现行标准。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请注意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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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产品、过程或服务的目录
涉及产品主要为涡喷消防车及配备涡喷装置的其他消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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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消防救援
队伍涡喷消防车的采购、验收提供指导，使其在消防救援队伍中充分发挥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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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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