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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刁

    本标准的第3,4,5和6章内容为强制性，其余为推荐性。

    本标准参考了EN 54-5: 2000《火灾探测报警系统 第 5部分：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和

ISO 7240-5:2003((火灾探测报警系统 第5部分：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本标准代替GB 4716-1993《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与GB 4716-1993相比

主要变化如下：

    — 修改了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分类方法，各类感温火灾探测器响应时间及其测量方法相应改变；

    — 对采用软件控制的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提出控制软件要求；

    — 增加了高温（耐久）试验、恒定湿热（耐久）试验、振动（正弦）（耐久）试验、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

        扰抗扰度试验和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取消了绝缘电阻试验和耐压试验；

    — 增加了检验规则。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同时代替GB 4716-19930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公安部沈阳消防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西安盛赛尔电子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窦保东、张德成、王艳娥、王学来、康卫东、廉钮、张雄飞。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 4716一1993；

    —     GB 4716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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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的一般要求、要求与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

    本标准适用于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中安装使用的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其他环境中安装的、具有

特殊性能的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除特殊要求应由有关标准另行规定外，亦应执行本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9969. 1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 12978 消防电子产品检验规则

    GB 16838 消防电子产品环境试验方法及严酷等级

    GB/T 17626. 2-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idt IEC 61000-4-2;

1995)

    GB/T 17626. 3-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idt IEC

61000-4-3：1995)

    GB/T 17626. 4-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idt IEC

61000-4-4：1995)

    GB/T 17626. 5-1999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idt IEC 61000-4-5;

1995)

    GB/T 17626. 6-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idt IEC

61000-4-6：1996)

3 一般要求

3.1 总则

    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以下简称探测器）若要符合本标准，应首先满足本章要求，然后按第4章规定

进行试验，并满足试验要求。

3.2 分类

    探测器应符合表1中划分的Al,A2,B,C,D,E,F和G中的一类或多类。

    可通过在上述类别符号的后面附加字母S或R的形式（如AIS,BR等）标示 S型或R型探测器。

对于S型或R型的各类探测器，除进行4.2-4.22规定的试验外，还应分别进行4.23或4. 24规定的试

验并满足试验要求。

    注is s型探测器即使对较高升温速率在达到最小动作温度前也不能发出火灾报替信号。

    注2; R型探测器具有差温特性，对于高升温速率，即使从低于典型应用温度以下开始升温也能满足响应时间要求。

    注3：对于可现场设置类别的探测器，在其产品标志中用P表示类别，并应标出所有可设置的类别，其当前设置类别

          应能清晰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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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探测器分类

士布一
3.3 感温元件的位置

    探测器的感温元件（辅助功能的元件除外）与探测器安装表面的距离不应小于15 mm,

3.4 报普确认灯

    A1,A2,B,C和D类探测器应具有红色报警确认灯。当被监视区域温度参数符合报警条件时，探

测器报警确认灯应点亮，并保持至报警状态被复位。通过报警确认灯显示探测器其他工作状态时，被显

示状态应与火灾报警状态有明显区别。可拆卸探测器的报警确认灯可安装在探头或其底座上。确认灯

点亮时在其正前方6m处，光照度不超过5001x的环境条件下，应清晰可见。

    E,F和G类探测器应有红色报警确认灯或有现场分体的探测器火灾报警状态其他指示方式。

3.5 辅助设备连接

    探测器连接其他辅助设备（例如远程确认灯，控制继电器等）时，与辅助设备之间的连接线断路和短

路不应影响探测器的正常工作。

3.6 可拆卸探测器监视

    可拆卸探测器在探头与底座分离时，应为电源和监视设备发出故障信号提供识别手段。

3.7 出厂设置改变

    除非使用特殊手段（如专用工具或密码）或破坏封条，否则探测器的出厂设置不应被改变。

3.8 现场设置

    探测器的响应性能如可在探测器或在与其相连的电源和监视设备上进行现场设置，则应满足以下

要求：

    a） 当制造商声明所有设置均满足本标准的要求时，探测器在任意设置的条件下均应满足木标准

        的要求，且只能通过专用工具、密码或探头与底座分离等手段改变现场设置。

    b) 当制造商声明某一设置不满足本标准的要求时，该设置应只能通过专用工具、密码手段实现，

        且应在探测器上或有关文件中明确标明该项设置不能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3,9 控制软件要求

3.9.1 总则

    对于依靠软件控制而符合本标准要求的探测器，应满足3.9.2,3.9.3和3.9.4要求。
3.9.2 软件文件

3.9.2. 1 制造商应提交软件设计文件，文件应有充分的内容证明软件设计符合标准要求并应至少包括

以下内容 ：

    a) 主程序的功能描述（如流程图或结构图），包括：

        1) 各模块及其功能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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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各模块相互作用的方式；

          3) 程序的全部层次；

          4) 软件与探测器硬件相互作用的方式；

          5) 模块调用的方式，包括中断过程。

      b) 存储器地址分配情况。

      c） 软件及其版本唯一识别标识。

3.9.2.2 若检验需要，制造商应能提供至少包含以下内容的详细设计文件：

    a） 系统总体配置概况，包括所有软件和硬件部分。

    b) 程序中每个模块的描述，包括：

        1) 模块名称；

          2） 执行任务的描述；

          3) 接口的描述，包括数据传输方式、有效数据的范围和验证。

    。） 全部源代码清单，包括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常量和注释、充分的程序流程的说明。

    d)设计和执行过程中使用的应用软件。

3.9.3 软件设计

    为确保探测器的可靠性，软件设计应满足下述要求：

    a) 软件应为模块化结构；

    b) 手动和自动产生数据的接口设计应禁止无效数据导致程序运行错误；

    c） 软件设计应避免产生程序锁死。

3.9.4 程序和数据的存贮

    满足本标准要求的程序和出厂设置等预置数据应存贮在不易丢失信息的存储器中。改变上述存储

器内容应通过特殊工具或密码实现，并且不应在探测器正常运行时进行。

    现场设置的数据应被存贮在探测器无外部供电情况下，信息至少能保存14 d的存储器中，除非有

措施保证在探测器电源恢复后 1h内对该数据进行恢复。

3. 10 使用说明书

    探测器应有相应的中文说明书。说明书应满足GB 9969. 1的要求。

4 要求与试验方法

4. 1 总则

4.1.1 试验大气条件

    如在有关条文中没有说明，则各项试验均在下述大气条件下进行：

    — 温度：15℃一350C；

    — 湿度：25%RH-75%RH；

    — 大气压力：86 kPa-106 kPaa

4. 1.2 试验正常监视状态

    如试验时要求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应将试样与制造商提供的电源和监视设备连接。

4. 1.3 试样安装

    试验时，应按制造商规定的正常安装方式安装。如说明书给出多种安装方式，试验中应采用对试样

工作最不利的安装方式。

4.1.4 容差

    如在有关条文中没有说明，则各项试验数据的容差均为士5%。环境条件参数偏差应符合

GB 16838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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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响应时间Mf

4.1.5.1 测量试样响应时间前，应按4.1.3规定将试样安装在符合附录A规定的标准温箱（以下简称

温箱）中，并按4.1.2规定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如无特殊要求，应在试样的最大响应时间方位上

进行响应时间的测量。

4.1.5.2 调节温箱内气流温度至规定的初始温度，如在有关条文中没有特殊指明，温箱的初始温度为

表1规定的相应类别探测器的典型应用温度，按制造商规定的稳定时间进行稳定（如未规定，稳定

10 min)。然后以规定的升温速率升温至试样动作，记录试样的响应时间（从开始升温到试样动作的时

间间隔）。试验过程中，保持温箱中的气流速度为0. 8 m/s士0. 1 m/s(25℃时测得），温度误差为士20C a

4.1.6 试样

    试样数量应符合下述要求：

    a) 可复位探测器为15只；

    b) 不可复位探测器为62只；

    c) 不可复位S型探测器为63只；

    d) 不可复位R型探测器为68只。

4.1.7 试验前检查

4.1.7.1 试验前对试样进行外观检查，应符合下述要求：

    a) 表面无腐蚀、涂覆层脱落和起泡现象，无明显划伤、裂痕、毛刺等机械损伤；

    b) 紧固部位无松动。

4. 1.7.2 试验前应按第3章要求对试样进行检查，符合要求后方可进行试验。

4. 1.8 试验程序

4. 1.8. 1 试验前对试样予以编号。

4. 1.8.2 可复位探测器试验程序见表2。对于可以现场调整类别的探测器，按下述方式进行试验：

    a)  4.3,4.4,4.5,4.6,4.8,4.23和4.24项试验应分别设置在每种类别上进行；

    b)  4. 10项试验应设置在最高温度类别上进行；

    C) 其他试验应设置在任一类别进行。

4. 1.8.3 不可复位探测器试验程序见表3,

                                  表2 可复位探测器试验程序

井NR1 A -},Lf{- JR i */(0C/min)0.2    1      3 5     10           20     3011,21,2    1,2 1,2  1,2          1,2    1,21                    11                    11,2                   1,23̂14                3̂143                    34                    45            _---5 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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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续）

台二
                                  表3 不可复位探测器试验程序

                                                                                  探测器编号
                      试 验 程 序 —

                                                            升温 速 率／/CC/min)
— — — — — — — — — 其他
  序号 条款 试验项目 簇0.2    1      3      5     10     20     30 ＿

    1     4.2 方位试验 1-8

    2     4.3 动作温度试验 9,10

    3     4.4 响应时间试验 11,12  13,14  15,16 17,18  19,20  21,22

    4     4.5   25℃起始响应时间试验 23                   24

    5     4.6 高温响应试验 25                   26

    6     4. 7 电源参数波动试验 27,28                29,30

    7     4.8 环境试验前响应时间试验 31,32                33,34

    8     4.9 低温（运行）试验 35                   36

    9     4. 10 高温（耐久）试验 37                   38

    10    4. 11 交变湿热（运行）试验 39                   40 三

    11    4. 12 恒定湿热（耐久）试验 41                   42

    12    4. 13  SO：腐蚀（耐久）试验 43                   44

    13    4. 14 冲击（运行）试验 45                   46

    14    4. 15 碰撞（运行）试验 47                   48

    15    4. 16 振动（正弦）（运行）试验 49                   50

    16    4. 17 振动（正弦）（耐久）试验 5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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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续）

亨二一
4.2 方位试验

4.2.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周围气流方向对其性能的影响。

4.2.2 方法

4.2.2.1按4.1.5规定，以10'C /min的升温速率测量试样的响应时间。试验共进行8次，每试验

1次，试样应按同一方向绕其垂直轴线旋转450。记录试样8个方位上的响应时间。

4.2.2.2 记录试样的最大和最小响应时间方位。

4.2.3 要求

    Al类试样8个方位上的响应时间应在1 min 0 s和4 min 20 s之间。

    A2,B,C,D,E,F和G类试样8个方位上的响应时间应在2min0s和5 min 30 s之间。

4.3 动作温度试验

4.3.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低升温速率条件下，对温度正确响应的能力。

4.3.2 方法

    试验用两只试样，一只在最大响应时间方位、另一只在最小响应时间方位上进行。按4.1.5规定，

以10C/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表1规定的相应类别探测器的最高应用温度。然后，以不大于0. 2̀C/

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试样动作，记录试样的动作温度。

4.3.3 要求

    试样动作温度应在表1规定的动作温度上、下限值之间。

4.4 响应时间试验

4.4.1 目的

    检验探测器稳定在典型应用温度环境下时，对一定升温速率范围的响应能力。

4.4.2 方法

    试验用两只试样，一只在最大响应时间方位、另一只在最小响应时间方位上进行。按照4.1.5规

定，分别以1 C/min,30C/min,5 C/min,100C/min,201C /min和30C /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试样动作，

记录试样在各升温速率下的响应时间。

4.4.3 要求

    试样在各升温速率下的响应时间应符合表4规定。

4.5  25℃起始响应时间试验

4.5.1 目的

    检验典型应用温度高于25℃的各类探测器在温度正常上升时不发生非正常快速响应的性能（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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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A2类探测器不进行此项试验）。

4.5.2 方法

    试验用试样应在最小响应时间方位上进行。温箱中气流的初始温度为25C，按4.1.5规定，分别

以3C /min和20'C /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试样动作。记录试样在各升温速率下的响应时间。
4.5.3 要求

    试样以30C/min和200C /min的升温速率升温测量的响应时间应分别大于7min13s和1 min 0 s,

                                      表4 探测器响应时间

日资 A2,B,C,D,E,F,G 3WM*On. IVL al 1,07TRRA   on- a RtIA   RImin        s          min           s29         00         46           007          13         16           004          09         10           002          00         5            301     I    00         3            1340    I    2     I      25
4.6 高温响应试验

4.6.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高温条件下工作的适应性。

4.6.2 方法

    以不大于10C/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表 1规定的相应类别试样的最高应用温度，稳定2h。然后

按4.1.5条，分别以3 C /min和200C /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试样动作。记录试样在各升温速率下的

响应时间。

4.6.3 要求

    a) 稳定前和稳定期间，试样不应发出火灾报警或故障信号；

    b) 试样的响应时间应符合表5规定。

                                    表5 探测器高温响应时间

牛一fAFRRI解目
4.7 电源参数波动试验

4.7.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电源参数波动条件下工作的适应性。

4.7.2 方法

4.7.2.1 按制造商规定的供电参数上、下限值（如未规定，则上、下限参数分别为额定参数 110％和

85 Y）给试样供电，按4.1.5规定，分别以30C/min和200C/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试样动作，记录试样

在各升温速率下的响应时间。

4.7.2.2 如试样采用脉动电压供电，将试样通过长度为1 000 m、截面积为1. 0 mm“的铜质双绞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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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按照制造商提供的条件）与电源和监视设备连接，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分别将电源和监视设备

的输人电压调至187 V(50 Hz）和242 V(50 Hz)，按4.1.5规定，分别以30C/min和200C /min的升温

速率升温至试样动作，记录试样在各升温速率下的响应时间。

4.7.3 要求

    试样的响应时间应符合表4规定。

4.8 环境试验前响应时间试验

4.8.1 目的

    检验探测器环境试验前响应时间，以比较环境试验前、后响应时间的变化。

4.8.2 方法

    按4.1.5规定，分别以3'C/min和20C /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试样动作，记录试样在各升温速率

下的响应时间。

4.8.3 要求

    试样的响应时间应符合表4规定。

4.9 低温（运行）试验

4.9.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低温条件下工作的适应性。

4.9.2 方法

4.9.2. 1 将试样放入试验箱内，按4.1.2规定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在正常大气条件下保持1 h,

然后以不大于1 C /min的降温速率将温度降到一10℃士3C，在此条件下稳定 16 h，观察并记录试样

状态。

4.9.2.2 关断电源和监视设备，以不大于1 0C /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环境温度，取出试样，在正常大

气条件下恢复 1h以上。然后按 4.1.5规定，分别以3C /min和20C/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试样动

作，记录试样在各升温速率下的响应时间。

4.9.3 要求

    a） 降温及温度保持期间，试样不应发出火灾报警或故障信号；

    b) 可复位探测器试样对3C /m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不应小于7min13s，且与环境试验前响

        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超过2 min 40 s；对200C /m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A1类探测器不应小

        于30 s，除Al类外其他类探测器不应小于1 min 0 s，且与环境试验前响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

        超过30 s;
    c） 不可复位探测器试样的响应时间应符合表4规定。

4.9.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 16838的相关规定。

4. 10 高温（耐久）试验

4.10.1 目的

    检验探测器耐受高温的能力（Al,A2和B类探测器不进行此项试验）。

4.10.2 方法

4.10.2.1 将试样放人表6所示温度的试验箱内持续21d。高温环境期间试样不通电。

4.10.2.2 将试样由试验箱中取出，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恢复lh以上，按4. 1.2规定连接，并接通电源，

观察并记录试样状态。若试样能处于正常监视状态，按4. 1. 5规定，分别以3 C /min和20C /min的升

温速率升温至试样动作。记录试样在各升温速率下的响应时间。

4.10.3 要求

    a) 高温环境后，接通电源和监视设备，试样不应发出故障信号；

    b） 可复位探测器试样对30C /m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不应小于7min13s，且与环境试验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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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超过2 min 40 s；对20C /m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不应小于1 min 0 s,

        且与环境试验前响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超过30 s;

    c） 不可复位探测器试样的响应时间应符合表4规定。

                                    表6 离温（耐久）试验条件

一于千贡习
4. 10.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 16838的相关规定。

4.11 交变湿热（运行）试验

4.11.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温度循环变化、表面产生凝露的湿热条件下正常工作的能力。

4. 11.2 方法

4.11.2.1将试样放人试验箱内，按4.1.2规定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4.11.2.2 按GB 16838中相应条款规定的试验方法，对试样进行高温温度为40℃士2C,2个循环周

期的交变湿热（运行）试验。期间观察并记录试样状态。

4.11.2.3 关断电源和监视设备，取出试样，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恢复1h以上。然后按4.1.5规定，分别

以3C/min和20C /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试样动作。记录试样在各升温速率下的响应时间。

4. 11.3 要求

    a? 湿热环境期间，试样不应发出火灾报警或故障信号；

    b） 可复位探测器试样对30C /m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不应小于7min13s，且与环境试验前响

        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超过2 min 40 s；对200C/m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Al类探测器不应小

        于30 s，除A1类外其他类探测器不应小于1 min 0 s，且与环境试验前响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

        超过30 s;

    c） 不可复位探测器试样的响应时间应符合表4规定。

4.11.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 16838的相关规定。

4.12 恒定湿热（耐久）试验

4.12.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使用环境中承受湿度长期影响的能力。

4.12.2 方法

4.12.2.1 将试样在温度为40℃士2℃的试验箱中放置2h后，调节试验箱，使试样在温度为40℃士

20C、相对湿度为93％士3％的条件下持续21d。湿热环境期间试样不通电。

4.12.2.2 取出试样，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恢复1h以上，按4. 1.2规定连接，并接通电源，观察并记录试

样状态。若试样能处于正常监视状态，按4.1.5规定，分别以VC /min和200C /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

试样动作。记录试样在各升温速率下的响应时间。

4.12.3 要求

    a) 湿热环境后，接通电源和监视设备，试样不应发出故障信号；

    b) 可复位探测器试样对3r/m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不应小于7min13s，且与环境试验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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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超过2 min 40 s；对20 C /m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Al类探测器不应小于30 s，除

Al类外其他类探测器不应小于1 min 0 s，且与环境试验前响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超过30 s;

    c) 不可复位探测器试样的响应时间应符合表4规定。

4.12.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 16838的相关规定。

4.13  S02腐蚀（耐久）试验

4.13.1 目的

    检验探测器抗SO：腐蚀的能力。

4.13.2 方法
4.13.2.1 试样连接足够长的非镀锡铜导线，以保证腐蚀环境后可直接测量响应时间；腐蚀环境期间试

样不通电。
4.13.2.2 将试样按4.1.3规定安装在一个温度为25℃士20C ,502浓度为（(25士5) X 10"s（体积比）、相

对湿度为93肠士3％的试验箱中，持续21 d.
4.13.2.3 腐蚀环境后，将试样放置在温度为40℃士20C、相对湿度低于50环的试验箱中干燥 16 h后，

再将试样取出，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恢复1h以上。按4.1.2规定连接，并接通电源，观察并记录试样状

态。若试样能处于正常监视状态，按4.1.5规定，分别以3'C /min和200C/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试样

动作。记录试样在各升温速率下的响应时间。

4.13.3 要求
    a) 腐蚀环境后，接通电源和监视设备，试样不应发出故障信号；

    b) 可复位探测器试样对3 C /rn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不应小于7min13s，且与环境试验前响

        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超过2 min 40 s；对200C /m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Al类探测器不应小

        于30 s，除Al类外其他类探测器不应小于1 min 0 s，且与环境试验前响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

          超过30 s;

      c) 不可复位探测器试样的响应时间应符合表4规定。

4. 13.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 16838的相关规定。

4. 14 冲击（运行）试验

  4. 14.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经受非多次重复性冲击的适应性及其结构的完好性。

      注：质量大于4. 75 kg的试样不进行此项试验。

  4. 14.2 方法
  4. 14.2. 1 将试样按4.1.3规定刚性安装在冲击试验台上，按4. 1.2规定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4. 14.2.2 启动冲击试验台，对质量为M (kg)的试样，以峰值加速度为（100-20M) X 10 m/sz，脉冲持

  续时间为6 ms的半正弦波脉冲，对试样的3个相互垂直的轴线中的每个方向连续冲击3次，总计 18

  次。冲击结束后，保持2,min。观察并记录试样状态。

  4. 14.2.3 检查试样外观及紧固部位。然后按4.1.5规定，分别以30C /min和200C /min的升温速率

  升温至试样动作。记录试样在各升温速率下的响应时间。

  4.14.3 要求

      a） 冲击期间及其后2 min内，试样不应发出火灾报警或故障信号；

      b) 试验后，试样不应有机械损伤和紧固部位松动现象；

      c) 可复位探测器试样对30C/m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不应小于7min13s，且与环境试验前响

          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超过2 min 40 s；对200C/m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Al类探测器不应小

          于30 s，除Al类外其他类探测器不应小于1 min 0 s，且与环境试验前响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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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30。；

    d) 不可复位探测器试样的响应时间应符合表4规定。

4.14.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 16838的相关规定。

4.巧 碰撞（运行）试验

4. 15.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承受机械碰撞的适应性。

4. 15.2方法

4. 15.2. 1 将试样按4.1.3规定刚性安装在碰撞试验设备的水平安装板上，按4.1.2规定使试样处于

正常监视状态。

4. 15.2.2 调整碰撞试验设备，使锤头碰撞面能够从水平方向碰撞试样，并对准试样最易遭受破坏的部

位。然后，以1. 5 m/s士。，13 m/s的锤头速度、1. 9 J士。．1J的碰撞动能碰撞试样。碰撞后，保持

2 min。观察并记录试样状态。

4. 15.2.3 检查试样外观及紧固部位。然后按4. 1.5规定，分别以3 C /min和20C/min的升温速率

升温至试样动作，记录试样在各升温速率下的响应时间。

4.15.3 要求

    a) 碰撞期间及其后2 min内，试样不应发出火灾报警或故障信号；

    b) 试验后，试样不应有机械损伤和紧固部位松动现象；

    c） 可复位探测器试样对 3C /m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不应小于7min13s，且与环境试验前响

        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超过2 min 40 s；对200C /m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Al类探测器不应小

        于30 s，除Al类外其他类探测器不应小于1 min 0 s，且与环境试验前响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

        超过30 s;

    d) 不可复位探测器试样的响应时间应符合表4规定。

4. 15.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 16838的相关规定。

4. 16 振动（正弦）（运行）试验

4. 16.1 目的

    检验探测器经受振动的适应性及其结构的完好性。

4. 16.2 方法

4. 16.2.1将试样按4.1.3规定刚性安装在振动台上，按4.1.2规定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4. 16.2.2 启动振动试验台，使其在10 Hz-150 Hz-10 H：的频率循环范围内，以4.905 m/s2的加速

度幅值、1倍频程每分的扫频速率，分别在X,Y,Z三个互相垂直的轴线上进行1次扫频循环。观察并

记录试样状态。

4. 16.2.3 检查试样外观及紧固部位。然后按 4.1.5规定，分别以VC /min和200C /min的升温速率

升温至试样动作。记录试样在各升温速率下的响应时间。

4. 16.3 要求

    a) 振动期间，试样不应发出火灾报警或故障信号；

    b) 试验后，试样不应有机械损伤和紧固部位松动现象；

    c） 可复位探测器试样对30C /m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不应小于7min13s，且与环境试验前响

        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超过2 min 40 s；对20'C /m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Al类探测器不应小

        于30 s，除Al类外其他类探测器不应小于1 min 0 s，且与环境试验前响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

        超过30 s;

    d) 不可复位探测器试样的响应时间应符合表4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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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 16838的相关规定。

4.17 振动（正弦）（耐久）试验

4. 17.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长时间承受振动影响的能力。

4. 17.2 方法

4. 17.2. 1 将试样按4.1.3规定刚性安装在振动台上。振动期间试样不通电。

4. 17.2.2 启动振动试验台，使其在10 Hz- 150 Hz-10 Hz的频率循环范围内，以9. 810 m/s，的加速

度幅值、1倍频程每分的扫频速率，分别在X,Y,Z三个互相垂直的轴线上进行20次扫频循环。

4.17.2.3 检查试样外观及紧固部位。按4.1.2规定连接，并接通电源，观察并记录试样状态，若试样

能处于正常监视状态，按4.1.5规定，分别以3 C /min和200C/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试样动作。记录

试样在各升温速率下的响应时间。

4.17.3 要求

    a) 振动后，试样不应有机械损伤和紧固部位松动现象；接通电源和监视设备，试样不应发出故障

          信号；

    b) 可复位探测器试样对3 C /m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不应小于7min13s，且与环境试验前响

        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超过2 min 40 s；对20C/m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Al类探测器不应小

        于30 s，除Al类外其他类探测器不应小于1 min 0 s，且与环境试验前响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

        超过30 s;
    J 不可复位探测器试样的响应时间应符合表4规定。

4.17.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 16838的相关规定。

4.18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4.18.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对带静电人员、物体造成的静电放电的适应性。

4.18.2 方法

4.18.2.1 将试样按GB/T 17626.2中7.1.1规定进行试验布置，按4.1.2规定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

状态。

4.18.2.2 按GB/T 17626.2中第8章规定的试验方法对试样及祸合板施加表7所示条件下的干扰试

验，期间观察并记录试样状态。

                                表7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条件

一于攀价一
4.18.2.3 上述试验完成后，按4. 1. 5规定，分别以30C /min和20̀C /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试样动

作。记录试样在各升温速率下的响应时间。

4.18.3 要求

    a) 干扰环境期间，试样不应发出火灾报警或故障信号；

    b） 可复位探测器试样对30C/m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不应小于 7min13s，且与环境试验前响

        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超过2 min 40 s；对200C /m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A1类探测器不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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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30 s，除Al类外其他类探测器不应小于lmin0s，且与环境试验前响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

        超过30“；

    c) 不可复位探测器试样的响应时间应符合表4规定。

4.18.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T 17626.2的相关规定。

4.19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4.19.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在射频电磁场辐射环境下工作的适应性。

4.19.2 方法

4.19.2.1 将试样按GB/T 17626. 3中7.1规定进行试验布置，按4.1. 2规定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

状态。

4.19.2.2 按GB/T 17626. 3中第8章规定的试验方法对试样施加表8所示条件下的干扰试验，期间

观察并记录试样状态。

4.19.2.3 上述试验完成后，按4. l. 5规定，分别以30C/min和200C /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试样动

作。记录试样在各升温速率下的响应时间。

                            表8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条件

卜攀l(V/In)I&EN/MHz/+1ffolm*#1M1ol井 1080-1000̀l. 5 X 10-'800o(1 kHz,iE3V
4. 19.3 要求

    a） 干扰环境期间，试样不应发出火灾报警或故障信号；

    b) 可复位探测器试样对VC /m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不应小于7min13s，且与环境试验前响

        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超过2 min 40 s；对200C /m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Al类探测器不应小

        于30 s，除Al类外其他类探测器不应小于 1min0s，且与环境试验前响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

        超过30”；

    c） 不可复位探测器试样的响应时间应符合表4规定。

4.19.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T 17626.3的相关规定。

4.20 射频场感应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

4.20.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对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的适应性。

4.20.2 方法

4.20.2. 1 将试柏按GB/T 17626. 6中第7章规定进行试验配置，按4.1.2规定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

状态。

4.20.2.2 按GB/T 17626. 6中第8章规定的试验方法对试样施加表9所示条件下的干扰试验，期间

观察并记录试样状态。

                          表9 射频场感应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条件

片 *a Fg/MHzq,EE/dBUVA$1110it 仁于0.15̂1001408000(1 kHz,IM一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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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3 上述试验完成后，按4. 1.5规定，分别以30C /min和200C /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试样动

作。记录试样在各升温速率下的响应时间。

4.20.3 要求

    a) 干扰环境期间，试样不应发出火灾报警或故障信号；

    b) 可复位探测器试样对30C/m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不应小于7min13s，且与环境试验前响

        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超过2 min 40 s；对200C/m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Al类探测器不应小

        于30 s，除Al类外其他类探测器不应小于1 min 0 s，且与环境试验前响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

        超过30 s;

    C) 不可复位探测器试样的响应时间应符合表4规定。

4.20.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T 17626. 6的相关规定。

4.21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4.21.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抗电快速瞬变脉冲群干扰的能力。

4.21.2 方法

4.21.2. 1 将试样按GB/T 17626. 4中7. 2规定进行试验配置，按4.1.2规定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

状态。

4.21.2.2 按GB/T 17626.4中第8章规定的试验方法对试样施加表10所示条件下的干扰试验，期间

观察并记录试样状态。

                            表 10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条件

卜. .....�...........,j[R4q E/kVVlg)R*/kHzWtof I'7书 1 X (1f0. 1)5X(110.2)1E AV & 1 min目
4.21.2.3 上述试验完成后，按4. 1. 5规定，分别以30C /min和200C /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试样动

作。记录试样在各升温速率下的响应时间。

4.21.3 要求

    a) 干扰环境期间，试样不应发出火灾报警或故障信号；

    b) 可复位探测器试样对30C /m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不应小于7min13s，且与环境试验前响

        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超过2 min 40 s；对200C/m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Al类探测器不应小

        于30 s，除Al类外其他类探测器不应小于1 min 0 s，且与环境试验前响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

        超过30 s;
    c） 不可复位探测器试样的响应时间应符合表4规定。

4.21.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T 17626. 4的相关规定。

4.22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4.22. 1 目的

    检验探测器对附近闪电或供电系统的电源切换及低电压网络、包括大容性负载切换等产生的电压

瞬变（电浪涌）干扰的适应性。

4.22.2 方法

4.22.2. 1将试样按GB/T 17626. 5中第7章规定进行试验配置，按4.1.2规定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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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2 按GB/T 17626. 5中第8章规定的试验方法对试样施加表11所示条件下的干扰试验，期间

观察并记录试样状态。

                              表 11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条件

卜&ACVI)f9EE/kVWti4o&f 仁一X (110. 1)11E,$i5二川
4.22.2.3 上述试验完成后，按 4. 1. 5规定，分别以VC /min和20'C /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试样动

作。记录试样在各升温速率下的响应时间。

4.22.3 要求

    a)干扰环境期间，试样不应发出火灾报警或故障信号；

    b） 可复位探测器试样对3C /m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不应小于7min13s，且与环境试验前响

        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超过2 min 40 s；对200C /min升温速率的响应时间Al类探测器不应小

        于30 s，除Al类外其他类探测器不应小于1min0s，且与环境试验前响应时间相比变化不应

          超过30 s;

    c） 不可复位探测器试样的响应时间应符合表4规定。

4.22.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T 17626. 5的相关规定。

4.23  S型探测器附加试验

4.23.1 目的

    检验S型探测器在低于动作温度下限环境下的稳定性。

4.23.2 方法

4.23.2.1检查试样在5.2,5.4,5. 7和5.8项试验中测得的响应时间是否符合表12规定。

4.23.2.2 按4.1.2规定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针对不同类别探测器，在表13规定初始温度环境

下稳定后，将试样在10 s内按最小响应时间方位放入气流速度为0. 8 m/s士0. 1 m/s,温度为表13规定

气流温度的试验箱内，保持10 min以上，观察并记录试样状态。

                                表 12  S型探测器响应时间下限

卜污一日
                                  表13  S型探测器附加试验温度

亡一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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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3（续）

亡 1<17 }G5C608C井令一
4.23.3 要求

    a) 试样的响应时间不应小于表12规定的响应时间下限值；

    b) 试验期间，试样不应发出火灾报警或故障信号。

4.23.4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GB 16838的相关规定。

4. 24  R型探测器附加试验

4.24.1 目的

    检验R型探测器在温度较低的环境中对快速升温的响应能力。

4.24.2 方法

    针对不同类别探测器，一只在最大响应时间方位上、另一只在最小响应时间方位上，从表 14规定的

初始温度，按4. 1.5规定分别以100C /min,200C/min和300C /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试样动作，记录试

样在各升温速率下的响应时间。

                              表 14  R型探测器附加试验初始温度

二行州
4.24.3 要求

    试样的响应时间应符合表4规定。

5 检验规则

5.1 产品出厂检验

5.1.1 制造商在产品出厂前应对探测器至少进行下述试验项目的检验：

    a) 响应时间试验；

    b) 高温响应试验；

    e) 电源参数波动试验；

    d) 碰撞（运行）试验；

    e) 低温（运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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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s型或R型探测器附加试验。

5.1.2 制造商应规定抽样方法、检验和判定规则。

5.2 型式检验

5.2. 1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第4章4. 2̂-4.24规定的试验项目。

5.2.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时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产品的结构、主要部件或元器件、生产工艺等有较大的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或

        正式投产满5年；

    c)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差异较大；

    e) 发生重大质量事故。

5.2.3 检验结果按GB 12978中规定的型式检验结果判定方法进行判定。

6 标志

6.1 总则

6.1.1 标志在探测器安装维护过程中应清晰可见。

6.1.2 标志不应贴在螺丝或其他易被拆卸的部件上。

6.2 产品标志

6.2. 1每只探测器应清晰标志如下信息：

    a) 产品名称和类别（如AI,AIR,AIS,A2,B等），如果探测器的类别可以现场设置，则用符号P

        代替类别标志（见3.8);

    b) 本标准标准号；

    c） 制造商名称或商标；

    d） 型号；

    e） 接线端子标注；

    f) 制造日期、产品编号、产地和探测器软件版本号。

    对于可拆卸探测器，探头上的标志应包含a),b),c),d)和f)项，底座上的标志应至少包含d)和

e）项。

6.2.2 产品标志信息中如使用不常用符号或缩写时，应在探测器的使用说明书中说明。

6.3 质f检验标志

    探测器应有质量检验合格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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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标准温箱

    检验探测器响应时间的试验设备是专用的标准温箱。温箱的风道截面为正方形，并有一个水平工

作区域，如图A. 1所示，探测器安装在风道工作区域的顶板上，并使它与风道的两个侧壁对称。

    风道中的气流流速在试验过程中应始终为0. 8 m/s士0. 1 m/s (25℃时测量值），并能分别以

0. 2 C/min ,l0C/min,30C/min,50C/min,100C/min,200C/min,30 C/min的升温速率升温；测温误差为

士2'C，响应时间测量误差士1s。应保证探测器附近的气流不受风道底面和侧壁的影响，探测器不应受

到加热器的直接热辐射作用。

    测温元件距离风道工作区域风道顶板应大于25 mm，并且测温元件在水平方向上位于探测器的迎

风侧距探测器至少50 mm.测温元件的时间常数应小于2 so

                                                        ！

                              A I

5一｝一三一升一汽
  赓一牛带带

                                                                    ；灌 磷

                            沐补刃万蘸
                                                                                                                                          A一A

    1— 工作区；

    2一一安装板；

    3— 探测器；

    4— 测温传感器；

    5— 导流装置；

    6— 气流方向。

                              图A. 1 标准温箱工作区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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