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
及检查规范》批准发布并实施
今年 ８月 １
３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 ９
７号
公告批准发布了《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检查规范》，该标准为首
次制定，标准号为 Ｇ
Ｂ
５
０４
４
４－
２
００
８
，于 １
１月 １日起实施。
规范编制总结了我国灭火器生产、检验、维护、管理、科研
和工程应用现状及经验的基础上，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征求
国内有关科研、设计、制造、消防监督、使用单位等的意见，并
参照了国际标准相关规定。规范共 ５章和 ３个附录，包括：总则、
基本规定、安装设置、配置验收及检查与维护。规范不仅对安装
设置和配置验收提出了具体技术要求，而且对日常检查和维护也
提出了具体技术要求，特别是明确了配置验收判定规则和灭火器
的维修期限以及报废期限，将作为建筑消防工程竣工验收和日常
监督检查的重要技术依据。
各地公安消防机构需要该规范的，可在标准规范处网页查阅
电子版，或与中国计划出版社联系购买正式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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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住房和城乡建 设 部 公 告
第 97 号
关于发布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
验收及检查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检查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0444-2008，自 2008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2.2.1、3.1.3、3.1.5、
3.2.2、4.1.1、4.2.1、4.2.2、4.2.3、4.2.4、5.3.2、5.4.1、5.4.2、5.4.3、5.4.4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 OO 八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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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建设部建标[2004]067 号文 关于印发《二〇〇四年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 的要求，由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完成。
本规范的编制，遵照 预防为主、防消结合 的消防工作方针，在总结我国灭火器生
产、检验、维护、管理、科研和工程应用现状及经验的基础上，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广泛
征求国内有关科研、设计、制造、消防监督、使用单位等的意见，并参照了国际标准相关
规定，结合我国工程实际，反复讨论、认真修改，最后经专家和有关部门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 5 章和 3 个附录，包括：总则、基本规定、安装设置、配置验收及检查与维
护。
本规范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由公安部负责日常管理，
由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负责具体内容解释。本规范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结合工程实
践，认真总结经验，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建议寄至公安部上海消防研
究所《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检查规范》管理组（地址：上海市中山南二路 601 号，邮编：
200032，传真：021-54961900），以便今后修改和补充。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主编单位：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参编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煤国际工程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公安消防总队
上海市公安消防总队
天津市公安消防总队
重庆市公安消防总队
浙江省公安消防总队
太原市公安消防支队
大连市公安消防支队
杭州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平安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胡传平 唐祝华 赵 锂 王宝伟 冯旭东
张之立 李玉强 南江林 诸 容 俞颖飞
李跃伟 王卫东 曹丽英 陶玉灵 姜 宁
张 峰 朱 磊 厉华根 冯 松 程 欣
陈 池 衣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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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保障建筑灭火器（以下简称灭火器）的合理安装配置和安全使用，及时有效地
扑灭初起火灾，减少火灾危害，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中灭火器的安装设置、验收、检查和维护。
本规范不适用于生产或储存炸药、弹药、火工品、花炮的厂房或库房。
1.0.3 灭火器的安装设置、验收、检查和维护，除执行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基本规定
2.1 质量管理
2.1.1 灭火器安装设置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1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图、设计说明、材料表应齐全；
2 设计单位应向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进行技术交底；
3 施工现场应满足灭火器安装设置的要求。
2.1.2 灭火器的配置类型、规格、数量及其设置位置应符合批准的工程设计文件和施工
技术标准。修改设计应由设计单位出具设计变更通知单。
2.1.3 安装设置前应对灭火器、灭火器箱及其附件等进行进场质量检查，检查不合格不
得进行安装设置。
2.2 材料、器材
2.2.1 灭火器的进场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灭火器应符合市场准入的规定，并应有出厂合格证和相关证书；
2 灭火器的铭牌、生产日期和维修日期等标志应齐全；
3 灭火器的类型、规格、灭火级别和数量应符合配置设计要求；
4 灭火器筒体应无明显缺陷和机械损伤；
5 灭火器的保险装置应完好；
6 灭火器压力指示器的指针应在绿区范围内；
7 推车式灭火器的行驶机构应完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办法：观察检查，资料检查。
2.2.2 灭火器箱的进场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灭火器箱应有出厂合格证和型式检验报告；
2 灭火器箱外观应无明显缺陷和机械损伤；
3 灭火器箱应开启灵活。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办法：观察检查，资料检查。
2.2.3 设置灭火器的挂钩、托架应符合配置设计要求，无明显缺陷和机械损伤，并应有
出厂合格证。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办法：观察检查，资料检查。
2.2.4 发光指示标志应无明显缺陷和损伤，并应有出厂合格证和型式检验报告。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办法：观察检查，资料检查。

3 安装设置
3.1 一般规定
3.1.1 灭火器的安装设置应包括灭火器、灭火器箱、挂钩、托架和发光指示标志等的安
装。
3.1.2 灭火器的安装设置应按照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图和安装说明进行，安装设置单位
应按照本规范附录 A 的规定编制建筑灭火器配置定位编码表。
3.1.3 灭火器的安装设置应便于取用，且不得影响安全疏散。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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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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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手提式灭火器的安装设置
3.2.1 手提式灭火器宜设置在灭火器箱内或挂钩、托架上。对于环境干燥、洁净的场所，
手提式灭火器可直接放置在地面上。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2.2 灭火器箱不应被遮挡、上锁或拴系。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2.3 灭火器箱的箱门开启应方便灵活，其箱门开启后不得阻挡人员安全疏散。除不影
响灭火器取用和人员疏散的场合外，开门型灭火器箱的箱门开启角度不应小于 175 ，
翻盖型灭火器箱的翻盖开启角度不应小于 100 。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与实测。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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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数量：随机抽查 20%，但不少于 3 个；总数少于 3 个时，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以 5 倍的手提式灭火器的载荷悬挂于挂钩、托架上，作用 5min，观察
是否出现松动、脱落、断裂和明显变形等现象；当 5 倍的手提式灭火器质量小于 45kg
时，应按 45kg 进行检查。
3.2.5 挂钩、托架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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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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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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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随机抽查 20%，但不少于 3 个；总数少于 3 个时，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和实际操作。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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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数量：随机抽查 20%，但不少于 3 个；总数少于 3 个时，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与实际操作。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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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m，底部离地面距离不小于0.08 m的规定。
检查数量：随机抽查 20%，但不少于 3 个；总数少于 3 个时，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与实测。
3.3 推车式灭火器的设置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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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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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4 其他
3.4.1 在有视线障碍的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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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4.2 在灭火器箱的箱体正面和灭火器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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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4.3 设置在室外的灭火器应采取防湿、防寒、防晒等相应保护措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4.4 当灭火器设置在潮湿性或腐蚀性的场所时，应采取防湿或防腐蚀措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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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验收
4.1 一般规定
4.1.1 灭火器安装设置后，必须进行配置验收，验收不合格不得投入使用。
4.1.2 灭火器配置验收应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安装、监理等单位按照建筑灭火器配置
设计文件进行。
4.1.3 灭火器配置验收时，安装单位应提交下列技术资料：
1 建筑灭火器配置工程竣工图、建筑灭火器配置定位编码表；
2 灭火器配置设计说明﹑建筑设计防火审核意见书；
3 灭火器的有关质量证书﹑出厂合格证﹑使用维护说明书等。
4.1.4 灭火器配置验收应按本规范附录 B 的要求填写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报告。
4.2 配置验收
4.2.1 灭火器的类型、规格、灭火级别和配置数量应符合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照灭火器配置单元的总数，随机抽查 20％，并不得少于 3 个；少于
3 个配置单元的，全数检查。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甲乙类火灾危险性场所、文物保
护单位，全数检查。
验收方法：对照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图进行。
4.2.2 灭火器的产品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有关产品标准的要求。
检查数量：随机抽查 20%，查看灭火器的外观质量。全数检查灭火器的合格手续。
验收方法：现场直观检查，查验产品有关质量证书。
4.2.3 在同一灭火器配置单元内，采用不同类型灭火器时，其灭火剂应能相容。
检查数量：随机抽查 20%。
验收方法：对照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文件和灭火器铭牌，现场核实。
4.2.4 灭火器的保护距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的有关规定，灭火器的设置应保证配置场所的任一点都在灭火器设置点的保护范围内。
检查数量：按照灭火器配置单元的总数，随机抽查 20%；少于 3 个配置单元的，全
数检查。
验收方法：用尺丈量。
4.2.5 灭火器设置点附近应无障碍物，取用灭火器方便，且不得影响人员安全疏散。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验收方法：观察检查。
4.2.6 灭火器箱应符合本规范第 3.2.2、3.2.3 条的规定。
检查数量：随机抽查 20%，但不少于 3 个；少于 3 个全数检查。
验收方法：观察检查与实测。
4.2.7 灭火器的挂钩、托架应符合本规范第 3.2.4~3.2.6 条的规定。
检查数量：随机抽查 5%，但不少于 3 个；少于 3 个全数检查。
验收方法：观察检查与实测。
4.2.8 灭火器采用挂钩、托架或嵌墙式灭火器箱安装设置时，灭火器的设置高度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的要求，其设置点与设计点的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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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偏差不应大于 0.01m。
检查数量：随机抽查 20%，但不少于 3 个；少于 3 个全数检查。
验收方法：观察检查与实测。
4.2.9 推车式灭火器的设置，应符合本规范第 3.3.1、3.3.2 条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验收方法：观察检查。
4.2.10 灭火器的位置标识，应符合本规范第 3.4.1、3.4.2 条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验收方法：观察检查。
4.2.11 灭火器的摆放应稳固。灭火器的设置点应通风、干燥、洁净，其环境温度不得超
出灭火器的使用温度范围。设置在室外和特殊场所的灭火器应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验收方法：观察检查。
4.3 配置验收判定规则
4.3.1 灭火器配置验收应按独立建筑进行，局部验收可按申报的范围进行。
4.3.2 灭火器配置验收的判定规则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缺陷项目应按本规范附录 B 的规定划分为：严重缺陷项（A）、重缺陷项（B）和
轻缺陷项（C）。
2 合格判定条件应为：A=0，且 B≤1，且 B+ C≤4，否则为不合格。

5 检查与维护
5.1 一般规定
5.1.1 灭火器的检查与维护应由相关技术人员承担。
5.1.2 每次送修的灭火器数量不得超过计算单元配置灭火器总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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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检查或维修后的灭火器均应按原设置点位置摆放。
5.1.4 需维修、报废的灭火器应由灭火器生产企业或专业维修单位进行。
5.2 检查
5.2.1 灭火器的配置、外观等应按附录 C 的要求每月进行一次检查。
5.2.2 下列场所配置的灭火器，应按附录 C 的要求每半月进行一次检查。
1 候车（机、船）室、歌舞娱乐放映游艺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
2 堆场、罐区、石油化工装置区、加油站、锅炉房、地下室等场所。
5.2.3 日常巡检发现灭火器被挪动，缺少零部件，或灭火器配置场所的使用性质发生变
化等情况时，应及时处置。
5.2.4 灭火器的检查记录应予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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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送修

5.3.1 存在机械损伤、明显锈蚀、灭火剂泄露、被开启使用过或符合其他维修条件的灭
火器应及时进行维修。
5.3.2 灭火器的维修期限应符合表 5.3.2 的规定。
表 5.3.2
灭火器类型
水基型灭火器

灭火器的维修期限
维修期限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器

出厂期满 3 年；

推车式水基型灭火器

首次维修以后每满 １年

手提式（贮压式）干粉灭火器
干粉灭火器

洁净气体灭火器
二氧化碳灭火器

手提式（储气瓶式）干粉灭火器
推车式（贮压式）干粉灭火器
推车式（储气瓶式）干粉灭火器

出厂期满 5 年；

手提式洁净气体灭火器

首次维修以后每满 2 年

推车式洁净气体灭火器
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
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
5.4

报废

5.4.1 下列类型的灭火器应报废：
1 酸碱型灭火器；
2 化学泡沫型灭火器；
3 倒置使用型灭火器；
4 氯溴甲烷、四氯化碳灭火器；
5 国家政策明令淘汰的其他类型灭火器。
5.4.2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灭火器应报废：
1 筒体严重锈蚀，（锈蚀面积大于、等于筒体总面积的 1/3，表面有凹坑；
2 筒体明显变形，机械损伤严重；
3 器头存在裂纹，、无泄压机构；
4 筒体为平底等结构不合理；
5 没有间歇喷射机构的手提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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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筒体有锡焊、铜焊或补缀等修补痕迹；
8 被火烧过。
5.4.3 灭火器出厂时间达到或超过表 5.4.3 规定的报废期限时应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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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４．３灭火器的报废期限
灭火器类型
水基型灭火器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器
推车式水基型灭火器

报废期限（年）
６

手提式（贮压式）干粉灭火器
干粉灭火器

手提式（储气瓶式）干粉灭火器
推车式（贮压式）干粉灭火器
推车式（储气瓶式）干粉灭火器

洁净气体灭火器
二氧化碳灭火器

１０

手提式洁净气体灭火器
推车式洁净气体灭火器
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
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

5.4.4 灭火器报废后，应按照等效替代的原则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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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附录 A 建筑灭火器配置定位编码表
表 A 建筑灭火器配置定位编码表

单 元 保 护 面 积

□独立单元
□组合单元
S=
m2

单元需配灭火级别

Q=
Q=

A
B

灭火器
型 号
规 格

灭火器设置
点 实 配
灭火级别
Q e=
A
Q e=
B

配置计算单元分类

设置点
编 号

灭火器
编 号

单元实配灭火级别

Q=
Q=

单元名称
设置点数
设置点需配
灭火级别

Q e=
Q e=

A
B

Q e=
Qe =

A
B

Q e=
Q e=

A
B

Q e=
Q e=

A
B

Q e=
Q e=

A
B

Q e=
Q e=

A
B

Q e=
Q e=

A
B

Q e=
Q e=

A
B

Q e=
Q e=

A
B

A
B

灭 火 器
设置方式
□灭火器箱内
□挂钩、托架上
□地面上
□灭火器箱内
□挂钩、托架上
□地面上
□灭火器箱内
□挂钩、托架上
□地面上
□灭火器箱内
□挂钩、托架上
□地面上
□灭火器箱内
□挂钩、托架上
□地面上
□灭火器箱内
□挂钩、托架上
□地面上
□灭火器箱内
□挂钩、托架上
□地面上
□灭火器箱内
□挂钩、托架上
□地面上
□灭火器箱内
□挂钩、托架上
□地面上
□灭火器箱内
□挂钩、托架上
□地面上
单元实配灭火器数量

N=
Q e=
Q e=
灭 火 器
设 置 点
位置描述

A
B

备

注

附录 B 建筑灭火器配置缺陷项分类及验收报告
表 B 建筑灭火器配置缺陷项分类及验收报告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检查项目
灭火器的类型、规格、灭火级别
和配置数量应符合建筑灭火器
配置设计要求
灭火器的产品质量必须符合国
家有关产品标准的要求
在同一灭火器配置单元内，采用
不同类型灭火器时，其灭火剂应
能相容
灭火器的保护距离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
规范》GB 50140 的有关规定，
灭火器的设置应保证配置场所
的任一点都在灭火器设置点的
保护范围内
灭火器设置点附近应无障碍物，
取用灭火器方便，且不得影响人
员安全疏散
手提式灭火器宜设置在灭火器
箱内或挂钩、托架上，或干燥、
洁净的地面上
灭火器（箱）不应被遮挡、拴系
或上锁
灭火器箱的箱门开启应方便灵
活，其箱门开启后不得阻挡人员
安全疏散。开门型灭火器箱的箱
门开启角度应不小于 175 ，翻
盖型灭火器箱的翻盖开启角度
应不小于 100 ，不影响取用和
疏散的场合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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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5 倍的手提
式灭火器的载荷（不小于 45kg）
悬挂于挂钩、托架上，作用
5min，观察检查
挂钩、托架安装后，应保证可用
徒手的方式便捷地取用手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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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保证可任意地取用其
中一具

工程地址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缺陷项
严重（A）
4.2.1

检查记录

检查结论

严重（A）
4.2.2
严重（A）
4.2.3
严重（A）
4.2.4

重（B）
4.2.5/3.1.3
重（B）
4.2.5/3.2.1
重（B）
4.2.6/3.2.2
轻（C）
4.2.6/3.2.3

重（B）
4.2.7/3.2.4

重（B）
4.2.7/3.2.5

14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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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提式灭
火器不应掉落
嵌墙式灭火器箱及灭火器挂钩、
托架的安装高度，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
范》GB 50140 关于手提式灭火
器顶部离地面距离不大于 1.50
m，底部离地面距离不小于 0.08
m 的规定，其设置点与设计点的
垂直偏差不应大于 0.0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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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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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视线障碍的设置点安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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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灭火器箱的箱体正面和灭火
器设置点附近的墙面上，应设置
指示灭火器位置的标志，这些标
志宜选用发光标志
灭火器的摆放应稳固。灭火器的
铭牌应朝外，灭火器的器头宜向
上
灭火器的设置点应通风、干燥、
洁净，其环境温度不得超出灭火
器的使用温度范围。设置在室外
和特殊场所的灭火器应采取相
应的保护措施

轻（C）
4.2.7/3.2.6

轻（C）
4.2.8/3.2.7

轻（C）
4.2.9/3.3.1

轻（C）
4.2.9/3.3.2
重（B）
4.2.10/3.4.1
轻（C）
4.2.10/3.4.2

重（B）
4.2.11/3.1.4
重（B）
4.2.11/3.1.5
/3.4.3/3.4.4

综合
结论
监理单位签章：

施工单位签章：
验收
单位

日期：

日期：
建设单位签章：

设计单位签章：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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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建筑灭火器检查内容、要求及记录
表 C 建筑灭火器检查内容、要求及记录
检查内容和要求

检查记录

检查结论

1 灭火器是否放置在配置图表规定的设置点位置

配
置
检
查

2 灭火器的落地、托架、挂钩等设置方式是否符合配置
设计要求。手提式灭火器的挂钩、托架安装后是否能承
受一定的静载荷，并不出现松动、脱落、断裂和明显变
形
3 灭火器的铭牌是否朝外，并且器头宜向上。
4 灭火器的类型、规格、灭火级别和配置数量是否符合
配置设计要求
5 灭火器配置场所的使用性质，包括可燃物的种类和物
态等，是否发生变化
6 灭火器是否达到送修条件和维修期限
7 灭火器是否达到报废条件和报废期限
8 室外灭火器是否有防雨、防晒等保护措施
9 灭火器周围是否存在有障碍物、遮挡、拴系等影响取
用的现象
10 灭火器箱是否上锁，箱内是否干燥、清洁
11 特殊场所中灭火器的保护措施是否完好
12 灭火器的铭牌是否无残缺，并清晰明了

外
观
检
查

13 灭火器铭牌上关于灭火剂、驱动气体的种类、充装压
力、总质量、灭火级别、制造厂名和生产日期或维修日
期等标志及操作说明是否齐全
14 灭火器的铅封、销闩等保险装置是否未损坏或遗失
15 灭火器的筒体是否无明显的损伤（磕伤、划伤）、缺
陷、锈蚀（特别是筒底和焊缝）、泄漏
16 灭火器喷射软管是否完好，无明显龟裂，喷嘴不堵塞
17 灭火器的驱动气体压力是否在工作压力范围内（贮压
式灭火器查看压力指示器是否指示在绿区范围内，二氧
化碳灭火器和储气瓶式灭火器可用称重法检查）
18 灭火器的零部件是否齐全，并且无松动、脱落或损伤
19 灭火器是否未开启、喷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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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
2 本规范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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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检查规范
GB 50444-2008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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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制定本规范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建筑灭火器的安装配置质量和安全使用，及时有效地
扑灭建筑场所的初起火灾，尽量减少火灾危害，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
1.0.2 本条规定了本规范的适用范围和不适用范围。其适用范围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
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的适用范围是一致的。
本规范适用于建筑（包括所有生产、使用或储存可燃物的，新建、改建、扩建以及
现已投入使用的各类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中灭火器的安装设置、竣工验收、日常检查
及维护管理。本规范可供公安机关的消防监督员执行消防工程验收和防火检查等公务时
使用，也可供建筑物用户（使用单位）的消防安全员、保安员进行消防安全自查、自验
工作使用。
由于目前现有的各类灭火器均不能扑灭可燃物的爆炸性火灾，所以本规范并不适用
于生产或储存炸药、弹药、火工品、花炮的厂房或库房。
1.0.3 本规范属于专业性较强的技术性法规，其内容涉及范围较广，故在对建筑灭火器进
行安装设置、竣工验收、日常检查及维护管理时，除执行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的有关规范、标准的规定。
本规范的相关现行国家标准有《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等。

2 基本规定
2.1 质量管理
2.1.1 本条首先规定了建筑灭火器安装设置前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包括建筑灭火器配置设
计图、设计说明和材料表等。本条还规定了设计单位要向施工、建设、监理单位进行技
术交底，以便施工单位等正确理解设计文件和图纸，也有利于有关单位对施工过程进行
监督，从而保证施工质量。

2.1.2 为保证建筑灭火器安装设置的施工质量，本条规定施工单位要按照经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的工程设计文件和施工技术标准进行施工。本条还规定了修改设计需由设计单位出
具设计变更通知单，施工单位无权自行修改和变更设计要求。
2.1.3 本条规定在建筑灭火器安装设置前要对灭火器、灭火器箱及其附件进行进场质量检
查，这对保障灭火器的安装设置质量是非常必要的。进场质量检查不合格者，不得安装
使用。
2.2 材料、器材
2.2.1 为防止不合格的灭火器产品进入使用领域，本条规定在安装设置前建设单位和施工
单位要对建筑选配的灭火器进行进场检查，认真把关。目前我国消防产品的市场准入规
则实行强制性产品认证（CCC 认证）、型式认可和强制检验三种制度，所以，对于强制
性产品认证的消防产品，要求提供产品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对于型式认可的消防产
品，要求提供产品的型式认可证书。对于强制检验的消防产品，要求提供产品检测周期
内的型式检验报告。同时，还要具体检查相应的灭火器产品是否标记有认证标志、型式
认可标志、或型式检验报告编号。
手提式灭火器和推车式灭火器的产品质量应当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手提式灭火
器 第 1 部分：性能和结构要求》GB 4351.1、《手提式灭火器 第 2 部分：手提式二氧化
碳灭火器钢质无缝瓶体的要求》GB 4351.2 和《推车式灭火器》GB 8109 的规定。
本条属于强制性条文，应当严格执行。
2.2.2 本条规定在安装设置前要对灭火器箱进行进场检查。灭火器箱的产品质量应当符合
行业标准《灭火器箱》GA139-1996 的规定。
目前，灭火器箱遵循的市场准入规则是强制检验制度。在进场检查时，要检查产品
是否具有国家检验中心出据的型式检验报告和产品出厂合格证。同时，也要对产品的外
观质量和使用功能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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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本条规定在现场要检查安装设置灭火器的挂钩、托架是否符合建筑灭火器配置的设
计要求，并规定建筑选配的挂钩、托架均要具有出厂合格证。
2.2.4 本条对灭火器、灭火器箱及墙面上指示灭火器设置位置所使用的发光标志，提出了
质量保证要求，规定在进场前要检查发光标志的出厂合格证和型式检验报告。本条还规
定要检查发光标志的外观，要求无明显缺陷和损伤。

3 安装设置
3.1 一般规定
3.1.1 本条规定了灭火器安装设置所包括的对象和内容，即灭火器的设置，灭火器箱的设
置或安装，、手提式灭火器挂钩、托架的安装，以及发光指示标志的安装。
3.1.2 本条规定了建筑灭火器的安装设置要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
范》GB 50140 和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图来确定在哪些位置，设置何种灭火器。
同时，本条要求灭火器的安装设置单位需根据设计单位提供的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
图和安装说明来确定灭火器的安装设置方式，进行灭火器、灭火器箱或手提式灭火器挂
钩、托架的安装设置。
本条还规定安装设置单位要依据本规范附录 A 的规定编制建筑灭火器配置定位编码
表。
3.1.3 本条之所以提出灭火器在安装设置后应便于取用，且不得影响安全疏散的要求，是
考虑到这些要求很重要，涉及到能否真正充分发挥灭火器及时有效地扑灭建筑场所初起
火灾的作用，并保证人员疏散时的安全。这些要求能否完全做到，除了正确配置设计之
外，还与在实际安装设置中的具体情况有关，即是否按照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图和安装
说明进行安装设置，安装设置的质量是否达到要求，因此需要做出规定。
本条属于强制性条文，应当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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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灭火器的安装设置要求铭牌朝外，器头向上，便于人员识别和紧急情况下使用。同
时，本条对灭火器的本身安全也提出了稳固设置的要求。
3.1.5 本条要求灭火器设置点的环境温度要与灭火器的使用温度范围相适应，是为了防止
在超出使用温度范围上限时，灭火器驱动气体压力过高而可能导致灭火器爆裂，也防止
在低于使用温度范围下限时，灭火器驱动气体压力偏低，影响灭火器的灭火效果。
本条属于强制性条文，应当严格执行。
3.2 手提式灭火器的安装设置
3.2.1 手提式灭火器通常要设置在灭火器箱内或挂钩、托架上，这不仅对于手提式灭火器
本身的保护具有一定的益处，可以防止灭火器被水浸渍，受潮，生锈，而且灭火器也不
易被随意挪动或碰翻。放置在灭火器箱内的灭火器，还可以防止日晒、雨淋等环境条件
对灭火器的不利影响。
对于地面铺设大理石、地板或地毯、环境干燥、洁净的建筑场所，可以将手提式灭
火器直接放置在地面上。例如：洁净厂房、电子计算机房、通信机房和宾馆等灭火器配
置场所。
3.2.2 本条规定灭火器箱在安装设置后，不允许灭火器箱被遮挡、拴系或上锁等影响取用
灭火器的情况发生。
本条属于强制性条文，应当严格执行。
3.2.3 本条规定灭火器箱门的开启要方便，灵活，且箱门开启后不得阻挡人员的安全疏散。
灭火器箱在安装设置后也要求达到行业标准《灭火器箱》GA 139-1996 规定的要求。开
门式灭火器箱的箱门开启角度不应小于 175

，此时箱门几乎可以达到与箱体在一个平

面上，从而保证了既便于取用灭火器，又不造成箱门开启后阻挡人员安全疏散。翻盖式
灭火器箱的翻盖开启角度不应小于 100

，此时翻盖可倾斜至箱体后侧，同时前部上挡

板自动落下，从而保证了在取用灭火器时，不需要扶住翻盖，也不需将灭火器抬得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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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便捷拿出。
当然，在开阔、宽敞的空间，不影响取用灭火器和人员疏散的场所，可不必作此要
求。
3.2.4 手提式灭火器的挂钩和托架等安装配件，需要长年累月地固定、支撑灭火器，因此
要求挂钩、托架安装后应能承受一定的静载荷。检查时，可将 5 倍的手提式灭火器的载
荷（不小于 45kg）悬挂于挂钩、托架上，作用 5min，观察其是否出现松动、脱落、断裂
和明显变形等现象。如其不够牢固，灭火器跌落，有可能造成灭火器损坏或人身伤害。
3.2.5 本条是针对安装设置后的手提式灭火器的挂钩、托架，要求其能够保证：用徒手的
方式，即不借助任何工具，就能方便、快速地取用设置在其中的灭火器。这项规定，可
以防止有些挂钩、托架，因过分强调牢固而造成结构过度烦琐、复杂，甚至出现不能徒
手取用的情况。
当两具或两具以上手提式灭火器，通过挂钩、托架相邻设置时，要求保证在取用其
中的任一具灭火器时，都不会受到相邻设置的另一具或几具灭火器的影响。
3.2.6 对于设有夹持带的挂钩、托架，主要是靠夹持带来保持灭火器不会发生倾倒或跌落。
为了保证关键时刻能顺利打开夹持带，本条规定应从正面就能看清、了解夹持带的打开
方式，并要求当夹持带打开时，不能发生因灭火器跌落造成灭火器损坏或伤人事故。
3.2.7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的要求，手提式灭火器
顶部离地面高度不应大于 1.50m，底部离地面高度不宜小于 0.08m。因此，嵌墙式灭火器
箱、挂钩、托架的安装高度应当保证设置在灭火器箱内或挂钩、托架上的手提式灭火器
都能符合这些要求。
应当注意的是，这里并不是直接规定嵌墙式灭火器箱、挂钩、托架本身的安装高度，
而是规定灭火器的实际安装高度，两者并不完全等同。例如，嵌墙式灭火器箱的顶部高
度可超过 1.50m，只要其中设置的灭火器顶部不超过 1.50m，就是符合规范要求的。又如，
挂钩本身高度虽然没有超过 1.50m，但设置在其上的灭火器顶部高度超过了 1.50m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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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就不符合规范要求了。
3.3 推车式灭火器的设置
3.3.1 推车式灭火器的总质量较大，并且是通过移动机构来拉动或推动的。当其设置在斜
坡上时容易发生自行滑动。另外，当其设置在台阶上时，不便于移动和操作。因此，本
条规定推车式灭火器要设置在平坦场地，不能设置在台阶上。
本条还规定，推车式灭火器的设置方式应当保证：在没有外力作用下，灭火器不得
自行滑动，避免其可能突然滑动或翻倒，造成灭火器损坏或伤人事故。
3.3.2 本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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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推车式灭火器不能采用绳索、铁丝或锁链等进行捆扎、固定，
可用木块等卡住轮子，防止自行滑动。当使用时，能方便地拆除、撤去这些固定措施，
不影响推车式灭火器的正常操作和行驶。
3.4 其他
3.4.1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规定，在有视线障碍的灭火
器设置点，应设置指示其位置的发光标志。在安装设置灭火器时，同样也应当将其作为
安装设置的一项内容加以要求。故相应提出在有视线障碍的场所安装设置灭火器时，需
要在醒目处的墙面上设置发光指示标志。
现行国家标准《消防安全标志》GB 13495 中的灭火器标志，其图形说明中规定：该
标志指示灭火器的存放地点，除非灭火器立即可见，否则该标志应与箭头一起使用。
3.4.2 本条规定：在灭火器箱的箱体正面和灭火器设置点附近的墙面上应设置指示灭火器
位置的标志，这些标志宜选用发光标志。
在手提式灭火器筒体上粘贴发光标志，已在现行国家标准《手提式灭火器 第 1 部分：
性能和结构要求》GB4351.1 中做出了规定，但当其放入灭火器箱中，该发光标志就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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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了。为了继续发挥这一作用，推荐在灭火器箱的箱体正面也粘贴发光标志，以延续或
代替放在箱内的手提式灭火器发光标志的作用，使人们在黑暗中也能及时发现灭火器设
置点的位置，从而可迅速地取到灭火器，及时扑救初起火灾。
3.4.3 设置在室外的灭火器，如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在某些情况和条件下，不可避免地会
使灭火器受到风吹、雨淋、日晒、低温等因素的影响。为了保证灭火器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要求对灭火器采取遮阳防晒、挡雨防湿、保温防寒等相应的保护措施。
3.4.4 当灭火器需要设置在潮湿或腐蚀性的场所时，则要求对这些灭火器采取防湿和防腐
蚀的措施。例如，给灭火器套上专用的防护外罩，或选用不锈钢筒体灭火器等。

4 配置验收
4.1 一般规定
4.1.1 本条规定了在建筑灭火器安装设置工程竣工之后，需要进行建筑灭火器配置的工程
验收，验收不合格者不得投入使用。
本条属于强制性条文，应当严格执行。
4.1.2 本条是对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的基本要求。建设单位应当组织设计单位、安装设置
单位和监理单位，按照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文件进行验收，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建筑灭火
器的有效使用和安全操作。建设单位组织验收合格之后，可按照有关规定向建筑工程管
辖区公安消防监督机构申报验收。
4.1.3 本条规定了在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前，安装设置单位需要提交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
工程竣工图和建筑灭火器配置定位编码表等主要技术文件。
4.1.4 本条为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报告给出了标准表格。以往，对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比
较随意，不利于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工作的规范化。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报告的具体格
式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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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配置验收
4.2.1 实际配置灭火器的类型、规格、灭火级别和数量都要符合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要求，
应当以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图、配置设计说明和建筑设计防火审核意见书为依据。关于
检查数量的确定，分两种情况：① 对火灾危险性大，人员流动量大，公众聚集的重要建
筑场所，例如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甲乙类火灾危险性场所、文物保护单位等，为了
防止群死群伤的事故发生，应当全数检查。② 对于其他场所，则以灭火器配置单元为检
查单位，数量多时抽检，数量少时全检。
本条属于强制性条文，应当严格执行。
4.2.2 考虑到有关灭火器产品质量配置验收的可操作性，本条规定分两种情况进行：① 对
灭火器的外观质量，采取抽样检查的方式。②对灭火器的内在质量方面的合格性文件，
采取全数检查的方式。
本条属于强制性条文，应当严格执行。
4.2.3 本条规定在同一配置单元内采用不同类型灭火器时，其灭火剂之间应当互相能够相
容。并规定采用抽样检查的方式，对照经审核批准的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图和灭火器铭
牌，现场核实。
本条属于强制性条文，应当严格执行。
4.2.4 灭火器的保护距离应当保持在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的规定范围内。在实际情况中，由于灭火器经常被随意挪动，故其保护距离常常满足不
了配置设计规范的规定。这一情况很常见，应在配置验收工作中给予重视。本条规定该
项验收以灭火器配置单元为检查单位，抽样比例为 20%。
本条属于强制性条文，应当严格执行。
4.2.5 本条规定在灭火器设置点的附近应当没有障碍物，不能影响灭火器的取用，也不能
使疏散通道局部变窄以至影响人员安全疏散。本条规定全数观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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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有关灭火器箱的验收内容及要求详见本规范第 3 章第 2 节的有关要求。本条规定采
用抽样检查的方式，抽样比例为 20%。
4.2.7 有关灭火器的挂钩、托架的验收内容及要求详见本规范第 3 章第 2 节的有关要求。
本条规定采用抽样检查的方式，抽样比例为 5%。
4.2.8 灭火器的设置高度应当保持在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的规定范围内。允许设置高度存在安装误差，本条了给出了垂直偏差值。本条规定采用
抽样检查的方式，抽样比例为 20%。
4.2.9 有关推车式灭火器的验收内容及要求详见本规范第 3 章第 3 节的有关要求。本条规
定全数观察检查。
4.2.10 有关灭火器的位置标识的验收内容及要求详见本规范第 3 章第 4 节的有关要求。
本条规定全数观察检查。
4.2.11 本条规定灭火器的摆放应稳固，并对灭火器设置的环境提出了具体要求。对室内
灭火器安装设置环境，要求通风，干燥，洁净。对室外灭火器安装设置环境，要求防止
日光曝晒和风吹雨淋。本条规定全数观察检查。
4.3 配置验收判定规则
4.3.1 由于建筑灭火器的安装设置是独立性的施工过程，与消火栓系统安装工程、自动喷
水灭火系统安装工程等在地位上是平等的，所以也是分部工程。建筑灭火器配置的验收
应以一幢建筑物内的灭火器安装设置工程为一个分部工程进行评定。局部申报验收时，
申报范围内的灭火器安装设置工程亦可作为一个分部工程对待。
4.3.2 本条给出了建筑灭火器配置工程验收合格与否的判定基准，系根据缺陷项的分类
（严重缺陷项 A、重缺陷项 B、轻缺陷项 C）和数量进行综合判定。
建筑灭火器的安装设置工程量比灭火系统少一些，建筑灭火器配置的竣工验收内容
及缺陷项也比灭火系统少得多，应当是一个相对简化的验收过程。因此，本条规定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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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合格判定的总原则是：
严重缺陷项（A）：应当为零，A=0。
重缺陷项（B）：只允许出现 1 项，B≤1。
轻缺陷项（C）：当严重缺陷项（A）和重缺陷项（B）的数量均为零时，轻缺陷项（C）
的数量不得大于 4；当严重缺陷项（A）的数量为零时，若有 1 个重缺陷项（B），则轻缺
陷项（C）的数量不得大于 3。
综上所述，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合格判定的具体执行条件是 A=0，B=0，C≤4；A=0，
B=1，C≤3。否则为不合格。
为便于执行本条规定，本规范附录 B 给出了各种缺陷项的分类方式和具体内容。

5 检查与维护
5.1 一般规定
5.1.1 本条规定建筑灭火器的检查与维护应当由相关技术人员负责。因为这是一项重要的
需要落实到人的技术工作。
5.1.2 为了保障在建筑灭火器配置场所内持续保有一定的扑救初起火灾的安全防护能力，
即在每个灭火器配置单元中，不能因为灭火器的送出维修而影响灭火器的整体灭火能力，
本条规定每次送去维修的灭火器数量不得超过该单元配置灭火器总数量的 1/4。超出时，
应当选择类型规格和操作方法均相同的备用灭火器来替代，替代灭火器的灭火级别不能
小于原配置灭火器的灭火级别。
5.1.3 本条要求维修好的灭火器应当按原配置位置设置，不能随意变动原设置点的位置。
这是因为在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的过程中，已经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
计规范》GB 50140 关于灭火器保护距离和灭火器定位的具体规定，确定了灭火器设置点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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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灭火器的维修和报废是专业性很强的技术工作，而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不是任何
单位或个人都能安全操作的。本条规定应当由灭火器生产企业或灭火器专业维修单位承
担灭火器的维修和报废工作。

5.2 检查
5.2.1 本条规定了普通建筑场所每月至少要对灭火器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包括配置检查
和外观检查。本规范附录 C 全面、详细地规定了灭火器月检应当检查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5.2.2 本条规定实际上是 5.2.1 的例外情况，属于加严检查，要求每半个月进行一次检查。
本条第 1 款所列的诸如候车（机、船）室和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等人员流动量大、公
众聚集场所，若发生火灾，容易造成群死群伤恶性事故。第 2 款所列的诸如堆场、罐区、
石油化工装置区、加油站、锅炉房、地下室等场所，若发生火灾，容易造成人员、财产
的严重损失，这是因为甲乙类物品火灾危险性大，地下建筑灭火救援困难，要求灭火器
更要保持随时能够安全使用的正常状态。
因此，本条规定应当采取提高检查频率的措施来实现此目的，要求每半个月按附录
C 规定的内容和要求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附录 C 中第 11 项规定的： 特殊场所

是指潮湿、腐蚀、高温、低温场所。

5.2.3 本条是对灭火器日常巡检的具体规定。对于灭火器位置变动、缺少零部件以及配置
场所使用性质发生变化等一些容易发现的问题，要求及时纠正。
5.2.4 本条规定灭火器的月检、半月检和日常巡检都应当保存检查记录。
5.3 送修
5.3.1 本条规定了灭火器需要送修的具体条件，包括在检查中发现灭火器存在机械损伤、
明显锈蚀、灭火剂泄露、被开启使用过或符合其他维修条件的灭火器，都需要送到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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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生产企业或灭火器专业维修单位，及时地进行维修。
5.3.2 本条对灭火器的维修期限做出了详细规定。只要达到或超过维修期限，即使灭火器
未曾使用过，也应送修。本条还规定了首次维修之后的灭火器维修期限间隔。
本条属于强制性条文，应当严格执行。
本规范规定了灭火器的送修，至于灭火器如何维修，由行业标准《灭火器维修与报
废规程》GA95－2007 进行规定。
5.4 报废
5.4.1 本条规定了应当报废的 5 种灭火器类型。这些类型的灭火器，均系技术落后，产品
过时。酸碱型灭火器、化学泡沫灭火器的灭火剂对灭火器筒体腐蚀性强，使用时要倒置，
容易产生爆炸危险。氯溴甲烷灭火器、四氯化碳灭火器的灭火剂毒性大，已经淘汰。这
些灭火器类型列入了国家颁布的淘汰目录，产品标准也已经废止。在灭火器月检、半月
检、日常巡检时，若发现这些类型的灭火器，应当予以报废。
本条属于强制性条文，应当严格执行。
5.4.2 本条规定了灭火器应当予以报废的 8 种情况。存在上述 8 种情况之一的灭火器，使
用时有可能对人员产生伤害。因此，若发现这些灭火器，应当予以报废。
本条属于强制性条文，应当严格执行。
至于在灭火器维修过程中发现的质量问题，诸如水压试验强度不合格、筒体和器头
的螺纹受损、灭火器筒体内部防腐层损坏等，而应当予以报废的灭火器，则由行业标准
《灭火器维修与报废规程》GA95－2007 具体规定。
5.4.3 本条确定了灭火器的报废期限。任何一种灭火器的使用寿命都是有限的，使用超过
报废期限的灭火器，不仅会影响灭火效果，而且有可能对使用人员造成伤害。因此，只
要达到或超过报废期限，即使灭火器未曾使用过，均应当予以报废。本条规定与维修期
限的原则相呼应，水基型灭火器的报废期限较短，干粉、洁净气体灭火器的报废期限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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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二氧化碳灭火器的报废期限最长。
本条属于强制性条文，应当严格执行。
灭火器应用广泛，是扑救各类工业与民用建筑初起火灾的常规灭火装备。由于灭火
器筒体内部充有驱动气体，因此，使用时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坚持灭火器的定期维修和
到期报废，就是为了保障灭火器安全使用，能够及时有效地扑灭初起火灾，尽量地减少
火灾危害，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
焊接结构、承受低压的灭火器，水压试验的次数太多，对其结构、金相及焊缝等影
响较大，因此其水压试验周期、维修期限宜短一些，水压试验次数应少一些，总次数不
超过 3 次，其报废期限则也应当短一些。无缝钢管结构、承受高压的灭火器筒体，其水
压试验的总次数不超过 4 次，其报废期限则也应当长一些。
水基型灭火器的灭火剂对灭火器筒体的腐蚀较为明显，其水压试验周期、维修期限
较短，出厂期满 3 年应当进行首次维修，以后每隔 1 年进行一次维修，但总共不超过 3
次。即：3+1+1=5，5 年后的下一年报废，就确定了水基型灭火器报废期限为 6 年。
干粉灭火器和洁净气体灭火器出厂期满 5 年应当进行首次维修，以后每隔 2 年进行
一次维修，但总共不超过 3 次。即：5+2+2=9，9 年后的下一年报废，就确定了干粉灭火
器和洁净气体灭火器报废期限为 10 年。
二氧化碳灭火器出厂期满 5 年应当进行首次维修，以后每隔 2 年进行一次维修，但
总共不超过 4 次。即：5+2+2+2=11，11 年后的下一年报废，就确定了二氧化碳灭火器报
废期限为 12 年。
5.4.4 为保证灭火器的报废不影响灭火器配置场所的总体灭火能力，本条特做此规定。灭
火器报废后，应当按照等效替代的原则进行更换。等效替代的含义主要包括：新配灭火
器的灭火种类、温度适用范围等应与原配灭火器一致，其灭火级别和配置数量均不得低
于原配灭火器。
本条属于强制性条文，应当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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