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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ＧＢ１５３２２《可燃气体探测器》分为以下部分：

———第１部分：工业及商业用途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２部分：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３部分：工业及商业用途便携式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４部分：工业及商业用途线型光束可燃气体探测器。

本部分为ＧＢ１５３２２的第３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ＧＢ１５３２２．３—２００３《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３部分：测量范围为０～１００％ＬＥＬ的便携式

可燃气体探测器》和ＧＢ１５３２２．６—２００３《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６部分：测量人工煤气的便携式可燃气体

探测器》。本部分与ＧＢ１５３２２．３—２００３和ＧＢ１５３２２．６—２００３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将ＧＢ１５３２２．３—２００３和ＧＢ１５３２２．６—２００３的内容合并为一个部分；

———按照测量范围将探测器分为三种：测量范围在３％ＬＥＬ～１００％ＬＥＬ之间的探测器、测量范围

在３％ＬＥＬ以下的探测器和测量范围在１００％ＬＥＬ以上的探测器。按照工作方式将探测器分

为两种：连续工作型探测器和单次测量型探测器 （见第 ３ 章，ＧＢ１５３２２．３—２００３ 和

ＧＢ１５３２２．６—２００３的第４章）；

———增加了探测器浓度显示功能的要求（见４．３．１．５）；

———修改了高温（运行）试验和低温（运行）试验的试验条件，以及在各项试验条件下对探测器报警

动作值的要求（见第４章，ＧＢ１５３２２．３—２００３和ＧＢ１５３２２．６—２００３的第５章）；

———增加了抗中毒性能试验（见４．３．１２）；

———增加了低浓度运行试验（见４．３．１４）。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应急管理部沈阳消防研究所、成都安可信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汉威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阜阳华信电子仪器有限公司、济南本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英吉森安全消防系统（上海）有限

公司、北京惟泰安全设备有限公司、西安博康电子有限公司、上海达江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郭春雷、费春祥、关明阳、郭锐、谢锋、丁宏军、康卫东、张颖琮、赵宇、王强、

蒋妙飞、邓丽红、赵英然、姜波、孟宇、朱刚、王玉祥、李克亭、贾冬梅。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５３２２—１９９４；

———ＧＢ１５３２２．３—２００３；

———ＧＢ１５３２２．６—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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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３部分：工业及商业用途便携式

可燃气体探测器

１　范围

ＧＢ１５３２２的本部分规定了工业及商业用途便携式可燃气体探测器的分类、要求、试验、检验规则和

标志。

本部分适用于工业及商业场所使用的用于探测烃类、醚类、酯类、醇类、一氧化碳、氢气及其他可燃

性气体、蒸气的便携式可燃气体探测器（以下简称“探测器”）。工业及商业场所中使用的具有特殊性能

的探测器，除特殊要求由有关标准另行规定外，亦可执行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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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３８３６．１—２０１０　爆炸性环境　第１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ＧＢ／Ｔ９９６９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ＧＢ１２９７８　消防电子产品检验规则

ＧＢ１５３２２．１—２０１９　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１部分：工业及商业用途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ＧＢ／Ｔ１６８３８　消防电子产品　环境试验方法及严酷等级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２０１８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２０１６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３　分类

３．１　按测量范围分为：

ａ）　测量范围在３％ＬＥＬ～１００％ＬＥＬ之间的探测器；

ｂ）　测量范围在３％ＬＥＬ以下的探测器（包括探测一氧化碳的探测器）；

ｃ）　测量范围在１００％ＬＥＬ以上的探测器。

注：爆炸下限（ＬＥＬ）为可燃气体或蒸气在空气中的最低爆炸浓度。

３．２　按工作方式分为：

ａ）　连续工作型探测器；

ｂ）　单次测量型探测器。

４　要求

４．１　总则

探测器应满足第４章的相关要求，并按第５章的规定进行试验，以确认探测器对第４章要求的符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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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

４．２　外观要求

４．２．１　探测器应具备产品出厂时的完整包装，包装中应包含质量检验合格标志和使用说明书。

４．２．２　探测器表面应无腐蚀、涂覆层脱落和起泡现象，无明显划伤、裂痕、毛刺等机械损伤，紧固部位无

松动。

４．３　性能

４．３．１　一般要求

４．３．１．１　探测器应采用电池供电。采用可更换电池的探测器应具有防止极性反接的电池安装结构。

４．３．１．２　探测器应具有工作状态指示灯，指示其正常监视、故障、报警工作状态。正常监视状态指示应

为绿色，故障状态指示应为黄色，报警状态指示应为红色，低限和高限报警状态指示应能明确区分。指

示灯应有中文功能注释。在５ｌｘ～５００ｌｘ光照条件下、正前方１ｍ处，指示灯的状态应清晰可见。

注：正常监视状态指探测器接通电源正常工作，且未发出报警信号或故障信号时的状态。

４．３．１．３　在额定工作电压条件下，探测器报警声信号在其正前方１ｍ处的最大声压级（Ａ计权）应不小

于７０ｄＢ，不大于１１５ｄＢ。

４．３．１．４　探测器在被监测区域内的可燃气体浓度达到报警设定值时，应能发出报警声、光信号。再将探

测器置于正常环境下中，３０ｓ内应能自动（或手动）恢复到正常监视状态。

４．３．１．５　探测器应具有浓度显示功能。在５ｌｘ～５００ｌｘ光照条件下、正前方０．５ｍ处，显示信息应清晰

可见。当被监测区域内的可燃气体浓度超过其量程时，探测器应具有明确的超量程指示。

４．３．１．６　探测器的量程和报警设定值规定如下：

ａ）　测量范围在３％ＬＥＬ～１００％ＬＥＬ之间的探测器，其低限报警设定值应在５％ＬＥＬ～２５％ＬＥＬ

范围，如具有高限报警设定值，应为５０％ＬＥＬ。低限报警设定值如可调，其低限报警设定值应

在５％ＬＥＬ～２５％ＬＥＬ范围内可调。

ｂ）　探测一氧化碳的探测器，其低限报警设定值应在１５０×１０
－６（体积分数）～３００×１０

－６（体积分

数）范围，如具有高限报警设定值，应为５００×１０－６（体积分数）。低限报警设定值如可调，其低

限报警设定值应在１５０×１０－６（体积分数）～３００×１０
－６（体积分数）范围内可调。

ｃ）　测量范围在３％ＬＥＬ以下的探测器和测量范围在１００％ＬＥＬ以上的探测器应由制造商规定其

量程和报警设定值。

ｄ）　探测器使用说明书中应注明量程和报警设定值等参数。

４．３．１．７　探测器采用插拔结构气体传感器时，应具有结构性的防脱落措施。气体传感器发生脱落时，探

测器应能在３０ｓ内发出有明显区别的故障声、光信号。

４．３．１．８　探测器应具有声光部件手动自检功能。

４．３．１．９　探测器应在使用说明书中注明气体传感器的使用期限。

４．３．１．１０　探测器应采用满足ＧＢ３８３６．１—２０１０要求的防爆型式。

４．３．１．１１　探测器的型号编制应符合ＧＢ１５３２２．１—２０１９中附录Ａ的规定。

４．３．１．１２　探测器的使用说明书应满足ＧＢ／Ｔ９９６９的相关要求。

４．３．２　报警动作值

４．３．２．１　在本部分规定的试验项目中，测量范围在３％ＬＥＬ～１００％ＬＥＬ之间的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不

应低于５％ＬＥＬ。探测一氧化碳的探测器，其报警动作值不应低于５０×１０－６（体积分数）。

４．３．２．２　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规定如下：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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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测量范围在３％ＬＥＬ～１００％ＬＥＬ之间的探测器，其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

应大于３％ＬＥＬ；

ｂ）　测量范围在３％ＬＥＬ以下的探测器，其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应大于３％

量程和５０×１０－６（体积分数）之中的较大值。探测一氧化碳的探测器，其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

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应大于５０×１０－６（体积分数）；

ｃ）　测量范围在１００％ＬＥＬ以上的探测器，其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应大于

３％量程。

４．３．３　量程指示偏差

在探测器量程内选取若干试验点作为基准值，使被监测区域内的可燃气体浓度分别达到对应的基

准值。探测器的显示值与基准值之差规定如下：

ａ）　测量范围在３％ＬＥＬ～１００％ＬＥＬ之间的探测器，其试验点上的可燃气体浓度显示值与基准值

之差的绝对值不应大于５％ＬＥＬ。

ｂ）　测量范围在３％ＬＥＬ以下的探测器，其试验点上的可燃气体浓度显示值与基准值之差的绝对

值不应大于５％量程和８０×１０－６（体积分数）之中的较大值。探测一氧化碳的探测器，其浓度

显示值与基准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应大于８０×１０－６（体积分数）。

ｃ）　测量范围在１００％ＬＥＬ以上的探测器，其试验点上的可燃气体浓度显示值与基准值之差的绝

对值不应大于５％量程。

４．３．４　响应时间

向探测器通入流量为５００ｍＬ／ｍｉｎ，浓度为满量程的６０％的试验气体，保持６０ｓ，记录探测器的显

示值作为基准值。显示值达到基准值的９０％所需的时间为探测器的响应时间。探测一氧化碳的探测

器，其响应时间不应大于６０ｓ，其他气体探测器的响应时间不应大于３０ｓ。

４．３．５　方位

探测器正面板在水平面内顺时针旋转，每次旋转４５°，分别测量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报警动作值

应满足４．３．２．２的要求。

４．３．６　报警重复性

对同一只探测器重复测量报警动作值６次，其报警动作值应满足４．３．２．２的要求。

４．３．７　高速气流

４．３．７．１　在试验气流速率为６ｍ／ｓ±０．２ｍ／ｓ的条件下，测量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

４．３．７．２　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规定如下：

ａ）　测量范围在３％ＬＥＬ～１００％ＬＥＬ之间的探测器，其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

应大于５％ＬＥＬ。

ｂ）　测量范围在３％ＬＥＬ以下的探测器，其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应大于５％

量程和８０×１０－６（体积分数）之中的较大值。探测一氧化碳的探测器，其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

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应大于８０×１０－６（体积分数）。

ｃ）　测量范围在１００％ＬＥＬ以上的探测器，其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应大于

５％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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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８　电池容量

４．３．８．１　在电池电量低时，探测器应能发出与报警信号有明显区别的声、光指示信号。在指示电池电量

低之前，连续工作型探测器的电池容量应能保证其正常工作不少于８ｈ，单次测量型探测器的电池容量

应能保证其完整工作不少于２００次。

４．３．８．２　在指示电池电量低时，使连续工作型探测器再工作１５ｍｉｎ，单次测量型探测器再完整工作１０

次后，测量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其报警动作值应满足４．３．７．２的要求。

注：单次测量型探测器完整工作１次是指探测器开机后进入待机状态，接到手动发出的探测指令后，完成气体探

测、浓度显示和报警指示，然后返回待机状态的过程。

４．３．９　电磁兼容性能

探测器应能耐受表１所规定的电磁干扰条件下的各项试验，试验期间，探测器不应发出报警信号或

故障信号。试验后，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应满足４．３．７．２的要求。

表１　电磁兼容试验参数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试验条件 工作状态

静电放电

抗扰度试验

放电电压

ｋＶ

放电极性

放电间隔

ｓ

每点放电次数

空气放电（绝缘体外壳）：８

接触放电（导体外壳和耦合板）：６

正、负

≥１

１０

正常监视状态

射频电磁场辐射

抗扰度试验

场强

Ｖ／ｍ

频率范围

ＭＨｚ

扫描速率

１０ｏｃｔ／ｓ

调制幅度

１０

８０～１０００

≤１．５×１０
－３

８０％（１ｋＨｚ，正弦）

正常监视状态

４．３．１０　气候环境耐受性

探测器应能耐受表２所规定的气候环境条件下的各项试验，试验期间，探测器不应发出报警信号或

故障信号。试验后，探测器的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规定如下：

ａ）　测量范围在３％ＬＥＬ～１００％ＬＥＬ之间的探测器，其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

应大于７％ＬＥＬ。

ｂ）　测量范围在３％ＬＥＬ以下的探测器，其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应大于７％

量程和１２０×１０－６（体积分数）之中的较大值。探测一氧化碳的探测器，其报警动作值与报警

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应大于１２０×１０－６（体积分数）。

ｃ）　测量范围在１００％ＬＥＬ以上的探测器，其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应大于

７％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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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气候环境试验参数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试验条件 工作状态

高温（运行）试验

温度

℃

持续时间

ｈ

５５±２

２

正常监视状态

低温（运行）试验

温度

℃

持续时间

ｈ

－２５±２

２

正常监视状态

恒定湿热

（运行）试验

温度

℃

相对湿度

持续时间

ｈ

４０±２

９３％±３％

２

正常监视状态

４．３．１１　机械环境耐受性

探测器应能耐受表３所规定的机械环境条件下的各项试验，运行试验期间，探测器不应发出报警信

号或故障信号。试验后，探测器不应有机械损伤和紧固部位松动，其报警动作值应满足４．３．７．２的要求。

表３　机械环境试验参数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试验条件 工作状态

振动（正弦）

（运行）试验

频率范围

Ｈｚ

加速度

ｍ／ｓ２

扫频速率

ｏｃｔ／ｍｉｎ

轴线数

每个轴线扫频次数

１０～１５０

１０

１

３

１

正常监视状态

振动（正弦）

（耐久）试验

频率范围

Ｈｚ

加速度

ｍ／ｓ２

扫频速率

ｏｃｔ／ｍｉｎ

轴线数

每个轴线扫频次数

１０～１５０

１０

１

３

２０

不通电状态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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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试验条件 工作状态

跌落试验

跌落高度

ｍｍ

跌落次数

质量不大于２ｋｇ：１０００

质量大于２ｋｇ且不大于５ｋｇ：５００

质量大于５ｋｇ：不进行试验

２

不通电状态

４．３．１２　抗中毒性能

使两只连续工作型探测器分别在下述混合气体环境中工作４０ｍｉｎ，两只单次测量型探测器分别在

下述气体环境中完整工作２０次，期间探测器不应发出报警信号或故障信号（测量范围在３％ＬＥＬ以下

的探测器可发出报警信号）：

ａ）　可燃气体浓度为１％ＬＥＬ［探测一氧化碳的探测器，一氧化碳浓度为１０×１０
－６（体积分数）］，和

六甲基二硅醚蒸气浓度为（１０±３）×１０－６（体积分数）的混合气体；

ｂ）　可燃气体浓度为１％ＬＥＬ［探测一氧化碳的探测器，一氧化碳浓度为１０×１０
－６（体积分数）］，和

硫化氢浓度为（１０±３）×１０－６（体积分数）的混合气体。

环境干扰后使探测器处于正常监视状态２０ｍｉｎ，然后分别测量其报警动作值。两只探测器的报警

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规定如下：

ａ）　测量范围在３％ＬＥＬ～１００％ＬＥＬ之间的探测器，其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均

不应大于１０％ＬＥＬ。

ｂ）　测量范围在３％ＬＥＬ以下的探测器，其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均不应大于

１０％量程和１６０×１０－６（体积分数）之中的较大值。探测一氧化碳的探测器，其报警动作值与

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均不应大于１６０×１０－６（体积分数）。

ｃ）　测量范围在１００％ＬＥＬ以上的探测器，其报警动作值与报警设定值之差的绝对值均不应大于

１０％量程。

４．３．１３　抗高浓度气体冲击性能

将体积分数为１００％的试验气体（探测一氧化碳的探测器，使用体积分数为１５０％量程的试验气体）

以５００ｍＬ／ｍｉｎ的流量输送到探测器的采样部位，连续工作型探测器保持２ｍｉｎ，单次测量型探测器完

整工作２次。再使探测器处于正常监视状态３０ｍｉｎ，然后测量其报警动作值，报警动作值应满足４．３．７．２

的要求。

４．３．１４　低浓度运行

使连续工作型探测器工作在可燃气体浓度为２０％低限报警设定值的环境中４ｈ，单次测量型探测

器完整工作１００次。运行期间，探测器不应发出报警信号或故障信号。使探测器处于正常监视状态

２０ｍｉｎ，然后测量其报警动作值，报警动作值应满足４．３．７．２的要求。

４．４　探测除甲烷、丙烷、一氧化碳以外气体的响应性能

表４为常见可燃性气体、蒸气的分子式及爆炸下限。对于能够探测表４所示的或其他可燃性气体

及蒸气的探测器，应首先以甲烷、丙烷或一氧化碳当中的一种作为基本探测气体进行试验，并应满足４．３

的要求。然后按照制造商声称的目标气体或采用等效方法进行量程指示偏差试验和响应时间试验，试

验结果应符合制造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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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常见可燃性气体、蒸气的分子式及爆炸下限

气体名称 分子式
爆炸下限

（体积分数）
气体名称 分子式

爆炸下限

（体积分数）

甲烷 ＣＨ４ ５．０％ 丙烷 Ｃ３Ｈ８ ２．２％

丁烷（异丁烷） Ｃ４Ｈ１０ １．８％ 戊烷（正戊烷） Ｃ５Ｈ１２ １．７％

庚烷（正庚烷） Ｃ７Ｈ１６ １．１％ 苯乙烯 Ｃ８Ｈ８ １．１％

乙炔 Ｃ２Ｈ２ ２．３％ 甲苯 Ｃ７Ｈ８ １．２％

二甲苯 Ｃ８Ｈ１０ １．０％ 丙酮 Ｃ３Ｈ６Ｏ ２．５％

甲醇 ＣＨ３ＯＨ ５．５％ 乙醇 Ｃ２Ｈ５ＯＨ ３．３％

乙酸 ＣＨ３ＣＯＯＨ ４．０％ 乙酸乙酯 ＣＨ３ＣＯＯＣ２Ｈ５ ２．０％

氢气 Ｈ２ ４．０％ —

５　试验

５．１　试验纲要

５．１．１　大气条件

如在有关条文中没有说明，各项试验均在下述正常大气条件下进行：

———温度：１５℃～３５℃；

———相对湿度：２５％～７５％；

———大气压力：８６ｋＰａ～１０６ｋＰａ。

５．１．２　试验样品

试验样品（以下简称“试样”）数量为１２只，试验前应对试样予以编号。对于报警设定值可调的试

样，试样数量应为２４只，将其随机分为两组，两组试样的报警设定值分别设为可调范围的上限和下限，

完成表５所规定的全部试验项目。

５．１．３　外观检查

试样在试验前应进行外观检查，检查结果应满足４．２的要求。

５．１．４　试验前准备

５．１．４．１　按制造商规定对试样进行调零和标定操作。

５．１．４．２　将试样在不通电条件下依次置于以下环境中：

ａ）　－２５℃±３℃，保持２４ｈ；

ｂ）　正常大气条件，保持２４ｈ；

ｃ）　５５℃±２℃，保持２４ｈ；

ｄ）　正常大气条件，保持２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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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５　试样的安装

试验前，试样应按照制造商规定的正常使用方式安装于试验设备处，使其在正常大气条件下通电预

热２０ｍｉｎ。

５．１．６　容差

各项试样数据的容差均为±５％。

５．１．７　试验气体

配制试验气体应采用制造商声称的探测气体种类和报警设定值要求，除相关试验另行规定外，试验

气体应由可燃气体与洁净空气混合而成，试验气体湿度应符合正常湿度条件，配气误差应不超过报警设

定值的±２％。采用甲烷、丙烷、一氧化碳当中的一种作为可燃气体配制试验气体时，可燃气体的纯度应

不低于９９．５％；对于制造商声称的其他类型探测气体，可采用满足制造商要求的标准气体配制试验

气体。

５．１．８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见表５。

表５　试验程序

序 号 章 条 试验项目
试样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 ５．１．３ 外观检查 √ √ √ √ √ √ √ √ √ √ √ √

２ ５．２ 基本性能试验 √ √ √ √ √ √ √ √ √ √ √ √

３ ５．３ 报警动作值试验 √ √ √ √ √ √ √ √ √ √ √ √

４ ５．４ 量程指示偏差试验 √ √

５ ５．５ 响应时间试验 √ √

６ ５．６ 方位试验 √

７ ５．７ 报警重复性试验 √

８ ５．８ 高速气流试验 √

９ ５．９ 电池容量试验 √

１０ ５．１０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

１１ ５．１１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

１２ ５．１２ 高温（运行）试验 √

１３ ５．１３ 低温（运行）试验 √

１４ ５．１４ 恒定湿热（运行）试验 √

１５ ５．１５ 振动（正弦）（运行）试验 √

１６ ５．１６ 振动（正弦）（耐久）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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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序 号 章 条 试验项目
试样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７ ５．１７ 跌落试验 √

１８ ５．１８ 抗中毒性能试验 √ √

１９ ５．１９ 抗高浓度气体冲击性能试验 √

２０ ５．２０ 低浓度运行试验 √

５．２　基本性能试验

５．２．１　检查采用可更换电池的试样是否具有防止极性反接的电池安装结构。

５．２．２　检查并记录试样工作状态指示灯的指示和功能注释情况是否符合４．３．１．２的规定。

５．２．３　向试样通入试验气体使其发出报警信号，检查并记录试样的量程和报警设定值设置是否符合

４．３．１．６的规定。测量试样正前方１ｍ处报警声信号的声压级（Ａ计权）。将试样置于正常环境中并开始

计时，检查并记录其报警状态的恢复情况。

５．２．４　向试样通入试验气体，检查并记录试样的浓度显示情况。使试样气体浓度超过试样的量程，检

查其是否具有明确的超量程指示。

５．２．５　试样的气体传感器如采用插拔结构，检查其是否具有结构性的防脱落措施。移除气体传感器，

检查并记录试样的故障状态指示情况。

５．２．６　对试样进行自检操作，检查并记录其声光部件的自检情况。

５．２．７　检查试样是否采用符合ＧＢ３８３６．１—２０１０要求的防爆型式。

５．２．８　检查试样的型号编制是否符合ＧＢ１５３２２．１—２０１９中附录Ａ的规定。

５．２．９　检查试样的说明书是否符合ＧＢ／Ｔ９９６９的相关要求，其中是否注明气体传感器的使用期限，是

否注明探测器的量程和报警设定值等参数。

５．３　报警动作值试验

５．３．１　试验步骤

５．３．１．１　将试样安装于试验箱中，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启动通风机，使试验箱内气流速率稳定在

０．８ｍ／ｓ±０．２ｍ／ｓ，再以不大于每分钟满量程１％的速率增加试验气体的浓度，直至试样发出报警信号，

记录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５．３．１．２　在满足制造商规定的条件下，也可采用其他等效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５．３．２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ＧＢ１５３２２．１—２０１９中附录Ｂ的要求。

５．４　量程指示偏差试验

５．４．１　试验步骤

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测量范围在３％ＬＥＬ～１００％ＬＥＬ之间的试样，分别使被监测区域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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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气体浓度达到其满量程的２０％、３０％、４０％、５０％和６０％；测量范围在３％ＬＥＬ以下的试样和测量

范围在１００％ＬＥＬ以上的试样，分别使被监测区域内的可燃气体浓度达到其满量程的２５％、５０％和

７５％。试验期间，每个浓度的试验气体应至少保持６０ｓ，记录试样的浓度显示值。

５．４．２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ＧＢ１５３２２．１—２０１９中附录Ｂ的要求。

５．５　响应时间试验

５．５．１　试验步骤

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向试样通入流量为５００ｍＬ／ｍｉｎ，浓度为满量程的６０％的试验气体，保

持６０ｓ，记录试样的显示值作为基准值。将试样置于正常环境中通电５ｍｉｎ，以相同流量再次向试样通

入浓度为满量程的６０％的试验气体并开始计时，当试样的显示值达到９０％基准值时停止计时，记录试

样的响应时间狋９０。

５．５．２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包括气体分析仪、计时器。

５．６　方位试验

５．６．１　试验步骤

将试样安装于试验箱中，正面板处于水平面上，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试样在水平面内顺时针旋

转，每次旋转４５°，按５．３规定的方法，分别测量试样在不同方位的报警动作值。

５．６．２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ＧＢ１５３２２．１—２０１９中附录Ｂ的要求。

５．７　报警重复性试验

５．７．１　试验步骤

按５．３规定的方法重复测量同一试样的报警动作值６次。

５．７．２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ＧＢ１５３２２．１—２０１９中附录Ｂ的要求。

５．８　高速气流试验

５．８．１　试验步骤

将试样安装于试验箱中，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启动通风机，使试验箱内气流速率稳定在６ｍ／ｓ

±０．２ｍ／ｓ，再以不大于每分钟满量程１％的速率增加试验气体的浓度，直至试样发出报警信号，记录试

样的报警动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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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２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ＧＢ１５３２２．１—２０１９中附录Ｂ的要求。

５．９　电池容量试验

５．９．１　试验步骤

５．９．１．１　使试样连续工作至指示其电池电量低，检查并记录试样电池电量低时的声、光指示情况。

５．９．１．２　在电池满容量条件下，使连续工作型试样正常工作８ｈ，单次测量型试样完整工作２００次后，检

查并记录试样的电池电量指示情况。

５．９．１．３　试样工作至指示其电池电量低时，使连续工作型试样再工作１５ｍｉｎ，单次测量型试样再完整

工作１０次后，按５．３规定的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５．９．２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ＧＢ１５３２２．１—２０１９中附录Ｂ的要求。

５．１０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５．１０．１　试验步骤

将试样按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２０１８的规定进行试验布置，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按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２０１８

规定的试验方法对试样及耦合板施加符合表１所示条件的静电放电干扰。条件试验结束后，按５．３规定

的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５．１０．２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２０１８的要求。

５．１１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５．１１．１　试验步骤

将试样按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２０１６的规定进行试验布置，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按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２０１６

规定的试验方法对试样施加符合表１所示条件的射频电磁场辐射干扰。条件试验结束后，按５．３规定的

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５．１１．２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２０１６的要求。

５．１２　高温（运行）试验

５．１２．１　试验步骤

将试样安装于试验箱中，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启动通风机，使试验箱内气流速率稳定在

０．８ｍ／ｓ±０．２ｍ／ｓ。以不大于１℃／ｍｉｎ的升温速率将试样所处环境的温度升至５５℃±２℃，保持２ｈ。

在高温环境条件下，按５．３规定的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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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２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ＧＢ１５３２２．１—２０１９中附录Ｂ的要求。

５．１３　低温（运行）试验

５．１３．１　试验步骤

将试样安装于试验箱中，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启动通风机，使试验箱内气流速率稳定在

０．８ｍ／ｓ±０．２ｍ／ｓ。以不大于１℃／ｍｉｎ的降温速率将试样所处环境的温度降至－２５℃±２℃，保持

２ｈ。在低温环境条件下，按５．３规定的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５．１３．２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ＧＢ１５３２２．１—２０１９中附录Ｂ的要求。

５．１４　恒定湿热（运行）试验

５．１４．１　试验步骤

将试样安装于试验箱中，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启动通风机，使试验箱内气流速率稳定在

０．８ｍ／ｓ±０．２ｍ／ｓ。以不大于１℃／ｍｉｎ的升温速率将试样所处环境的温度升至４０℃±２℃，然后以不

大于５％／ｍｉｎ的加湿速率将环境的相对湿度升至９３％±３％，保持２ｈ。在湿热环境条件下，按５．３规

定的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５．１４．２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ＧＢ１５３２２．１—２０１９中附录Ｂ的要求。

５．１５　振动（正弦）（运行）试验

５．１５．１　试验步骤

将试样刚性安装于振动台上，使其处于正常监视状态。按ＧＢ／Ｔ１６８３８中振动（正弦）（运行）试验

规定的试验方法对试样施加符合表３所示条件的振动（正弦）（运行）试验。条件试验结束后，检查试样

外观及紧固部位，按５．３规定的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５．１５．２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ＧＢ／Ｔ１６８３８的要求。

５．１６　振动（正弦）（耐久）试验

５．１６．１　试验步骤

将试样刚性安装于振动台上，试验期间，试样不通电。按ＧＢ／Ｔ１６８３８中振动（正弦）（耐久）试验规

定的试验方法对试样施加符合表３所示条件的振动（正弦）（耐久）试验。条件试验结束后，检查试样外

观及紧固部位，按５．３规定的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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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６．２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ＧＢ／Ｔ１６８３８的要求。

５．１７　跌落试验

５．１７．１　试验步骤

按表３所示的试验条件，将非包装状态的试样自由跌落在平滑、坚硬的地面上，试验期间，试样不通

电。条件试验结束后，检查试样外观及紧固部位，按５．３规定的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５．１７．２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ＧＢ１５３２２．１—２０１９中附录Ｂ的要求。

５．１８　抗中毒性能试验

５．１８．１　试验步骤

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将其中一只试样置于可燃气体浓度为１％ＬＥＬ［探测一氧化碳的试样，

一氧化碳浓度为１０×１０－６（体积分数）］和六甲基二硅醚蒸气浓度为（１０±３）×１０－６（体积分数）的混合

气体环境中，连续工作型探测器放置４０ｍｉｎ，单次测量型试样完整工作２０次。将另一试样置于可燃气

体浓度为１％ＬＥＬ［探测一氧化碳的试样，一氧化碳浓度为１０×１０－６（体积分数）］和硫化氢浓度为

（１０±３）×１０－６（体积分数）的混合气体环境中，连续工作型探测器放置４０ｍｉｎ，单次测量型试样完整工

作２０次。条件试验结束后，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２０ｍｉｎ，按５．３规定的方法分别测量试样的报警

动作值。

５．１８．２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ＧＢ１５３２２．１—２０１９中附录Ｂ的要求。

５．１９　抗高浓度气体冲击性能试验

５．１９．１　试验步骤

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将体积分数为１００％的试验气体（探测一氧化碳的试样，使用体积分数

为１５０％量程的试验气体）以５００ｍＬ／ｍｉｎ的流量输送到试样的采样部位，连续工作型探测器保持

２ｍｉｎ，单次测量型试样完整工作２次。条件试验结束后，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３０ｍｉｎ，按５．３规定

的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５．１９．２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ＧＢ１５３２２．１—２０１９中附录Ｂ的要求。

５．２０　低浓度运行试验

５．２０．１　试验步骤

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将其置于可燃气体浓度为２０％低限报警设定值的环境中，连续工作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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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器保持４ｈ，单次测量型试样完整工作１００次。条件试验结束后，使试样处于正常监视状态２０ｍｉｎ，

按５．３规定的方法测量试样的报警动作值。

５．２０．２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满足ＧＢ１５３２２．１—２０１９中附录Ｂ的要求。

６　检验规则

６．１　出厂检验

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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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性能试验；

ｂ）　报警动作值试验；

ｃ）　量程指示偏差试验；

ｄ）　响应时间试验。

６．１．２　制造商应规定抽样方法、检验和判定规则。

６．２　型式检验

６．２．１　型式检验项目为第５章规定的全部试验项目。检验样品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

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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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产品停产１年以上恢复生产；

ｄ）　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整改后；

ｅ）　质量监督部门依法提出要求。

６．２．３　检验结果按ＧＢ１２９７８中规定的型式检验结果判定方法进行判定。

７　标志

７．１　总则

标志应清晰可见，且不应贴在螺丝或其他易被拆卸的部件上。

７．２　产品标志

７．２．１　每只探测器均应有清晰、耐久的中文产品标志，产品标志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产品名称和型号；

ｂ）　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

ｃ）　制造商名称、生产地址；

ｄ）　制造日期和产品编号；

ｅ）　产品主要技术参数（供电方式及参数、探测气体种类、量程及报警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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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２　产品标志信息中如使用不常用符号或缩写时，应在与探测器一起提供的使用说明书中注明。

７．３　质量检验标志

每只探测器均应有清晰的质量检验合格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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