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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

GB 25506--2010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消防控制室的一般要求、资料和管理要求、控制和显示要求、图形显示装置的信息记

录要求、信息传输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GB 50116中规定的集中火灾报警系统、控制中心报警系统中的消防控制室或消防

控制中心；亦适用于未设置消防控制室但设置本标准涉及的自动消防系统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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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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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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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01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GB 50116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3一般要求

3．1 消防控制室内设置的消防设备应包括火灾报警控制器、消防联动控制器、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

置、消防电话总机、消防应急广播控制装置、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控制装置、消防电源监控器等

设备，或具有相应功能的组合设备。

3．2消防控制室内设置的消防设备应能监控并显示建筑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并应具有向城市消防

远程监控中心(以下简称监控中心)传输这些信息的功能。建筑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见附录A。

3．3消防控制室内应保存4．1规定的资料和附录B规定的消防安全管理信息，并可具有向监控中心

传输消防安全管理信息的功能。

3．4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消防控制室时，应确定主消防控制室和分消防控制室。主消防控制室的消防

设备应对系统内共用的消防设备进行控制，并显示其状态信息；主消防控制室内的消防设备应能显示各

分消防控制室内消防设备的状态信息，并可对分消防控制室内的消防设备及其控制的消防系统和设备

进行控制；各分消防控制室之同的消防设备之间可以互相传输、显示状态信息，但不应互相控制。

3．5消防控制室内设置的消防设备应为符合国家市场准人制度的产品。消防控制室的设计、建设和运

行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3．6消防设备组成系统时，各设备之间应满足系统兼容性要求。

4资料和管理要求

4．1消防控制室资料

消防控制室内应保存下列纸质和电子档案资料：

a)建(构)筑物竣工后的总平面布局图、建筑消防设施平面布置图、建筑消防设施系统图及安全出

口布置图、重点部位位置图等；

b)消防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应急灭火预案、应急疏散预案等；

c)消防安全组织结构图，包括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专职、义务消防人员等内容；

d) 消防安全培训记录、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演练记录；

e)值班情况、消防安全检查情况及巡查情况的记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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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消防设施一览表，包括消防设施的类型、数量、状态等内容；

g)消防系统控制逻辑关系说明、设备使用说明书、系统操作规程、系统和设备维护保养制度等；

h)设备运行状况、接报警记录、火灾处理情况、设备检修检测报告等资料，这些资料应能定期保

存和归档。

4．2消防控制室管理及应急程序

4．2．1消防控制室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a)应实行每日24 h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应少于2人，值班人员应持有消防控制室操作职业资

格证书；

b)消防设施日常维护管理应符合GB 25201的要求；

c)应确保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灭火系统和其他联动控制设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不得将应处于自

动状态的设在手动状态；

d)应确保高位消防水箱、消防水池、气压水罐等消防储水设施水量充足，确保消防泵出水管阀

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管道上的阀门常开；确保消防水泵、防排烟风机、防火卷帘等消防用电

设备的配电柜启动开关处于自动位置(通电状态)。

4．2．2消防控制室的值班应急程序应符合下列要求：

a)接到火灾警报后，值班人员应立即以最快方式确认；

b)火灾确认后，值班人员应立即确认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开关处于自动状态，同时拨打“119”报

警，报警时应说明着火单位地点、起火部位、着火物种类、火势大小、报警人姓名和联系电话；

c)值班人员应立即启动单位内部应急疏散和灭火预案，并同时报告单位负责人。

5控制和显示要求

5．1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

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应能显示4．1规定的资料内容及附录B规定的其他相关信息；

b)应能用同一界面显示建(构)筑物周边消防车道、消防登高车操作场地、消防水源位置，以及相

邻建筑的防火间距、建筑面积、建筑高度、使用性质等情况；

c)应能显示消防系统及设备的名称、位置和5．2～5．7规定的动态信息；

d)当有火灾报警信号、监管报警信号、反馈信号、屏蔽信号、故障信号输入时，应有相应状态的专

用总指示，在总平面布局图中应显示输入信号所在的建(构)筑物的位置，在建筑平面图上应

显示输人信号所在的位置和名称，并记录时间、信号类别和部位等信息}

e)应在10 s内显示输入的火灾报警信号和反馈信号的状态信息，100 s内显示其他输入信号的

状态信息；

f)应采用中文标注和中文界面，界面对角线长度不应小于430 miD．；

g)应能显示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报警信息、故障信息和相关联动反馈

信息。

5．2火灾报警控制器

火灾报警控制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a)应能显示火灾探测器、火灾显示盘、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正常工作状态、火灾报警状态、屏蔽状

态及故障状态等相关信息；

b)应能控制火灾声光警报器启动和停止。

5．3消防联动控制器

5．3．1应能将5．3．2～5．3．10消防系统及设备的状态信息传输到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

5．3．2对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控制和显示应符合下列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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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应能显示喷淋泵电源的工作状态；

b)应能显示喷淋泵(稳压或增压泵)的启、停状态和故障状态，并显示水流指示器、信号阀、报警

阀、压力开关等设备的正常工作状态和动作状态、消防水箱(池)最低水位信息和管网最低压

力报警信息；

c)应能手动控制喷淋泵的启、停，并显示其手动启、停和自动启动的动作反馈信号。

5．3．3对消火栓系统的控制和显示应符合下列要求：

a)应能显示消防水泵电源的工作状态；

b)应能显示消防水泵(稳压或增压泵)的启、停状态和故障状态，并显示消火栓按钮的正常工作

状态和动作状态及位置等信息、消防水箱(池)最低水位信息和管网最低压力报警信息；

c)应能手动和自动控制消防水泵启、停，并显示其动作反馈信号。

5．3．4对气体灭火系统的控制和显示应符合下列要求：

a)应能显示系统的手动、自动工作状态及故障状态；

b)应能显示系统的驱动装置的正常工作状态和动作状态，并能显示防护区域中的防火门(窗)、

防火阀、通风空调等设备的正常工作状态和动作状态；

c)应能手动控制系统的启、停，并显示延时状态信号、紧急停止信号和管网压力信号。

5．3．5对水喷雾、细水雾灭火系统的控制和显示应符合下列要求：

a)水喷雾灭火系统、采用水泵供水的细水雾灭火系统应符合5．3．2的要求；

b)采用压力容器供水的细水雾灭火系统应符合5．3．4的要求。

5．3．6对泡沫灭火系统的控制和显示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能显示消防水泵、泡沫液泵电源的工作状态；

b)应能显示系统的手动、自动工作状态及故障状态；

c)应能显示消防水泵、泡沫液泵的启、停状态和故障状态，并显示消防水池(箱)最低水位和泡沫

液罐最低液位信息；

d)应能手动控制消防水泵和泡沫液泵的启、停，并显示其动作反馈信号。

5．3．7对干粉灭火系统的控制和显示应符合下列要求：

a)应能显示系统的手动、自动工作状态及故障状态；

b)应能显示系统的驱动装置的正常工作状态和动作状态，并能显示防护区域中的防火门窗、防

火阀、通风空调等设备的正常工作状态和动作状态；

c)应能手动控制系统的启动和停止，并显示延时状态信号、紧急停止信号和管网压力信号。

5．3．8对防烟排烟系统及通风空调系统的控制和显示应符合下列要求：

a)应能显示防烟排烟系统风机电源的工作状态；

b)应能显示防烟排烟系统的手动、自动工作状态及防烟排烟系统风机的正常工作状态和动作

状态；

c)应能控制防烟排烟系统及通风空词系统的风机和电动排烟防火阀、电控挡烟垂壁、电动防火

阀、常闭送风口、排烟阀(口)、电动排烟窗的动作，并显示其反馈信号。

5．3．9对防火门及防火卷帘系统的控制和显示应符合下列要求：

a)应能显示防火门控制器、防火卷帘控制器的工作状态和故障状态等动态信息；

b)应能显示防火卷帘、常开防火门，人员密集场所中因管理需要平时常闭的疏散门及具有信号

反馈功能的防火门的工作状态；

c)应能关闭防火卷帘和常开防火门，并显示其反馈信号。

5．3．10对电梯的控制和显示应符合下列要求：

a)应能控制所有电梯全部回降首层，非消防电梯应开门停用，消防电梯应开门待用，并显示反馈

信号及消防电梯运行时所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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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应能显示消防电梯的故障状态和停用状态。

5．4消防电话总机

消防电话总机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能与各消防电话分机通话，并具有插人通话功能；

b)应能接收来自消防电话插孔的呼叫，并能通话；

c)应有消防电话通话录音功能；

d)应能显示各消防电话的故障状态，并能将故障状态信息传输给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

5．5消防应急广播控制装置

消防应急广播控制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能显示处于应急广播状态的广播分区、预设广播信息；

b)应能分别通过手动和按照预设控制逻辑自动控制选择广播分区、启动或停止应急广播，并在

扬声器进行应急广播时自动对广播内容进行录音；

c)应能显示应急广播的故障状态，并能将故障状态信息传输给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

5．6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控制装置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控制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应能手动控制自带电源型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的主电工作状态和应急工作状态的

转换；

b)应能分别通过手动和自动控制集中电源型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集中控制型消防应

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从主电工作状态切换到应急工作状态；

c)受消防联动控制器控制的系统应能将系统的故障状态和应急工作状态信息传输给消防控制室

图形显示装置；

d)不受消防联动控制器控制的系统应能将系统的故障状态和应急工作状态信息传输给消防控

制室图形显示装置。

5．7消防电源监控器

消防电源监控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a)应能显示消防用电设备的供电电源和备用电源的工作状态和故障报警信息；

b)应能将消防用电设备的供电电源和备用电源的工作状态和欠压报警信息传输给消防控制室

图形显示装置。

6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的信息记录要求

6．1应记录附录A中规定的建筑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记录容量不应少于i0 000条，记录备份后方

可被覆盖。

6．2应具有产品维护保养的内容和时间、系统程序的进入和退出时间、操作人员姓名或代码等内容的

记录，存储记录容量不应少于10 000条，记录备份后方可被覆盖。

6．3应记录附录B中规定的消防安全管理信息及系统内各个消防设备(设施)的制造商、产品有效期，

记录容量不应少于10 000条，记录备份后方可被覆盖。

6．4应能对历史记录打印归档或刻录存盘归档。

7信息传输要求

7．1 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应能在接收到火灾报警信号或联动信号后10 S内将相应信息按规定的

通讯协议格式传送给监控中心。

7．2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应能在接收到建筑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后100 S内将相应信息按规

定的通讯协议格式传送给监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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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当具有自动向监控中心传输消防安全管理信息功能时，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应能在发出传输

信息指令后100 S内将相应信息按规定的通讯协议格式传送给监控中心。

7．4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应能接收监控中心的查询指令并按规定的通讯协议格式将附录

A、附录B规定的信息传送给监控中心。

7．5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应有信息传输指示灯，在处理和传输信息时，该指示灯应闪亮，在得到监

控中心的正确接收确认后，该指示灯应常亮并保持直至该状态复位。当信息传送失败时应有声、光

指示。

7．6火灾报警信息应优先于其他信息传输。

7．7信息传输不应受保护区域内消防系统及设备任何操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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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建筑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

建筑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内容应符合表A．1要求。

表A．1建筑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

设施名称 内 容

火灾报警信息、可燃气体探测报警信息、电气火灾监控报警信息、屏蔽信
火灾探测报警系统

息、故障信息

消防联动控制器 动作状态、屏蔽信息、故障信息

消防水泵电源的工作状态，消防水泵的启、停状态和故障状态，消防水箱
消火栓系统

(池)水位、管罔压力报警信息及消火栓按钮的报警信息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水喷雾(细水 喷淋泵电源工作状态，喷淋泵的启、停状态和故障状态，水流指示器、信号

雾)灭火系统(泵供水方式) 阿、报警阀、压力开关的正常工作状态和动作状态

气体灭火系统、细水雾灭火系统(压
系统的手动、自动工作状态及故障状态，阀驱动装置的正常工作状态和动

力容器供水方式)
作状态，防护区域中的防火门(宙)、防火阀、通风空调等设备的正常工作

状态和动作状态，系统的启、停信息，紧急停止信号和管网压力信号
消

防
泡沫灭火系统

消防水泵、泡沫液泵电源的工作状态，系统的手动、自动工作状态及故障

联 状态，消防水泵、泡沫液泵的正常工作状态和动作状态

动
系统的手动、自动工作状态及故障状态，阀驱动装置的正常工作状态和动

控 干粉灭火系统
作状态，系统的启、停信息，紧急停止信号和管网压力信号

制

系
系统的手动、自动工作状态，防烟排烟风机电源的工作状态，风机、电动防

防烟排烟系统 火阀、电动排烟防火阀、常闭送风口、排烟阀(口)、电动排烟窗、电动挡烟
统

垂壁的正常工作状态和动作状态

防火卷帘控制器、防火门控制器的工作状态和故障状态；卷帘门的工作状

防火门及卷帘系统 态，具有反馈信号的各类防火门、疏散门的工作状态和故障状态等动态

信息

消防电梯 消防电梯的停用和故障状态

消防应急广播 消防应急广播的启动、停止和故障状态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的故障状态和应急工作状态信息

消防电源 系统内各消防用电设备的供电电源和备用电源工作状态和欠压报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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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附录)

消防安全管理信息

消防安全管理信息内容应符合表B．1要求。

表B．1消防安全管理信息

GB 25506—2010

序号 名 称 内 容

单位名称、编号、类别、地址、联系电话、邮政编码，消防控制室电话；单位

职工人数、成立时间、上级主管(或管辖)单位名称、占地面积、总建筑面
1 基本情况

积、单位总平面图(含消防车道、毗邻建筑等)；单位法人代表、消防安全责

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及专兼职消防管理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

建筑物名称、编号、使用性质、耐火等级、结构类型、建筑高度、地上层数及

建筑面积、地下层数及建筑面积、隧道高度及长度等，建造日期、主要储存

建(构)筑 物名称及数量、建筑物内最大容纳人教、建筑立面图及消防设施平面布置

主
图}消防控制室位置，安全出口的数量、位置及形式(指琉散楼梯)；毗邻建

要 筑的使用性质、结构类型、建筑高度、与本建筑的间距
建

构
堆场

堆场名称、主要堆放物品名称、总储量、最大堆高、堆场平面图(含消防车

2 道、防火间距)筑
物
等 储罐区名称、储罐类型(指地上、地下、立式、卧式、浮顶、固定硬等)、总容
信
息 储罐 积、最大单罐容积及高度、储存物名称、性质和形态、储罐区平面图(含消

防车道、防火间距)

装置区名称、占地面积、最大高度、设计日产量、主要原料、主要产品、装置
装置

区平面图(古消防车道、防火间距)

单位(场所)内消防 重点部位名称、所在位置、使用性质、建筑面积、耐火等级、有无消防设施、
3

安全重点部位信息 责任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及电话

设置部位、系统形式、维保单位名称、联系电话；控制器(含火灾报警、消防

火灾自动 联动、可燃气体报警、电气火灾监控等)、探测器(含火灾探测、可燃气体探

报警系统 测、电气火灾探测等)、手动报警按钮．消防电气控制装置等的类型、型号、

数量、制造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图

市政给水管嘲形式(指环状、支状)及管径、市政管网向建(构)筑物供水的

室 进水管数量及管径、消防水池位置及容量、屋顶水箱位置及容量、其他水
内 消防水源

外
源形式及供水量、消防泵房设置位置及水泵数量、消防给水系统平面布

消 置图
4 防

设 室外消火栓管阿形式(指环状、支状)及管径、消火栓数量、室外消火栓平
施 室外消火栓
信 面布置图

息

室内消火栓管网形式(指环状、支状)及管径、消火栓数量、水泵接合器位
室内消火栓系统

置及数量、有无与本系统相连的屋顶消防水箱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设置部位、系统形式(指湿式、干式、预作用，开式、闭式等)、报警阁位置及

数量、水泵接合器位置及数量、有无与本系统相连的屋顶消防水箱、自动
(含雨淋、水幕)

喷水灭火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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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续)

序号 名 称 内 容

水喷雾(细水雾)灭火系统 设置部位、报警阀位置及数量、水喷雾(细永雾)灭火系统图

系统形式(指有管网、无管罔，组合分配、独立式，高压、低压等)、系统保护

气体灭火系统 的防护区数量及位置、手动控制装置的位置、钢瓶问位置、灭火剂类型、气

体灭火系统图

泡沫灭火系统
设置部位、泡沫种类(指低倍、中倍、高倍，抗溶、氟蛋白等)、系统形式(指

室 液上、液下，固定、半固定等)、泡沫灭火系统图

内
外 干粉灭火系统 设置部位、干粉储罐位置、干粉灭火系统图

消
4 防 防烟排烟系统 设置部位、风机安装位置、风机数量、风机类型、防烟排烟系统图

设
施 防火门及卷帘 设置部位、数量

信
息 消防应急广播 设置部位、数量、消防应急广播系统图

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设置部位、数量、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图

设置部位、消防主电源在配电室是否有独立配电柜供电、备用电源形式
消防电源

(市电、发电机、EPS等)

设置部位、配置类型(指手提式、推车式等)、数量、生产日期、更换药剂
灭火器

日期

检查人姓名、检查日期、检查类别(指日检、月检、季检、年检等)、检查内容

5 消防设施定期检查及维护保养信息 (指各类消防设施相关技术规范规定的内容)及处理结果，维护保养日期、

内容

基本信息 值班人员姓名、每日巡查次数、巡查时间、巡查部位

用火用电 用火、用电、用气有无违章情况

日 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疏散楼梯是否畅通，是否堆放可燃物；疏散走道、疏

常 散楼梯、顶棚装修材料是否合格
防
火 常雕防火门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是否被锁闭；防火卷帘是否处于正常

6
巡 防火门、防火卷帘

查
工作状态，防火卷帘下方是否堆放物品影响使用

记
录 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探测

器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喷头、末端放(试)水装置、
消防设施

报警阀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室内、室外消火栓系统是否处于正常完好

状态；灭火器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

起火时间、起火部位、起火原因、报警方式(指自动、人工等)、灭火方式(指
7 火灾信息

气体、喷水、水喷雾、泡沫、于粉灭火系统，灭火器，消防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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