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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4年度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

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2013]169号）的要求，由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

研究所、山东起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完成。 

在编制过程中，本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国内外建筑防火

封堵实践经验和消防科技成果，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

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后经审查定稿。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术语、

基本规定、建筑缝隙封堵设计、贯穿孔口封堵设计及施工和验收等。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应急管理部负责日常管理，应急管

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希望各单位结合工程实践和科

学研究认真总结经验，注意积累资料，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

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南路 110号，邮编：

300381）。 

本标准主编单位：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山东起凤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编单位：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东北电力设计院 

陕西省消防救援总队 

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 

喜利得（中国）有限公司 

3M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金错锣贸易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倪照鹏  王宗存  田绪峰  张  明 

王  栋  王以革  徐晓楠  刘祖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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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防止火焰和烟气通过建筑缝隙和贯穿孔口在建筑内蔓延，保证建筑防

火、防烟分隔的完整性与有效性，保障人身安全，减少火灾损失，制定本标准。 

【条文说明】 

1.0.2 本标准适用于建设工程中建筑缝隙、贯穿孔口等的防火封堵设计、施工

和验收。【条文说明】 

1.0.3 建筑防火封堵的设计、施工和验收应贯彻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符合工程

建设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到安全适用、经济合理、环保健康、技术先进。 

【条文说明】 

1.0.4 建筑防火封堵的设计、施工和验收，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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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防火封堵 firestop 

采用具有一定防火、防烟、隔热性能的材料对建筑缝隙、贯穿孔口等进行

密封或填塞，能在设计的耐火时间内与相应建筑结构或构件协同工作，以阻止

热量、火焰和烟气穿过的一种防火构造措施。【条文说明】 

2.0.2 建筑缝隙 construction joint 

建筑结构或构件之间的缝隙，其他防火分隔物与建筑结构或构件之间的缝

隙和设备管线穿过耐火结构或构件时与结构或构件之间形成的缝隙。【条文说

明】 

2.0.3 被贯穿体 penetrated item 

因工艺和功能等要求需穿过管线等物体的建筑结构或构件。 

2.0.4 贯穿物 penetration item 

穿越被贯穿体的物体。 

2.0.5 贯穿孔口 penetration opening 

贯穿物穿越被贯穿体时形成的孔口。 

2.0.6 空开口 blank opening【条文说明】 

为满足工艺、功能等要求，在防火分隔构件或建筑结构上预留的孔口。 

2.0.7 防火封堵组件 penetration firestop system 

由几种不同防火封堵材料及其支撑等构成的组合封堵体。【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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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防火封堵组件的防火、防烟和隔热性能不应低于封堵部位建筑构件或结

构的防火、防烟和隔热性能要求，在正常使用和火灾条件下，应能防止发生脱

落、移位、变形和开裂。【条文说明】 

3.0.2 建筑防火封堵材料应根据封堵部位的类型、缝隙或开口大小以及耐火性

能要求等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条文说明】 

1 对于建筑缝隙，宜选用柔性有机堵料、防火密封胶、防火密封漆等及其

组合； 

2 对于环形间隙较小的贯穿孔口，宜选用柔性有机堵料、防火密封胶、泡

沫封堵材料、阻火包带、阻火圈等及其组合； 

3 对于环形间隙较大的贯穿孔口，宜选用无机堵料、阻火包、阻火模块、

防火封堵板材、阻火包带、阻火圈等及其组合。 

3.0.3 建筑防火封堵的背衬材料应为不燃材料，并宜结合防火封堵部位的特点、

防火封堵材料及封堵方式选用。当背衬材料采用矿物棉时，矿物棉的容重不应

低于 80kg/m³，熔点不应小于 1000℃，并应在填塞前将自然状态的矿物棉预先

压缩不小于 30%后再挤入相应的封堵位置。【条文说明】 

3.0.4 当采用无机堵料时，无机堵料的厚度应与贯穿孔口的厚度一致，封堵后

的缝隙应采用有机防火封堵材料填塞，且填塞深度不应小于 15mm。【条文说明】 

3.0.5 当采用柔性有机堵料时，柔性有机堵料的填塞深度应与建筑缝隙或环形

间隙的厚度一致，长度应为建筑缝隙或环形间隙的全长。当配合矿物棉等背衬

材料使用时，柔性有机堵料的填塞深度不应小于 15mm，长度应为建筑缝隙或环

形间隙的全长，建筑缝隙或环形间隙的内部应采用矿物棉等背衬材料完全填塞。 

【条文说明】 

3.0.6 当采用防火密封胶时，应配合矿物棉等背衬材料使用，防火密封胶的填

塞深度不应小于 15mm，长度应为建筑缝隙或环形间隙的全长，建筑缝隙或环形

间隙的内部应采用矿物棉等背衬材料完全填塞。当建筑缝隙或环形间隙的宽度

大于或等于 50mm时，防火密封胶的填塞深度不应小于 25mm。【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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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当采用防火密封漆时，其涂覆厚度不宜小于 3mm，干厚度不应小于 2mm，

长度应为建筑缝隙的全长，宽度应大于建筑缝隙的宽度，并应在建筑缝隙的内

部用矿物棉等背衬材料完全填塞。防火密封漆的搭接宽度不应小于 20mm。 

【条文说明】 

3.0.8 当采用阻火包或阻火模块时，应交错密实堆砌，并应在封堵后采用有机

防火封堵材料封堵相应部位的缝隙。【条文说明】 

3.0.9 当采用防火封堵板材时，板材周边及搭接处应采用有机防火封堵材料封

堵；当采用盖板式安装时，板材的周边还应采用金属锚固件固定，锚固件的间

距不宜大于 150mm。【条文说明】 

3.0.10 当采用泡沫封堵材料时，其封堵厚度应与贯穿孔口的厚度一致。 

【条文说明】 

3.0.11 当采用阻火包带或阻火圈时，对于水平贯穿部位，应在该部位的两侧分

别设置阻火包带或阻火圈；对于竖向贯穿部位，宜在该部位下侧设置阻火包带

或阻火圈；对于腐蚀性场所的贯穿部位，宜采用阻火包带。【条文说明】 

3.0.12 当防火封堵组件及贯穿物的刚性不足时，应在水平贯穿部位两侧或竖向

贯穿部位下侧采用钢丝网、不燃性板材或支架等支撑固定。钢丝网、不燃性板

材或支架等支撑及其与墙体、楼板或其他结构间的固定件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 

【条文说明】 

3.0.13 当被贯穿体具有空腔结构时，应采取防止防火封堵材料或组件变形影响

封堵效果的措施。 

3.0.14 楼板上贯穿孔口的防火封堵组件不应承受其他外荷载；对于面积较大的

封堵部位，应采取在封堵部位周围设置栏杆等防护措施，并应设置明显的标志。 

【条文说明】 

3.0.15 无机堵料、柔性有机堵料、防火密封胶、泡沫封堵材料等防火封堵材料

的燃烧性能、理化性能及防火封堵组件的耐火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防

火封堵材料》GB23864 的有关规定。阻火圈的燃烧性能、理化性能和耐火性能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塑料管道阻火圈》GA304 的有关规定。【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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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缝隙封堵设计 

4.0.1 建筑缝隙的防火封堵应根据建筑缝隙的位置、伸缩率、宽度和深度以及

使用防火封堵材料或组件的环境温度和湿度条件、防水要求等，选用合适的防

火封堵材料或组件。【条文说明】 

4.0.2 楼板之间、楼板与防火分隔墙体之间、防火分隔墙体之间的建筑缝隙防

火封堵应符合下列规定：【条文说明】 

1 对于使用时无振动或伸缩的缝隙，宜采用矿物棉等背衬材料填塞，并应

在背衬材料外覆盖有机防火封堵材料； 

2 对于使用时有振动或伸缩的缝隙，应采用矿物棉等背衬材料填塞，并应

在背衬材料外覆盖弹性有机防火封堵材料。 

4.0.3 建筑幕墙的层间封堵应符合下列规定：【条文说明】 

1 幕墙与建筑窗槛墙之间的空腔应在建筑缝隙上、下沿处分别采用矿物棉

等背衬材料填塞且填塞高度均不应小于 200mm；在矿物棉等背衬材料的上面应

覆盖具有弹性的防火封堵材料，在矿物棉下面应设置承托板。 

2 幕墙与防火墙或防火隔墙之间的空腔应采用矿物棉等背衬材料填塞，填

塞厚度不应小于防火墙或防火隔墙的厚度，两侧的背衬材料的表面均应覆盖具

有弹性的防火封堵材料。 

3 承托板应采用钢质承托板，且承托板的厚度不应小于 1.5mm。承托板与

幕墙、建筑外墙之间及承托板之间的缝隙，应采用具有弹性的防火封堵材料封

堵。 

4 防火封堵的构造应具有自承重和适应缝隙变形的性能。 

4.0.4 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与基层墙体、装饰层之间的空腔的层间防火封堵应

符合下列规定：【条文说明】 

1 应在与楼板水平的位置采用矿物棉等背衬材料完全填塞，且背衬材料的

填塞高度不应小于 200mm； 

2 在矿物棉等背衬材料的上面应覆盖具有弹性的防火封堵材料； 

3 防火封堵的构造应具有自承重和适应缝隙变形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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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 沉降缝、伸缩缝、抗震缝等建筑变形缝在防火分隔部位的防火封堵应符

合下列规定：【条文说明】 

1 应采用矿物棉等背衬材料填塞； 

2 背衬材料的填塞厚度不应小于 200mm，背衬材料的下部应设置钢质承托

板，承托板的厚度不应小于 1.5mm； 

3 承托板之间、承托板与主体结构之间的缝隙，应采用具有弹性的防火封

堵材料填塞； 

4 在背衬材料的外面应覆盖具有弹性的防火封堵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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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贯穿孔口封堵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贯穿孔口的防火封堵应根据贯穿物的材料类型、性能和尺寸、贯穿孔口

及其环形间隙大小、被贯穿体的类型和特性以及使用环境的温度、湿度条件等

因素，选择合适的封堵材料和封堵方式。【条文说明】 

5.1.2 烟密性要求较高的防火封堵部位，应采用防烟效果良好的防火封堵组件。 

【条文说明】 

5.2 管道贯穿孔口的封堵 

5.2.1 熔点不低于1000℃且无绝热层的金属管道贯穿具有耐火性能要求的建筑

结构或构件时，贯穿孔口的防火封堵应符合下列规定：【条文说明】 

1 环形间隙应采用无机或有机防火封堵材料封堵；或采用矿物棉等背衬材

料填塞并覆盖有机防火封堵材料；或采用防火封堵板材封堵，并在管道与防火

封堵板材之间的缝隙填塞有机防火封堵材料。 

2 贯穿部位附近存在可燃物时，被贯穿体两侧长度各不小于 1.0m范围内的

管道应采取防火隔热措施。 

5.2.2 熔点不低于1000℃且有绝热层的金属管道贯穿具有耐火性能要求的建筑

结构或构件时，贯穿孔口的防火封堵应符合下列规定：【条文说明】 

1 当绝热层为熔点不低于 1000℃的不燃材料或贯穿部位未采取绝热措施

时，防火封堵应符合本标准第 5.2.1 条的规定； 

2 当绝热层为可燃材料，但被贯穿体两侧长度各不小于 1.0m范围内的管道

绝热层为熔点不低于 1000℃的不燃材料时，防火封堵应符合本标准第 5.2.1 条

的规定； 

3 当不符合本条第 1款、第 2款的规定时，环形间隙应采用矿物棉等背衬

材料填塞并覆盖膨胀性的防火封堵材料；或采用防火封堵板材封堵，并在管道

与防火封堵板材之间的缝隙填塞膨胀性的防火封堵材料。在竖向贯穿部位的下

侧或水平贯穿部位两侧的管道上，还应设置阻火圈或阻火包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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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熔点低于 1000℃的金属管道贯穿具有耐火性能要求的建筑结构或构件

时，其贯穿孔口防火封堵应符合下列规定：【条文说明】 

1 当为单根管道贯穿时，环形间隙应采用矿物棉等背衬材料填塞并覆盖膨

胀性的防火封堵材料。对于公称直径大于 50mm 的管道，在竖向贯穿部位的下侧

或水平贯穿部位两侧的管道上还应设置阻火圈或阻火包带。 

2 当为多根管道贯穿时，应符合本条第 1款的规定；或采用防火封堵板材

封堵，并在管道与防火封堵板材之间的缝隙填塞膨胀性的防火封堵材料。每根

管道均应设置阻火圈或阻火包带。 

3 当在无绝热层的管道贯穿部位附近存在可燃物时，被贯穿体两侧长度各

不小于 1.0m范围内的管道还应采取防火隔热防护措施。 

5.2.4 塑料管道贯穿具有耐火性能要求的建筑结构或构件时，贯穿部位的环形

间隙应采用矿物棉等背衬材料填塞并覆盖膨胀性的防火封堵材料；或采用防火

封堵板材封堵，并在管道与防火封堵板材之间的缝隙填塞膨胀性的防火封堵材

料。对于公称直径大于 50mm的管道，还应在竖向贯穿部位的下侧或水平贯穿部

位两侧的管道上设置阻火圈或阻火包带。【条文说明】 

5.2.5 耐火风管贯穿部位的环形间隙宜采用具有弹性的防火封堵材料封堵；或

采用矿物棉等背衬材料填塞并覆盖具有弹性的防火封堵材料；或采用防火封堵

板材封堵，并在风管与防火封堵板材之间的缝隙填塞具有弹性的防火封堵材料。 

【条文说明】 

5.2.6 管道井、管沟、管窿防火分隔处的封堵应采用矿物棉等背衬材料填塞并

覆盖有机防火封堵材料；或采用防火封堵板材封堵，并在管道与防火封堵板材

之间的缝隙填塞有机防火封堵材料。【条文说明】 

 

5.3 电气线路贯穿孔口的封堵 

5.3.1 电气线路导管贯穿孔口的防火封堵应符合下列规定：【条文说明】 

1 对于金属导管，应符合本标准第 5.2.1条或第 5.2.3条的规定； 

2 对于塑料导管，应符合本标准第 5.2.4条的规定。 

5.3.2 电缆贯穿孔口的防火封堵应符合下列规定：【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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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贯穿孔口的环形间隙较小时，应采用膨胀性的有机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2 当贯穿孔口的环形间隙较大时，应采用无机防火封堵材料封堵；或采用

矿物棉等背衬材料填塞并覆盖膨胀性的有机防火封堵材料；或采用防火封堵板

材、阻火模块封堵，并在电缆与防火封堵板材或阻火模块之间的缝隙填塞膨胀

性的防火封堵材料。 

3 电缆之间的缝隙应采用膨胀性的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4 对于高压电缆，应采用具有弹性的防火封堵材料。 

5.3.3 母线槽贯穿孔口的防火封堵除应符合本标准第 5.2.1条的规定外，母线

槽内母线之间的缝隙还应采用膨胀性的防火封堵材料封堵。【条文说明】 

5.3.4 非封闭电缆槽盒的贯穿孔口应符合本标准第 5.3.2条的规定。【条文说

明】 

5.3.5 封闭电缆槽盒贯穿孔口的防火封堵应符合下列规定：【条文说明】 

1 对于金属槽盒，应符合本标准第 5.2.1条的规定； 

2 对于塑料槽盒，应符合本标准第 5.2.4条的规定； 

3 在贯穿部位的电缆槽盒内应采用膨胀性的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4 使用时存在振动的场所或者高压电缆槽盒，应采用具有弹性的防火封堵

材料封堵。 

5.3.6 电缆井的每层水平防火分隔处应采用无机或膨胀性的防火封堵材料封

堵；或采用矿物棉等背衬材料填塞并覆盖膨胀性的防火封堵材料；或采用防火

封堵板材封堵，在电缆与防火封堵板材之间的缝隙填塞膨胀性防火封堵材料，

并应符合本标准第 5.3.1 条、第 5.3.2条的规定。【条文说明】 

 

5.4 其他贯穿孔口的封堵 

5.4.1 多种不同贯穿物混合穿越被贯穿体时，防火封堵应分别符合本标准相应

类型贯穿孔口的有关防火封堵要求。【条文说明】 

5.4.2 空开口应根据开口的大小选择合适的防火封堵方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开口面积小于或等于 0.25 ㎡的空开口，宜采用无机或有机防火封堵材料

封堵；或采用矿物棉等背衬材料填塞并覆盖有机防火封堵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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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口面积大于 0.25㎡的空开口，宜采用无机防火封堵材料、防火封堵板

材、阻火包、阻火模块封堵，缝隙应采用有机防火封堵材料封堵。【条文说明】 

5.4.3 防火门、防火窗以及防火卷帘的导轨、箱体等与建筑结构或构件之间的

缝隙，应采用具有弹性的防火封堵材料封堵；或采用矿物棉等背衬材料填塞并

覆盖具有弹性的防火封堵材料；或采用防火封堵板材、阻火模块封堵，缝隙应

采用具有弹性的防火封堵材料封堵。【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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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和验收 

6.1 一般规定 

6.1.1 建筑防火封堵施工应按照设计文件、相应产品的技术说明和操作规程以

及防火封堵组件的构造要求进行。【条文说明】 

6.1.2 施工前，施工单位应做好下列准备工作：【条文说明】 

1 应按设计文件和相应产品的技术说明确认并修整现场条件，制定具体的

施工方案，并经监理单位审核批准后组织实施； 

2 应逐一查验防火封堵材料、辅助材料的适用性、技术说明； 

3 当被贯穿体类型和厚度、贯穿孔口尺寸、贯穿物类型和数量等现场条件

与设计要求不一致时，施工单位应告知设计单位，并由设计单位出具变更设计

文件； 

4 应根据工艺要求和现场情况准备施工机械、工具和安全防护设施等必要

的作业条件。对施工现场可能产生的危害制定应急预案，并进行交底、培训和

必要的演练。 

6.1.3 施工期间，应根据现场情况采取防止污染地面、墙面及建筑其他构件或

结构表面的防护措施。 

6.1.4 对重要工序和关键部位应加强质量检查，并应按照本标准附录 A填写施

工过程检查记录，宜同时留存图像资料。隐蔽工程中的防火封堵应在隐蔽工程

封闭前进行中间验收，并应按照本标准附录 B填写相应的隐蔽工程质量验收记

录。【条文说明】 

6.1.5 建筑防火封堵工程的竣工验收应符合建设工程施工验收的有关程序。 

【条文说明】 

6.2 施工 

6.2.1 封堵作业前，应清理建筑缝隙、贯穿孔口、贯穿物和被贯穿体的表面，

去除杂物、油脂、结构上的松动物体，并应保持干燥。需要养护的封堵部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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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堵作业后按照产品使用要求进行养护，并应在养护期间采取防止外部扰动

的措施。【条文说明】 

6.2.2 背衬材料采用矿物棉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施工： 

1 矿物棉压缩不应小于自然状态的 30%，且压缩后的矿物棉厚度应稍大于

封堵部位缝隙的宽度，并应符合本标准第 3.0.3 条的规定； 

2 压实后的矿物棉应顺挤压面塞入封堵部位，矿物棉应靠其回胀力阻止脱

落，并应与待封堵部位的表面齐平； 

3 填塞的矿物棉应经监理人员验证其阻止脱落的性能后方能进行下一步的

防火封堵施工。【条文说明】 

6.2.3 无机堵料应按下列顺序和要求进行施工：【条文说明】 

1 在封堵部位应设置临时或永久性的挡板； 

2 应按照产品使用要求加水均匀搅拌无机堵料； 

3 应将搅拌后的无机堵料灌注到封堵的部位，并抹平表面； 

4 应在无机堵料养护周期满后再封堵无机堵料与贯穿物、被贯穿体之间的

缝隙，并应符合本标准第 3.0.4 条的规定。 

6.2.4 柔性有机堵料和防火密封胶应按下列顺序和要求进行施工：【条文说明】 

1 应按照本标准第 6.2.2条的规定采用矿物棉填塞封堵部位； 

2 应采用挤胶枪等工具填入堵料，抹平表面，并应符合本标准第 3.0.5 条

和第 3.0.6条的规定。 

6.2.5 防火密封漆应按下列顺序和要求进行施工：【条文说明】 

1 应按照本标准第 6.2.2条的规定采用矿物棉填塞封堵部位； 

2 应采用刷子或喷涂设备等均匀涂覆堵料，厚度、搭接宽度均应符合本标

准第 3.0.7条的规定。 

6.2.6 阻火模块、阻火包应按下列顺序和要求进行施工：【条文说明】 

1 阻火模块应交错堆砌，并应按照产品使用要求牢固粘接； 

2 应封堵阻火模块、阻火包与贯穿物、被贯穿体之间的缝隙，并应符合本

标准第 3.0.8条的规定。 

6.2.7 防火封堵板材应按下列顺序和要求进行施工：【条文说明】 

1 应按封堵部位的形状和尺寸剪裁板材，并应对切割边进行钝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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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在板材安装后按照相应产品的使用技术要求封堵板材与贯穿物、被贯

穿体之间的缝隙，并应符合本标准第 3.0.9条的规定。 

6.2.8 泡沫封堵材料应按下列顺序和要求进行施工：【条文说明】 

1 在封堵部位应设置临时或永久性的挡板； 

2 应按本标准第 3.0.10条的规定将混合后的材料灌注到封堵的部位。 

6.2.9 阻火圈应按下列顺序和要求进行施工：【条文说明】 

1 应按照设计要求在管道贯穿部位的环形间隙内紧密填塞防火封堵材料； 

2 应将阻火圈套在贯穿管道上； 

3 应采用膨胀螺栓将阻火圈固定在建筑结构或构件上。 

6.2.10 阻火包带应按下列顺序和要求进行施工：【条文说明】 

1 应按照产品使用要求将阻火包带缠绕到贯穿物上，并应缓慢推入贯穿部

位的环形间隙内，或在阻火包带外采用具有防火性能的专用箍圈固定； 

2 应采用具有膨胀性的柔性有机堵料或防火密封胶封堵贯穿部位的环形间

隙，并应符合本标准第 3.0.5条和第 3.0.6条的规定。 

 

6.3 验收 

6.3.1 防火封堵工程完成后，施工单位应组织进行施工质量自查、自验。自查、

自验后，应向建设单位提交下列文件：【条文说明】 

1 防火封堵工程竣工报告； 

2 防火封堵材料、组件的检测合格报告； 

3 施工过程检查记录； 

4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5 施工完成后的自查、自验记录。 

6.3.2 建筑缝隙防火封堵的材料选用、构造做法等应符合设计和施工要求。 

1 应检查防火封堵的外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直观检查有无脱落、变形、开裂等现象。【条文说明】 

2 应检查防火封堵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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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每个防火分区抽查建筑缝隙封堵总数的 20%，且不少于 5 处，

每处取 5个点。当同类型防火封堵少于 5处时，应全部检查。 

检查方法：直尺测量缝隙封堵的宽度，取 5个点的平均值。 

3 应检查防火封堵的深度。 

检查数量：每个防火分区抽查建筑缝隙封堵总数的 20%，且不少于 5 处，

每处现场取样 5个点。当同类型防火封堵少于 5处时，应全部检查。 

检查方法：游标卡尺测量取样的材料厚度。 

4 应检查防火封堵的长度。 

检查数量：每个防火分区抽查建筑缝隙封堵总数的 20%，且不少于 5 处，

每处现场取样 5个点。当同类型防火封堵少于 5处时，应全部检查。 

检查方法：直尺或卷尺测量封堵部位的长度。 

6.3.3 贯穿孔口防火封堵的材料选用、构造做法等应符合设计和施工要求。 

1 应检查防火封堵的外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直观检查有无脱落、变形、开裂等现象。 

2 应检查防火封堵的宽度。 

检查数量：每个防火分区抽查贯穿孔口封堵总数的 30%，且不少于 5 处，

每处取 3个点。当同类型防火封堵少于 5个时，应全部检查。 

检查方法：直尺测量贯穿孔口的宽度。 

3 应检查防火封堵的深度。 

检查数量：每个防火分区抽查贯穿孔口封堵总数的 30%，且不少于 5 处，

每处取 3个点。当同类型防火封堵少于 5处时，应全部检查。 

检查方法：游标卡尺测量取样的材料厚度，取 3个点的平均值。【条文说

明】 

6.3.4 当柔性有机堵料、防火密封胶、防火密封漆等防火封堵材料的长度、厚

度和宽度现场抽样测量负偏差值的个数不超过抽验点数的 5%时，可判定该类防

火封堵合格，但应整改不合格的部位；当超过 5%时，应判定该类防火封堵不合

格，并应对同类防火封堵全数检查，不合格部位应在整改后重新验收。【条文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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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当无机堵料、泡沫封堵材料、阻火包、防火封堵板材、阻火模块等防火

封堵材料的外观检查不合格的个数不超过抽验点数的 10%时，可判定该类防火

封堵合格，但应整改不合格的部位；当超过 10%时，应判定该类防火封堵不合

格，并应对同类防火封堵全数检查，不合格部位应在整改后重新验收。【条文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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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防火封堵施工过程检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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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防火封堵隐蔽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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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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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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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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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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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防火封堵材料》GB23864 

《塑料管道阻火圈》GA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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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资源网（www.1190119.com） 

由石峥蝶先生创办，立志打造最专业的消防频道， 

是消防人必备的工作平台。主要包括以下频道： 

   

 

                          

 

 

 

 

  

   

  

                      

消防规范网 gf.1190119.com         中标公示网 gs.1190119.com 

 

                                      

 

 

 

   

 

  

消防大讲堂 v.1190119.com          招标公告网 zb.1190119.com 

                          

 

 

 

  

 

 

 

消防经典汇编 h.1190119.com        注册消防工程师 zt.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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