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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是指在发生火灾时，为人员疏散和消防作业提供的应

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的建筑消防系统。本系统按系统形式可分为：集中控制型系统和非集

中控制型系统。产品包括：消防应急疏散标志灯具、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应急照明控制

器、应急照明集中电源、应急照明配电箱。系统的设计和安装保证了在发生火灾时能有

效为建、构筑物中的人员在疏散路径上提供必要的照度条件、提供准确的疏散导引信息，

从而有效保障人员的安全疏散，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随着时代发展，越来越多的高层及超高层住宅、酒店等大型综合体建筑拔地而起，

同时随着现代建筑越来越趋向高层化、多功能化及大型化，对消防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

系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消防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正逐步趋向系统化、精细化方向

发展。本标准修订的目标是将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产品与大型综合体的应用相结

合，建立以集中型应急照明控制器和区域型应急照明控制器为核心的照明和疏散网络，

实现保障人员安全、快速应急转换、稳定持久工作的目标。为保证产品性能的稳定性和

安全性，本次修订在产品结构、功能和性能方面，做了很多细节方面的考虑，使系统具

有更好的可靠性和普适性。同时为响应国家环保和节能减排的有关要求，对产品中使用

的蓄电池类型、蓄电池性能和材料阻燃性能提出要求。此外，在保持符合国情的前提下

尽量与国际标准接轨，从而进一步适应目前该领域产品的发展和技术的革新。国家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批准下达了国家标准 GB 17945-2010《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修

订计划，计划编号为：20171313-Q-312。 

2. 主编单位情况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并

由应急管理部沈阳消防研究所负责起草。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广东拿斯特（国际）照

明有限公司、浙江台谊消防设备有限公司、北京市崇正华盛应急设备系统有限公司、沈

阳宏宇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宝星电器（上海）有限公司、山东淄博迪生电源有限公司、

中国照明学会。 

3. 编制过程 

1） 起草阶段 

根据应急管理部下达的科研计划，应急管理部沈阳消防研究所及时组成课题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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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编制任务。经过调查研究，收集国内外有关信息和资料及标准，通过分析、研究、讨

论，并做了大量的验证工作，于 2017年 9月完成了本标准草案的编制工作。 

2） 征求意见阶段 

2017 年 10 月上旬，编制组组织各标准参编单位针对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进行了

多次技术交流和研讨，对标准中的相关试验进行大量验证，并结合验证结果，总结试验

结论，对标准中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并征求意见。 

3） 送审阶段 

2017 年 12 月，编制组广泛征求并收集了国内专家的各种意见，对意见进行了具体

分析研究，修订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形成标准送审稿，并提交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火灾探测与报警分技术委员会（TC113SC6）审查。 

4） 报批阶段 

2018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编制组根据标准审查会提出的建议与意见，组织消防

应急疏散领域的专家召开了多次技术研讨会，并根据发布实施的工程建设标准 GB 

51309-2018《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开展实际使用场所的验证工作，

根据验证结果和发布实施的工程技术标准修订了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于 2021 年 1

月完成标准的报批稿和报批文件，提交报批。 

4. 征求意见范围 

本标准征求意见的范围是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火灾探测与报警分技术委员

会的全体通讯委员和委员。 

5. 主要起草人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丁宏军、张颖琮、刘凯、陈方、田智嘉、王学来、谢锋、李海

涛、高凡、王日江、徐华、蔡钧、牟宏伟、周志平、钟桂生、李强、殷海鸣。其中，丁

宏军负责整个标准制定过程中的工作安排，并填写申报单和强制性标准通报表；张颖琮、

刘凯、田智嘉、谢锋负责标准起草工作；高凡、王日江负责标准的实验验证工作；陈方、

王学来、李海涛、徐华负责标准的校对、排版并完成了标准编制说明的撰写工作。 

二、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遵循的原则是： 

1. 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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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满足消防电子类产品的实际功能需求为基础，逐步完善产品标准各项要求； 

3. 确保标准提出的各项指标要求，是当前产品技术水平的最低配置要求； 

4. 参考国内、国际标准的相关内容和表述，以保证与国际标准接轨，达到国内先

进； 

5. 考虑目前已知复杂因素对于产品的影响，对标准提出的各项技术指标进行补充、

修改； 

6. 推动产品的技术进步，与产品技术发展方向相适应，进一步保证和提高产品质

量； 

7. 对新提出的技术指标进行验证，确保标准条文可操作性，并保证技术要求和试

验方法的科学性。 

三、标准内容的起草 

1. 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和依据 

（1）主要内容的确定： 

本标准从系统框架分类可分为：集中控制型系统和非集中控制型系统，针对系统层

面所应具备的功能和性能应提出相应的技术要求，因此，在本标准 5.2 条款中，规定了

系统功能和性能要求，包括：应急启动功能、应急状态保持功能、系统复位功能、系统

的自检功能和重复转换性能。 

本标准从系统设备的层面梳理，可分为系统设备通用性要求和系统设备特殊要求。

针对系统设备通用性要求可分为 5.3条款系统设备通用技术要求和 5.4系统设备通用试

验性能要求。系统设备通用技术要求主要规定了外观要求、标志要求、结构要求、结构

部件抗拉扭力要求、材质要求、接地性能、绝缘性能、程序和数据存储性能、型号编制

要求和系统设备主要部件性能要求。系统设备通用试验性能要求主要规定了电气强度试

验性能要求、电压波动试验性能要求、气候环境耐受试验性能要求、机械环境耐受试验

性能要求、电磁兼容性能试验性能要求、转换电压试验性能要求和防护等级试验性能要

求。 

本标准的系统设备主要包括消防应急灯具、应急照明集中电源、应急照明配电箱和

应急照明控制器。针对不同系统设备的特点提出了各类系统设备的特殊要求，分别为：

5.5灯具的功能和性能要求、5.6应急照明控制器的功能和性能要求、5.7 应急照明集中

电源的功能和性能要求、5.8应急照明配电箱的功能和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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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内容确定的依据： 

标准编制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2017年）等国家法律法规，参考了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GB 4717 

火灾报警控制器、GB 12978 消防电子产品检验规则、GB/T 16838 消防电子产品 环境

试验方法及严酷等级等国家标准，在对产品进行技术调研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消防应

急照明和疏散指示产品的实际市场需要和当前技术水平，制定了本标准内容。 

2. 主要试验、验证结果及分析 

（1）主要试验：试验前检查、基本功能试验、重复转换试验、电压波动试验、转

换电压试验、绝缘电阻试验、接地电阻试验、电气强度试验、高温（运行）试验、低温

（运行）试验、恒定湿热（运行）试验、振动（正弦）（运行）试验、振动（正弦）（耐

久）试验、碰撞（运行）试验、外壳防护等级试验、表面耐磨性能试验、抗冲击试验、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电源瞬变试验、电压暂降、

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2）验证结果：为确保以上试验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标准编制组按系统设备类

型分别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多个样本进行了试验验证，同时广泛听取了消防应急照明和

疏散指示产品生产企业的意见，对试验参数、试验方法和判定规则进行了优化，随后使

用样本进行了大量验证试验，证明了试验项目具有较好的普适性。 

（3）结果分析：此次修订，标准编制组通过产品性能测试，分析总结了可行性较

好的试验方法和试验参数，通过结果验证，本标准规定的各项试验方法可靠，试验参数

严谨，能够充分满足市场发展和产业当前的需要。验证结果表明，本标准符合我国的实

际现状和市场需要，保证了该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试验的可操作性。 

3. 标准水平分析 

通过查阅国内外标准及相关资料，比较标准各项技术指标要求，编制组分析后认为：

本标准所建立的集中控制型和非集中控制型系统架构为国际先进的设计理念，提出的系

统功能和性能要求、系统设备通用技术要求及系统设备特殊技术要求为国际领先水平。 

四、标准中主要条文的说明 

1.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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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要求、试验、检

验规则、标志和使用说明书。 

本标准适用于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中安装使用的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以

下简称系统）的各类设备，系统设备包括消防应急灯具、应急照明集中电源、应急照明

配电箱和应急照明控制器。其它环境中安装的具有特殊性能的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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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

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4717  火灾报警控制器 

GB/T 5169.5-2008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5部分：试验火焰 针焰试验方法 

装置、确认试验方法和导则 

GB∕T 5169.11-2017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11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试

验方法 成品的灼热丝可燃性试验方法（GWEPT）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 12978  消防电子产品检验规则 

GB/T 16838  消防电子产品 环境试验方法及严酷等级 

GB/T 17626.2－20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2016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4－20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5－2019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6－2017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

验 

GB/T 17626.8－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11－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

化的抗扰度试验 

GB 2213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组件兼容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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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为便于对标准的解读，本标准将条文中出现的关键名词和术语定义做了规定，包括：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集中控制型系统、灯具采用自带蓄电池供电方式的集中

控制型系统、灯具采用集中电源供电方式的集中控制型系统、非集中控制型系统、灯具

采用自带蓄电池供电方式的非集中控制型系统、灯具采用集中电源供电方式的非集中控

制型系统、消防应急灯具、A 型消防应急灯具、B 型消防应急灯具、自带电源型消防应

急灯具、集中电源型消防应急灯具、持续型消防应急灯具、非持续型消防应急灯具、集

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灯具、非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灯具、消防应急照明灯具、消防应急疏

散标志灯具、指示状态可变消防应急疏散标志灯具、多信息复合消防应急疏散标志灯具、

应急照明配电箱、A 型应急照明配电箱、B 型应急照明配电箱、应急照明集中电源、A

型应急照明集中电源、B 型应急照明集中电源、应急照明控制器、独立型应急照明控制

器、集中型应急照明控制器、区域型应急照明控制器、集中区域兼容型应急照明控制器。 

4. 分类 

4.1系统分类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按系统形式可分为： 

a) 集中控制型系统； 

b) 非集中控制型系统。 

4.2系统设备分类 

4.2.1消防应急灯具（以下简称“灯具”）分类 

4.2.1.1按额定工作电压等级分为： 

a) A型； 

b) B型。 

4.2.1.2按蓄电池电源供电方式分为： 

a) 自带电源型； 

b) 集中电源型。 

4.2.1.3按适用系统类型分为： 

a) 集中控制型； 

b) 非集中控制型。 

4.2.1.4按工作方式分为： 

a) 持续型； 

b) 非持续型（仅适用于消防应急照明灯具）。 

4.2.1.5按用途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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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消防应急照明灯具； 

b) 消防应急疏散标志灯具； 

c) 消防应急照明标志复合灯具。 

4.2.2应急照明集中电源分类 

4.2.1.1按额定输出电压等级分为： 

a) A型； 

b) B型。 

4.2.1.2按适用系统类型分为： 

a) 集中控制型； 

b) 非集中控制型。 

4.2.3应急照明配电箱分类 

4.2.3.1按额定输出电压等级分为： 

a) A型； 

b) B型。 

4.2.3.2按适用系统类型分为： 

a) 集中控制型； 

b) 非集中控制型。 

4.2.4应急照明控制器分类 

a) 独立型； 

b) 区域型； 

c) 集中型； 

d) 集中区域兼容型。 

5. 要求 

本标准根据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的原理、特点及其技术参数，规定了消防

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的系统功能和性能要求、系统设备通用技术要求和系统设备特

殊技术要求。在产品要求编制过程中，编制组根据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中不同

系统设备的特点进行了梳理，归纳总结了系统应具有的功能和性能要求，以及不同系统

设备应具有的功能和性能要求，并通过样本验证试验，确保各项技术要求有理有据，在

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推动产品不断创新和发展。 

与 GB 17945-2010 相比，第 5章要求的条款中进行了以下主要内容的调整： 

（1）增加了系统设备结构的要求（见 5.3.3） 

编制组将原标准中对系统设备结构的要求进行了整合，使标准更具有可读性。此外，

针对企业反馈意见，结合工程应用中已知的问题，新增了不同系统设备的安全防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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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2）修改了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要求（见 5.3.4） 

编制组根据新标准中不同系统设备的特点，参考原标准中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技

术要求，规定了系统设备各部位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要求。 

（3）增加了材质要求（见 5.3.6） 

为保证产品中不使用易碎材质对逃生人员造成危害，结合 GB 51309-2018《消防应

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中的相关要求，编制组对地面安装的标志灯具的面板、

防爆型灯具的面板或灯罩所使用的钢化玻璃厚度进行了规定，也明确规定其它灯具的面

板或灯罩不应采用易碎材料或玻璃材质。此外，为确保系统设备外壳、端子等部件具有

良好的阻燃性能，编制组通过技术调研，选取了有代表性的针焰试验和灼热丝试验，上

述两个试验是电工电子产品通用的试验项目，具有客观性和普适性。 

（4）增加了接地性能（见 5.3.7） 

原标准中接地性能要求为引用其他标准条文，其中部分引用内容不适用于本标准中

的系统设备，因此，编制组增加了接地性能要求，在本部分明确了各类系统设备普遍适

用的接地性能要求。 

（5）修改了绝缘性能（见 5.3.8） 

为保证本标准与其他新编制的消防电子产品标准协调统一，编制组参考了 GB 4717

中绝缘电阻的技术参数要求，将原标准绝缘性能 50 MΩ、20 MΩ的要求调整为：额定电

压大于 48 V的主电源输入端和外部带电端子与外壳间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100 MΩ。 

（6）删除了耐压性能 

为保证本标准与其他新编制的消防电子产品标准协调统一，编制组参考了 GB 4717

中的试验名称，将“耐压试验”修改为“电气强度试验”。 

（7）增加了电气强度性能（见 5.4.1） 

为保证本标准与其他新编制的消防电子产品标准协调统一，编制组参考了 GB 4717

中电气强度试验的技术参数要求，增加了电气强度性能要求。 

（8）修改了气候环境耐受性能和机械环境耐受性能试验名称和试验条件（见 5.4.3、

5.4.4） 

为保证本标准与其他新编制的消防电子产品标准协调统一，编制组修改了气候环境

耐受性能和机械环境耐受性能试验名称和试验条件。此外，高温（运行）试验和低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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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试验中，生产者可根据具体使用环境标称产品的适用环境温度范围，从而针对性的

选择试验条件Ⅰ或Ⅱ。 

（9）增加了指示灯、外壳和显示器（屏）碰撞性能（见 5.4.4） 

为确保产品指示灯、外壳和显示器（屏）在运输、使用过程中具有良好的强度，编

制组参考 GB 16806中碰撞试验的技术参数要求，增加了碰撞性能要求。 

（10）修改了防护等级的要求（见 5.4.7） 

编制组根据 GB 51309-2018《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中不同系统

设备、不同安装场所的防护等级的最低配置要求，规定了防护等级试验性能要求。 

（11）修改了系统设备的功能和性能（见 5.5、5.6、5.7、5.8） 

为提升产品标准的可读性，编制组整合了原标准中各系统设备的功能和性能要求，

并通过大量技术调研、收集反馈意见和试验验证，归纳总结了各系统设备功能和性能的

最低配置要求。 

（12）删除了应急照明分配电装置 

为精简系统架构，与 GB 51309-2018《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中

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编制组删除了应急照明分配电装置产品及其相关技术内容。 

（13）修改了试验程序（见 6.1.5） 

本标准中的试验程序已根据各类系统设备的适用试验项目，编制了试验程序列表。 

（14）修改了标志和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见 8、9） 

标志部分按照产品的技术特点规定了标志的通用要求、各类系统设备的特殊要求和

质量检验标志，并考虑到标志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磨损、掉色等情况，增加了标志耐

久性测试。 

（15）修改了附录系统的基本概念、产品型号、消防应急标志灯具专用疏散指示标

志的要求（见附录 A、附录 B、附录 D） 

编制组按照标准整体系统架构，修改了附录 A系统的基本概念，增加了便于理解的

解释说明条文。 

修改了附录 B产品型号的命名规则，简化产品型号。 

修改了附录 D消防应急标志灯具专用疏散指示标志的要求，增加了多种图例。 

（16）增加了附录灯具自检信息存储、疏散专用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的要求（见

附录 C、附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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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附录 C灯具自检信息存储的要求，通过大量技术调研，与参标单位共同规定

了标准的数据格式，便于标准有效执行和监督抽查工作开展。 

增加了附录 E 疏散专用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的要求，主要参考 GB 16806 中消

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的技术要求，并结合了疏散专用的特点。 

（17）删除了附录密封镉镍、氢镍可充蓄电池和阀控密封式铅酸蓄电池的要求 

编制组考虑到本标准中涉及的密封镉镍、氢镍可充蓄电池和阀控密封式铅酸蓄电池

已有相关国家标准，且未增加其他特殊要求，因此，删除了相关附录内容。 

6. 试验 

本标准规定了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产品的试验项目：试验前检查、基本功能试

验、重复转换试验、电压波动试验、转换电压试验、绝缘电阻试验、接地电阻试验、电

气强度试验、高温（运行）试验、低温（运行）试验、恒定湿热（运行）试验、振动（正

弦）（运行）试验、振动（正弦）（耐久）试验、碰撞（运行）试验、外壳防护等级试

验、表面耐磨性能试验、抗冲击试验、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射频场感应的传导

骚扰抗扰度试验、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浪涌（冲击）

抗扰度试验、电源瞬变试验、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工频磁场

抗扰度试验。 

7. 检验规则 

本标准对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产品的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的检验项目、规则等

内容都做了明确规定。 

检验结果按 GB 12978 规定的型式检验结果判定方法进行判定。 

8. 标志 

本标准对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产品的产品标志、质量检验标志和标志耐久性进

行了明确的的规定。 

9. 使用说明书 

本标准对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产品的使用说明书做了明确规定，使用说明书应

满足 GB/T 9969 的有关要求，并并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适用的场所和环境条件； 

b) 产品的安装方式和使用方法； 

c) 蓄电池电源管理单元内蓄电池的种类、容量、型号及更换方法、更换时间（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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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 

d) 光源的规格、型号及更换方法（适用时）； 

e) 如何进行日常维护； 

f) 产品标志的内容； 

g) 疏散逻辑控制方式（适用时）； 

h) 使用者应特别注意的事项。 

五、与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与国家法律、法规

没有冲突。 

本标准规定的各项技术要求仅适用于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部分技术要求

为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产品的特殊规定，与其他强制性标准没有内容上的冲突。引

用的强制性标准均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列出，不注日期的引用表示其最新版本（包括所

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性质的建议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标准涉及的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产品是消防

避难逃生领域的重要消防产品，在保障建筑防火安全、减少建筑火灾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关键指标属于强制性国家标准制定范围中的“保障人体健康

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建议将本标准列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 

本标准为针对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一般工业与

民用建筑中安装使用的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的各类设备，要求相关使用领域全

面执行本标准，相关机构认真贯彻落实。其它环境中安装的具有特殊性能的系统，除特

殊要求应由有关标准另行规定外，亦应执行本标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改进建

议可以随时反馈给编制组，以便进一步对本标准的修订完善。 

标准的编制过程中遵循保证产品质量，促进相关技术发展的原则，充分考虑了现阶

段产品的技术水平和国际标准的要求。标准的相关条文不存在技术屏障的内容。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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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将促进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产品行业的发展。 

九、废止、替代有关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发布实施后，现行国家标准 GB 17945-2010《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

系统》同时废止。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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