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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程的附录 A 和附录 B 为规范性附录。 

本规程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规程由辽宁省消防局提出。 

本规程由辽宁省消防局归口。 

本规程负责起草单位：辽宁省消防局、公安部沈阳消防研究所。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袁国斌、关大巍、李苗、梁慧君、苗迦熙、王雅杰、杨雨舟、张伟、

严晓光、王仲镰、李亮、陈广、王野、栾军、许峰、张兴权、许佳华、郭海涛、郑军、郑辉、

于永东、姜平、梅志斌、吴小川、刘玉宝、宋珍、董文辉、刘博、郑伟。 

本规程为首次发布。 



  DB21/T2256－2014 

II 

目   次 

 

前言 ............................................................................. 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系统设计 ....................................................................... 1 

5 系统检测和验收 ................................................................. 3 

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疏散指示系统检测记录 ...................... 7 

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疏散指示系统工程补充验收记录 .............. 9 

 

 

 

 

 

 

 

 

 

 

 

 

 

 

 

 

 

 

 

 

 



DB21/T2256－2014 

1 

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疏散指示系统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疏散指示系统的术语和定义、系统设计、系统检测和验收。 

    本规程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建筑中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疏散指示系统的设计、检测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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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本规程。 

GB 17945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3 术语和定义 

GB 17945 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程。 

3.1  

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疏散指示系统 central controlled fire emergency evacuate indicating system 

应急照明控制器能接收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火灾报警信息或联动控制信号，控制并显示与其相连

的所有消防应急标志灯具的工作状态（或指示方向），为人员疏散进行疏散指示的系统，包括集中电源

型系统和自带电源型系统。 

3.2  

疏散路线 evacuation route 

由指示方向接续的消防应急标志灯具引导、通往安全出口的疏散行动路径或走道。 

4 系统设计 

4.1 一般要求 

4.1.1 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疏散指示系统（以下简称系统）应设置于下列场所： 

a) 单层建筑面积 2000m
2
以上的地下商场，单层建筑面积 5000m

2
以上的地上商场； 

b) 单层建筑面积 1000m
2
以上的地下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单层建筑面积 3000m

2
以上的地上歌

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c) 建筑面积 50000m
2
以上的集贸市场、图书馆、展览中心和医院等场所； 

d) 机场候机楼、地下轨道交通的室内站厅层和站台层； 

e) 建筑高度超过 100m的公共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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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地铁区间隧道。 

4.1.2 系统设备应选择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有关准入制度的产品。 

4.1.3 系统与所配接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之间接口和通讯协议的兼容性应满足国家有关标准的要求。 

4.1.4 系统不应采用电力载波技术。 

4.1.5 系统的应急转换时间不应大于 5s；人员密集场所中疏散楼梯、自动扶梯等高危险区域的系统

应急转换时间不应大于 0.25s。 

4.1.6 具有可变指示方向功能的系统宜具有疏散路线图形化显示功能。 

4.1.7 应急照明控制器（以下简称控制器）中显示的消防应急灯具应与实际的安装位置、数量和方向

相符，同时控制器应能显示消防应急灯具总数及故障总数，并且应能控制和显示与其相连的所有消防应

急灯具的工作状态。 

4.1.8 控制器应能接收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火灾报警信息或联动控制信号，并控制相应的消防应急灯

具转入应急工作状态。 

4.1.9 系统内仅有一台控制器时，控制器应设置于消防控制室或有人值班的场所；系统内有多台控制

器时，主控制器应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其他控制器可设置在配电间等场所。 

4.1.10 控制器的主电源应由消防电源供电；控制器的备用电源的工作时间应满足 GB17945的要求。 

4.1.11 集中电源型系统，应由控制器控制系统内应急照明集中电源、应急照明分配电装置和相应的消

防应急灯具及其它附件实现工作状态转换。 

4.1.12 自带电源型系统应由控制器控制系统内的应急照明配电箱和相应的消防应急灯具及其它附件

实现工作状态转换，灯内的电池必须每三年更换一次。 

4.1.13 在设置场所建筑面积超过 20000m
2
时或设置场所为日常维护不方便的隧道类场所时应采用分散

设置的集中电源供电。 

4.1.14 在设置地埋式灯具的防火分区内，所有消防应急标志灯具宜采用单独的供电回路。 

4.1.15 系统疏散路线指示应与建筑的疏散预案协调一致。 

4.1.16 同一疏散路线上设置的消防应急标志灯具，不论设置方式是否相同，其指向应协同一致、避免

相互矛盾，并且在疏散路线转角处应保证视觉连续。 

4.1.17 袋形走道内消防应急标志灯具指示的疏散方向不应可变。 

4.1.18 地埋式消防应急标志灯具应满足下列基本要求： 

a) 供电电源的电压应采用直流 24V安全电压； 

b) 疏散指示箭头长度不宜小于 100mm；  

c) 防水、防腐、抗压、抗机械损伤等性能应满足使用场所设计要求。 

4.2 常态指示要求 

4.2.1 指示疏散方向和安全出口的消防应急标志灯具在常态指示时应采用常亮的工作方式。 

4.2.2 同一防火分区内，疏散路线应按照就近疏散的原则确定；当各安全出口的位置、宽度（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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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分布明显不均衡时，每一安全出口的疏散宽度与从该安全出口疏散人数的比值应大致相等，保证

整体的疏散效率。 

4.3 应急指示要求 

4.3.1 疏散路线的应急指示应遵循安全、快速、有序的疏散原则。 

4.3.2 火灾发生后，建筑内所有指示疏散方向的消防应急标志灯具宜采用闪亮（或顺序闪亮）的工作

方式。 

4.3.3 当消防应急标志灯具的指示方向或工作状态可通过火灾报警信息联动改变时，联动控制关系应

满足下列要求： 

a) 从控制器接收到火灾探测器首警信号到系统完成疏散路线应急指示的时间不应大于 20s； 

b) 首警防火分区内，当首警探测区域位于或邻近疏散走道、安全出口时，相关疏散路线的疏散

方向指示应远离火灾、避免疏散行动受烟气蔓延过程影响； 

c) 当首警探测区域位于首层未直通室外疏散楼梯间出口且该疏散楼梯间无其他安全出口时，各

楼层相关疏散路线不应通往该疏散楼梯间； 

d) 着火防火分区内，后续火灾报警不应改变已完成的疏散路线应急指示； 

e) 所有相邻防火分区的相关疏散路线不应指向通往首警防火分区的安全出口，且该通往首警防

火分区的安全出口指示标志灯具应熄灭；  

f) 除通往着火防火分区的安全出口外，系统不应联动熄灭安全出口标志灯具； 

g) 具有语音提示功能的安全出口标志灯具，其应急语音提示应与该安全出口火灾时的安全状态

保持一致； 

h)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报警不应联动改变疏散路线； 

i) 系统的联动控制关系设计宜采用工程辅助设计软件。 

5 系统检测和验收 

5.1 一般规定 

5.1.1 建设单位在施工单位对系统调试合格后方可向具有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提出检测申请。 

5.1.2 系统检测时应按附录 A的要求填写系统检测记录。 

5.1.3 系统检测判定标准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系统内的设备及配件选型不符合本规范要求、无国家相关证书和检验报告的，控制器无法及

时接收火灾报警控制器的报警信息或联动控制信号、无法实现联动功能的，地埋式消防应急

标志灯具的选择不满足使用场所设计要求的，不符合 4.3.3 第 a）款要求的，定为 A 类不合

格； 

b) 系统不符合 4.3.3第 b）~h）款要求的定为 B类不合格； 

c) 其余不合格项均为 C类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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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系统检测合格判定为：A=0，且 B≤2，且 B+C≤5 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5.2 系统检测 

5.2.1 控制器 

5.2.1.1 疏散路线图形化显示功能（仅适于具有此项功能的控制器）：应符合 4.1.6的要求。 

检查数量：所有控制器。 

检查方法：目测。 

5.2.1.2 灯具控制与显示功能：应符合 4.1.7的要求。 

检查数量：所有控制器。 

检查方法：目测、操作检验。 

5.2.1.3 灯具连接故障监测功能：控制器在与其相连的消防应急灯具之间的连接线开路、短路(短路时

消防应急灯具转入应急状态除外)时，应发出声、光故障信号，并指示故障部位。声故障信号应能手动

消除，当有新的故障信号时，声故障信号应能再启动。光故障信号在故障排除前应保持。 

检查数量：所有控制器。 

检查方法：操作检验。 

5.2.1.4 集中电源控制与显示功能：当控制器控制应急照明集中电源时，控制器应能控制并显示应急照

明集中电源的工作状态（主电、充电、故障状态，电池电压、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且在与应急照明

集中电源之间连接线开路或短路时，发出声、光故障信号。 

检查数量：所有控制器。 

检查方法：操作检验。 

5.2.2 集中电源 

5.2.2.1 设置形式：应符合 4.1.13的要求。 

检查数量：所有集中电源。 

检查方法：目测、操作检验。 

5.2.2.2 供电回路设计：应符合 4.1.14的要求。 

检查数量：所有设置地埋式灯具的防火分区。 

检查方法：目测、操作检验。 

5.2.3 消防应急标志灯具 

5.2.3.1 协同指示：应符合 4.1.16的要求。 

检查数量：抽查任一防火分区，实际疏散路线数量在 5个及以下者，全部检验；超过 5个者，选

择实际数量的 10%检验，但不应少于 5个。 

检查方法：目测。 

5.2.3.2 袋形走道灯具设置：检查常态和应急状态时袋形走道中消防应急标志灯具的指示方向是否始终

指向袋形走道出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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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所有袋形走道。 

检查方法：目测、操作检验。 

5.2.3.3 使用场所：地埋式消防应急标志灯的工作电压、防水、防腐、抗压、抗机械损伤等性能应满足

本规范及使用场所设计要求，并应能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文件资料。 

5.2.4 常态指示 

5.2.4.1 灯具工作状态：应符合 4.2.1的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目测、操作检验。 

5.2.4.2 疏散路线合理性：应符合 4.2.2的要求。 

检查数量：防火分区数量在 5 个及以下者，全部检验；超过 5 个者，选择疏散条件差异较大的 5

个检验。 

检查方法：公式计算、仿真模拟。 

5.2.5 应急指示 

5.2.5.1 系统响应范围和灯具工作方式：应符合 4.3.2的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目测、操作检验。 

5.2.5.2 系统响应时间：应符合 4.3.3第 a）款的要求。 

检查数量：所有控制器和与其连接的所有火灾报警控制器。 

检查方法：目测、操作检查、用秒表测量完成应急指示的时间。 

5.2.5.3 联动控制关系（仅适于具有可变指示方向功能的系统） 

a) 按照 4.3.3 第 b）款的要求，检查首警探测区域位于或邻近疏散走道、安全出口时，相关疏

散路线的应急指示情况。 

检查数量：选择疏散路线相对复杂的防火分区， 对 5处点型火灾探测器模拟火灾报警，其中至少

2 处位于安全出口区域，至少 1 处位于某一疏散路线中段区域，至少 1 处位于疏散路线交汇口附近区

域。 

检查方法：目测、操作检查。 

b) 按照 4.3.3 第 c）款的要求，检查首警探测区域位于首层未直通室外疏散楼梯间出口时，各

楼层相关疏散路线的应急指示情况（仅适于存在首层未直通室外疏散楼梯间的情况）。 

检查数量：所有首层未直通室外疏散楼梯间。 

检查方法：目测、操作检查。 

c) 按照 4.3.3 第 d）款的要求，检查着火防火分区内的后续火灾报警是否改变首警后的疏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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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检查数量：抽查一个防火分区。 

检查方法：目测、操作检查。 

d) 按照 4.3.3 第 e）款的要求，检查与首警防火分区相邻的防火分区疏散路线应急指示情况，

并且通往首警防火分区的安全出口指示标志灯具应熄灭。 

检查数量：涉及防火分区数量在 5 个及以下者，全部检验；超过 5 个者，选择实际数量的 10%检

验，但不应少于 5个。 

检查方法：目测、操作检查。 

e) 按照 4.3.3第 f）款的要求，检查安全出口指示标志灯具的状态。 

检查数量：涉及防火分区数量在 5 个及以下者，全部检验；超过 5 个者，选择实际数量的 10%检

验，但不应少于 5个。 

检查方法：目测、操作检查。 

f) 按照 4.3.3第 g）款的要求，检查具有语音提示功能的安全出口标志灯具应急时的状态。。 

检查数量：具有语音提示功能的安全出口消防应急标志灯具数量在 5个及以下者，全部检验；超

过 5 个者，选择实际数量不应少于 5个。 

检查方法：耳听、操作检查。 

g) 按照 4.3.3第 h）款的要求，检查手动火灾报警按钮报警时，疏散路线的应急指示情况。 

检查数量：抽查一个防火分区。 

检查方法：目测、操作检查。 

5.3 系统验收 

5.3.1 系统在交付使用前，必须经过工程验收。 

5.3.2 工程验收前应完成系统检测，并提供具有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开具的检测合格报告。 

5.3.3 系统验收应符合现行消防技术标准相关规定，并验收合格。系统的验收应按附录 B的要求填写

工程补充验收记录。 

 

 

 

 

 

 



DB21/T2256－2014 

7 

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疏散指示系统检测记录 

 

系统检测应由具有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并按表 A.1记录。 

表 A.1 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疏散指示系统检测记录 

工程名称  

检测项目 本规程中条款 检测内容 分类 检测结果 不合格原因说明 

一般检查 5.1.3 

设计安装符合性 A 
□合格 

□不合格 
 

国家相关证书及检测报告 A 
□合格 

□不合格 
 

设备选型是否符合本规范要求 A 
□合格 

□不合格 
 

灯具供电方式是否符合本规范要求 A 
□合格 

□不合格 
 

接收火灾报警控制器报警信息,能

实现联动功能 
A 

□合格 

□不合格 
 

应急照明 

控制器 

5.2.1.1 疏散路线图形化显示功能 C 
□合格 

□不合格 
 

5.2.1.2 灯具控制与显示功能 C 
□合格 

□不合格 
 

5.2.1.3 灯具连接故障监测功能 C 
□合格 

□不合格 
 

5.2.1.4 集中电源控制与显示功能 C 
□合格 

□不合格 
 

集中电源 

5.2.2.1 设置形式 C 
□合格 

□不合格 
 

5.2.2.2 供电回路设计 C 
□合格 

□不合格 
 

消防应急 

标志灯具 

5.2.3.1 协同指示 C 
□合格 

□不合格 
 

5.2.3.2 袋形走道灯具设置 C 
□合格 

□不合格 
 

5.2.3.3 使用场所 A 
□合格 

□不合格 
 

常态指示 

5.2.4.1 灯具工作状态 C 
□合格 

□不合格 
 

5.2.4.2 疏散路线合理性 C 
□合格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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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疏散指示系统检测记录（续） 

检测项目 本规程中条款 检测内容 分类 检测结果 不合格原因说明 

应急指示 

5.2.5.1 
系统响应范围和灯具工作方

式 
C 

□合格 

□不合格 
 

5.2.5.2 系统响应时间 A 

时间：  s 

 □合格 

□不合格 

5.2.5.3 

a 
首警防火分区内疏散路线应

急指示情况 
B 

□合格 

□不合格 
 

b 

首层未直通室外疏散楼梯间

出口火灾时，各楼层相关疏散

路线应急指示情况 

B 
□合格 

□不合格 
 

c 
后续火灾报警对已完成疏散

路线应急指示的影响 
B 

□合格 

□不合格 
 

d 
与首警防火分区相邻的防火

分区疏散路线应急指示情况 
B 

□合格 

□不合格 
 

e 
安全出口指示标志灯具的状

态 
B 

□合格 

□不合格 
 

f 
具有语音提示功能的安全出

口标志灯具应急时的状态 
B 

□合格 

□不合格 
 

g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报警时，疏

散路线应急指示情况 
B 

□合格 

□不合格 
 

检测结论 

 

 

 

 

 

 

 

 

                                        检测单位（公章） 

                                        检测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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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疏散指示系统工程补充验收记录 

 

系统验收应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监理工程师、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和设计单位负责人等进

行，并按表 B.1记录。 

表 B.1集中控制型消防应急疏散指示系统工程补充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验收内容 验收结果 

应急照明控制器验收 

 

集中电源验收 

 

消防应急标志灯具验收 

 

常态指示验收 

 

应急指示验收 

 

验收结论  

验 

收 

单 

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 

 

 

（公章） 

 

 

 

 

 

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公章） 

 

 

 

 

 

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公章） 

 

 

 

 

 

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公章） 

 

 

 

 

 

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