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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處通函第 5/2021 號

持牌／註冊處所應急照明系統的消防安全規定

本通函旨在公布兩套分別有關中央供電應急照明系統和獨立應急照明系統

新修訂的消防安全規定，即「中央供電應急照明系統的消防安全規定」

[PPA/104 （第 5 次修訂） ］及「獨立應急照明系統的消防安全規定」 [PPA/104(A) 

（第 5 次修訂） ］。本處會在食物業處所、戲院／劇院、公眾娛樂場所、幼兒中

心、改建校舍及按摩院等各類持牌／註冊處所實施新修訂的規定。消防處通函

第 1/2006 號現由本通函取代。

自本處發出消防處通函第 1/2006 號後，相關業界及從業員多年來一直需要

遵守 PPA/104 （第 4 次修訂）及 PPA/104(A) （第 4 次修訂）這兩套適用於各類

持牌／註冊處所應急照明系統的消防安全規定 。 為確保這些消防安全規定跟上

科技發展，並提高持牌／註冊處所的消防安全標準，消防安全標準諮詢小組成

立專項工作小組，負責全面檢討這些消防安全規定。

專項工作小組經充分討論和多次諮詢業界後，修訂了持牌／註冊處所中央

供電應急照明系統和獨立應急照明系統的消防安全規定。兩套新修訂的規定，

即 PPA/104 （第 5 次修訂）及 PPA/104(A) （第 5 次修訂），分別載於本函附

錄 1 及附錄 II' 另可從本處網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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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修訂工作除了參照現行國際／國家標準更新相關的消防安全規定外，

還主要涉及以下範疇：

(a) 消防處通函第 2/2017 號列明的消防裝置防火電纜的最低規定；

(b) 符合英國歐盟標準 50172 : 2004 的應急照明系統例行檢查和測試；

(c) 為作為逃生路線一部分的設施提供的逃生照明［只遹花1淤｀ PPA/104

（第 5 次彥訂）］ ; 

(d) 應急照明系統的性能核證［只適帘屄 PPA/104 （第 5 次儋訂）］ ；以

及

(e) 獨立應急照明系統維持至少 2 小時（額定時間）的規定［只~flj屄

PPA/104(A) （第5 次絛訂） ］。

為了讓相關業界及從業員作好準備，以適應新修訂的消防安全規定涉及的

各項變更，兩套新修訂的消防安全規定會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一日才生效，此後

發牌當局或本處收到的所有關於持牌／註冊處所的申請將一律適用。

消防處處長

（梁冠康

連附件

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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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A/104 （第 5 次修訂） 慰

中央供電應急照明系統的消防安全規定

A. 釋義

1. 照明裝置指用以發放、過濾及轉變由燈發出的光的器具，並包括一切用以固定及保

護這些燈，以及把些燈接駁到中央供電電路的所有配件。除非下文另有規定，否則

照明裝置須符合英國標準 5266-1 : 2016 和英國歐盟標準 1838 : 2013 。

2. 中央供電應急照明裝置指持續或不持續操作的照明裝置，由非設於裝置內的中央應

急供電系統供電。

B 規

3. 除非下文另有規定，否則應急照明系統須符合英國標準 5266-1 : 2016 、英國歐盟標

準 1838 : 2013 和《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與裝置及設備之檢査、測試及

保養守則》的相關規定。

4. 所使用的電池須為強力充電式電池（二次電池），不得為任何類型的乾電池（一次

電池）。

5. 電池須置於建築事務監督、香港房屋委員會或建築署署長 （視何者適用而定）批准

作此用途的房間內，除非：

(a) 所用的是密閉式蓄電池，而且其整套裝置符合

(i) 英國歐盟標準 IEC 62485-1 : 2018 和英國歐盟標準 IEC 62485-2 : 2018 ，而

且電容量不超過 400 安培時；或

(ii) 英國歐盟標準 50272-1 : 2010 和英國歐盟標準 50272-2 : 2001 ，而電容量

不超過 400 安培時；或

(b) 所用的是符合英國歐盟標準 60896-21 : 2004 和英國歐盟標準 60896-22 : 2004 

而由閥掣控制的電池。

6. 應急照明系統使用的所有電池須經常注滿電量。

7. 戲院／劇院／作娛樂用途的處所的電力供應

(a) 可容納 500 人或以下的戲院／劇院／作娛樂用途的處所，其應急照明系統必

須能維持至少 1 小時的規定照明光度，並由專用的不間斷供電系統或符合英

國歐盟標準 50171 : 2001 的中央電池直流電供應系統供電；或



(b) 可容納 500 人以上的戲院／劇院／作娛樂用途的處所，其應急照明系統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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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維持至少2小時的規定照明光度，並由專用的不間斷供電系統或符合英國

歐盟標準50171 : 2001的中央電池直流電供應系統供電；或

(ii) 維持至少1小時的規定照明光度，並由專用的不間斷供電系統或符合英國

歐盟標準50171 : 2001的中央電池直流電供應系統供電，而供電系統須連

接符合《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與裝置及設備之檢查、測試及保

養守則》所定標準的應急發電機。

8. 不間斷供電系統或中央電池直流電供應系統須使用設有主電源輸入及適當輸出的

自動涓流充電機。充電器亦須裝上電度錶、調節器、指示燈、測試設施，並能發出

視像及聲音警告信號。這些視像及聲音警告信號必須能傳達到戲院／劇院／作娛樂

用途的處所的管理處或消防處同意的地方，以便系統發生故障時，向管理人員作出

警示。若應急照明系統沒有連接應急發電機，充電器須能在 12 小時之內將電池完

全充電；若應急照明系統有連接應急發電機，則充電器須能在 24 小時之內將電池

完全充電。

9．如情況適用，電池須將電量輸至主配電板，並自該處將電量分配到以下四個支配電

板：

—出口照明系統

—樓梯照明系統

一觀眾席照明系統

－舞台照明系統

10．配電的電路須由符合機電工程署發出的《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的保險絲／

保護器件妥善保護。

11．應急照明系統須使用防火電纜布線，並符合：

(a) 英國歐盟標準 50200 : 2015 (PH60) 類別和英國歐盟標準 50200: 2015 附件 E

（規定能額外運作 30 分鐘），以及以下其中一項標準：

(i) 英國歐盟標準 60702-1 : 2002 + Al : 2015 和英國歐盟標準 60702-2 : 2002 + 

Al : 2015 

(ii) 英國標準 7629-1 : 2015 （標準 60 類別）

(iii)英國標準 7846 : 2015 (F2 類別而總體直徑不超過 20 毫米的電纜）；或

(b) 英國標準 6387 : 2013 cwz 類別；或

(c) 英國標準 7846 : 2015 (F60 類別而總體直徑超過 20 毫米的電纜）。

備註：若符合消防處通函 2/2017 號「消防裝置防火電纜的最低規定」（只有英文版）



訂明的相關條件，可獲豁免使用防火電纜。

12．應急照明系統的所有照明裝置須通過 IEC 60598-1 第 13.3.2 條訂明的發熱金屬線測

試，惟測試溫度須設定為攝氏 850 度。照明裝置須安裝在固定位置。

13．若正常照明系統或電力發生故障，應急照明系統須自動開啓，並於 5 秒內達到至少

90％的規定照明度。

C. 其他規定

14．不得裝置、貯存或使用放在賽璐珞容器內的電池。

15．須供應比所需總電池能量多出12% ％的能量（以安培時而非伏特為計算單位），即

100 % + 12 ½ % = 112 ½ %。

16．在主配電板的電路圖旁邊須張貼圖表，詳細顯示應急照明系統的配電情況及電路布

線。

17．應急照明系統提供的最低樓面照明度須為：

樓梯／出口路線

夜總會、餐廳、舞廳或公眾人士可在內自由走

動並放有可移動裝置及設備的處所

戲院及劇院（觀眾席）

不少於 2 米燭光

不少於 1 米燭光

不少於 0.5 米燭光

照明度須以任何兩個應急照明裝置之間的中間點計算，可酌情容許照明度低於規定

1O% 。所有讀數須以照明錶量度。

18．所有照明裝置須有一致的流明輸出量及亮光分布特點，向各主要方向發出同等照明

強度的亮光。各照明裝置應安裝在適當位置，以免眩光影響視力。除非另有指明和

獲得特別批准，否則各照明裝置的安裝位置距離完工樓面不得少於 2 米。

19．所有照明裝置須備有最少兩個燈具（註：如只備有一個照明裝置而燈具出現故障，

可能會造成危險）。照明裝置須安裝在固定位置。

20．如設施的樓面總面積超過 8 平方米，或樓面總面積少於 8 平方米而沒有借用照明，

則應把這些設施視為逃生路線的一部分而提供逃生照明。具體而言，逃生路線指由

建築物的一個地方通往最終出口的一段逃生途徑；借用照明指燈光來自旁邊的可靠

來源，並能在所有關鍵時間提供應急照明，例如應急照明裝置、出口指示牌和方向

指示牌；逃生照明指在所有關鍵時間內，為逃生路線提供的應急照明。



21．如正常照明系統發生故障，除非電池電量足夠維持至少 4 小時的指定照明光度，否

則公眾人士須在 1 小時內離開建築物／處所，而在正常照明未全面恢復和應急照明

系統未重新充電前，不得再進入該樓宇／處所。

22．例行檢查和測試

(a) 電池系統的控制及安全裝置須進行以下定期測試：

(i) 在任何情況下，電池與充電電源的連接不得引致電池的電量向應急照明

系統電路以外的電路輸出。

(ii) 須裝設整流器專供電池充電之用，並調節整流器，使電池在正常情況下

不能大量放電。

(b) 根據英國歐盟標準 50172 : 2004 ，以不多於 10 ％的額定時間進行功能測試，每

月 l 次。

(c) 以 10 小時放電率進行一分鐘放電測試，每月 l 次，測試結果須記錄在記錄冊

內。測試完成後，每個鉛酸電池的載荷電壓不得低於 2.01 伏特，鎳鎘電池的載

荷電壓則不得低於 1.25 伏特。至於其他種類電池的載荷電壓，須向電池／電池

系統製造商查詢，並獲消防處處長認可。

(d) 以百分百的額定時間進行測試，每 12 個月 1 次，並把測試結果記錄在記錄冊

內。

(e) 照明裝置於測試期間應保持規定的照明光度，測試後電力供應應回復正常。

(f) 如使用自動測試工具，應符合上文 C 部分第 22(b)至第 22(e)段的規定。

23．應急照明系統的照明裝置須經測試及認證，確保符合上文 B 部分第 12 段的規定，

而相關測試和認證須由消防處認可的測試機構或有此測試和認證能力的本地大學

實驗室進行。

24．上文 B 部分第 7 、 8 和 13 段規定的性能，必須由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工程學專家

／工程代理人根據製造商的規格／證書／計算書，在現場進行測試及操作，以作核

實。

消防處

二零二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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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A/104凶（第 5 次修訂） 附錄 II

獨立應急照明系統的消防安全規定

A. 釋義

1. 照明裝置指用以發放、過濾及轉變由燈發出的光的器具，並包括一切用以固定及保

護這些燈，以及把這些燈接駁到供電電路的所有配件。除非下文另有規定，否則照

明裝置須符合英國標準 5266-1 : 2016 和英國歐盟標準 1838 : 2013 。

2. 獨立應急照明裝置指提供持續或不持續應急照明的照明裝置，而其所有配件，例如

電池、燈、控制器、測試及監控設施等（如有者）均於裝置內或附近（即 1 米範圍

內）。

B. 規格

3. 應急照明裝置須通過 IEC 60598-1 第 13.3.2 條訂明的發熱金屬線測試，惟測試溫度

須設定為攝氏 850 度。

4. 獨立應急照明裝置的電纜，除連接至正常電源者，其他所有延伸至裝置外殼之外的

電纜須符合：

(a) 英國歐盟標準 50200 : 2015 (PH60) 類別和英國歐盟標準 50200 : 2015 附件 E

（規定能額外運作 30 分鐘），以及以下其中一個標準：

(i) 英國歐盟標準 60702-1 : 2002 + Al : 2015 和英國歐盟標準 60702-2 : 2002 + 
Al : 2015 

(ii) 英國標準 7629-1 : 2015 （標準 60 類別）

(iii)英國標準 7846 : 2015 (F2 類別而總體直徑不超過 20 毫米的電纜）；或

(b) 英國標準 6387 : 2013 cwz 類別。

備註：若符合消防處通函 2/2017 號「消防裝置防火電纜的最低規定」（只有英文版）

的相關條件，可獲豁免使用防火電纜。

5. 電池須使用自動涓流充電機。充電器亦須設有 220 伏特電源輸入、適當輸出，並裝

上指示燈或其他顯示裝置，並能在 12 小時之內將電池重新充電至 100 ％的額定載

容量。

6. 獨立應急照明系統須能夠維持至少 2 小時（額定時間）的規定照明光度。

7．若正常照明系統或電力發生故障，應急照明系統須自動開啓，並於 5 秒內達到至少

90 ％的規定照明度。



8. 每一獨立裝置須設有妥為標明的「測試」掣及充電偵測燈，以及一個低電壓斷路器，

以便於電池電量耗盡後截斷與電池的連接。

C. 其他規定

9. 每一處所須安裝最少兩組應急照明裝置，以確保其中一組照明裝置失效時，處所不

至陷於完全漆黑的狀態。不過，若處所的面積少於 16 平方米，而且不會在照明裝

置失效時出現危險情況，則只須安裝一組應急照明裝置。照明裝置須安裝在固定位

置。

1O．應急照明系統提供的最低樓面照明度須為：

樓梯／出口路線

夜總會、餐廳、舞廳或公眾人士可在內

自由走動並放有可移動裝置及設備的處所

不少於 2 米燭光

不少於 1 米燭光

照明度須以任何兩個應急照明裝置之間的中間點計算，可酌情容許照明度低於規

定 1O% 。所有讀數須以照明錶量度。

11．如設施的樓面總面積超過 8 平方米，或樓面總面積少於 8 平方米而沒有借用照明，

則應把這些設施視為逃生路線的一部分而提供逃生照明。具體而言，逃生路線指由

建築物的一個地方通往最終出口的一段逃生途徑；借用照明指燈光來自旁邊的可靠

來源，並能在所有關鍵時間提供應急照明，例如應急照明裝置、出口指示牌和方向

指示牌；逃生照明指在所有關鍵時間內，為逃生路線提供的應急照明。

12．應急照明系統必須由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安裝／檢査及證明符合規格。

13．應急照明系統的獨立照明裝置須經測試及認證，確保符合上文 B 部分第 3 至第 8

段的規定，而相關測試和認證須由消防處認可的測試機構或有此測試和認證能力的

本地大學實驗室進行。

14．每一照明裝置須根據以下程序進行定期測試：

(a) 根據英國歐盟標準 50172 : 2004, 以不多於 1O ％的額定時間進行功能測試，

每月 1 次。

(b) 以百分百的額定時間進行測試，每 12 個月 1 次，並把測試結果記錄在記錄冊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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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測試後，照明裝置應能正常運作，維持規定的照明光度，電力供應亦應回復

正常。

(d) 如使用自動測試工具，應符合上文 C 部分第 14(a)至第 14(c)段的規定。

消防處

二零二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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