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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手提設備／  

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的申請指引  

 
 

1. 認可手提設備／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  

 

1.1  認可手提設備  

根據香港法例第 95B 章《消防（裝置及設備）規例》第 3 條的規定，所

有手提設備（例如手提滅火筒、滅火氈和固定噴灑裝置）必須獲得消防

處處長認可，才可在香港供應或售賣。  

 

1.2  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手提設備除外）和消防安全產品  

 

1.2.1  消防處的事先接納  

 

除手提設備外，消防處處長為保障樓宇安全而要求安裝的其他消防

裝置及設備（例如花灑系統／設備、火警警報裝置／設備）必須為

獲接納類別，以及符合相關標準及本港規定。至於一些消防安全產

品，如加油站的易燃液體供應裝置和緊急出口裝置，由於其可靠程

度對消防安全極為重要，故同樣須為獲接納類別。須獲消防處認可

／接納的手提設備、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載列於附錄 I。 

 

1.2.2  視作接納的已列入名單產品 1 

 

如消防裝置及設備（手提設備除外）或消防安全產品獲產品認證機

構 2列入認可名單並公開予公眾查閱，而且這些消防設備／消防安

全產品及其安裝均符合本港所有相關規定，便視作獲本處接納。  

 

有關查核產品認證 3（已列入名單產品）有效性的流程，請參閱附

錄 II 的流程圖。如產品認證仍然有效，便不須提出上文第 1.2.1 段

所述的事先接納申請。   

 

 

 

 

 

                                                 
1 已列入名單產品：指已獲認可的產品認證機構列入名單及公開予公眾查閱的消防裝置及設備。 

 
2 產品認證機構：指(i)提供產品認證服務連同認可名單計劃╱服務並獲得中國內地或海外認證機構認可的中國內地或

海外實驗所╱機構；或(ii)提供產品認證服務連同認可名單計劃╱服務並透過「香港認證機構認可計劃」獲得香港認

可處認可的本地實驗所╱機構。 

 
3 產品認證：指產品的合格評定是按照產品認證計劃所訂明的合格評定而進行。一般而言，產品認證包括 ISO/IEC 17067

訂明的產品測試、合格評定連同認證，以及監察檢查。如欲取得更多有關產品認證計劃的資訊，請向製造商或產品

認證機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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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程序  

 

所有關於認可手提設備／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的申請（新申請

及重新申請），均須提交消防處牌照及審批總區調查及研究組或通風系統課處

理及評估。申請程序載於附錄 III「申請認可手提設備／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

和消防安全產品的流程圖」。  

 

2.1 新申請  

 

一般而言，新申請指首次就認可手提設備／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

安全產品提交的申請。如消防處的認可／接納信上所述的情況有變（例

如合規標準、設計、製造商等有所更改），便須提交新申請。凡於消防處

認可／接納信失效後提交的申請，亦視作新申請。  

 

2.2 重新申請  

 

重新申請指按消防處要求提供額外產品資料或補充資料。  

 

3. 遞交文件  

 

申請人每次提出申請，均須填交「認可手提設備／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

安全產品申請表」。此申請表可於以下消防處網頁下載：  

 

https://www.hkfsd.gov.hk/sc/source/licensing/product/fsi_application_form.pdf 

  

 所有遞交的文件須為中文或英文本，而且清楚可讀，當中提及的型號／序號和

技術細節等必須一致和相符。申請所需的文件和各者的要求載列於附錄 IV。  

 

4. 處理申請  

 

4.1 一般而言，本處會按收到申請書的先後次序處理申請。  

 

4.2  預先審閱申請  

預先審閱申請旨在確保申請符合基本要求，即所需文件已全部提交。在

正常情況下，由收到申請當日起計，預先審閱申請需時不會超過七個工

作天。  

 

 

 

 

https://www.hkfsd.gov.hk/sc/source/licensing/product/fsi_application_for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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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詳細審閱申請  

詳細審閱申請會評估已提交的文件，以核實是否符合要求。在正常情況

下，由收到申請當日起計，處理手提設備（例如手提滅火筒、滅火氈及

固定噴灑裝置）的認可申請需時不會超過十五個工作天；而處理消防裝

置及設備（手提設備除外）和消防安全產品的接納申請則需時不會超過

四十五個工作天。  

 

4.4 如手提設備／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符合所有認可／接納條

件，本處會向申請人發出認可／接納信；如提交的文件中發現有任何不

相符之處，本處會通知申請人。  

 

5. 獲認可的手提設備／獲接納的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的有效性  

 

     5.1  一般而言，獲認可的手提設備／獲接納的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

品的有效期最多為五年。當有效期屆滿，應向消防處重新提出認可／接

納申請。  

 

5.2  若情況有變（例如合規標準、設計、製造商等有所更改），又或採用的測

試標準已作更新，獲認可的手提設備／獲接納的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

安全產品的有效期會予以覆檢。批出的認可／接納有效期會因所提交的

測試報告內容（例如報告的失效日期，如適用者）而異。  

 

     5.3 符合現行測試標準的有效產品名單須由產品認證機構備存，並須載於其網

站或刊物以供查閱。如已列入名單產品被產品認證機構除名，申請人應

通知消防處，然後重新提交相關消防裝置及設備或消防安全產品的接納

申請。  

 

6.   產品標準  

 

 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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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則」）和消防處通函訂明的消防裝置及設備標準外，消防處也可接納適

用於相關消防裝置及設備或消防安全產品的國際或國家標準。就某些個案而

言，獲消防處接納為對等的國家或國際標準，會在「守則」和消防處通函中訂

明。所謂「對等」，是指產品的性能要求與「守則」和消防處通函所訂明的標

準相若。關於國際和國家標準的詳細資料，請參閱附錄 V「香港消防處接納的

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的產品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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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獲承認的認可測試實驗所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消防處只接受本地、中國內地或海外獲認可的測試實驗所

發出的測試報告。這些獲認可的測試實驗所必須持有一間認可機構發出的認可

證書，訂明認可測試項目。獲認可的測試實驗所的認可測試項目載於以下各認

可機構的網站：  

7.1 香港認可處

https://www.itc.gov.hk/ch/quality/hkas/index.html 

7.2 中國合格評定國家認可委員會  

https://www.cnas.org.cn/index.shtml  

7.3 與香港認可處簽訂了《相互承認安排》的認可機構

http://www.itc.gov.hk/en/quality/hkas/doc/common/mramla/MRA_HOKLA

S_en_ch.pdf  

8. 遞交文件及查詢

為免延誤處理，附錄 I 所載認可手提設備／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

品的申請文件，必須交到指定的消防處辦事處。有關遞交文件的詳情，請參閱

「認可手提設備／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申請表」。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以下相關辦事處：

牌照及審批總區

調查及研究組  

牌照及審批總區

通風系統課  

地址： 

香港九龍尖沙咀東部 

康莊道 1 號 

消防處總部大廈 5 樓 

電話： 2733 7613（一般查詢）／

2733 7827（技術問題）

傳真： 2367 3631 

電郵： e_apply_fsi@hkfsd.gov.hk

地址： 

香港新界葵涌 

興盛路 86  號 

消防處葵涌辦公大樓 3 樓   

電話： 2718 7567 

傳真： 2382 2495 

電郵： e_apply_fsi@hkfsd.gov.hk

https://www.itc.gov.hk/ch/quality/hkas/index.html
https://www.cnas.org.cn/index.shtml
http://www.itc.gov.hk/en/quality/hkas/doc/common/mramla/MRA_HOKLAS_en_ch.pdf
http://www.itc.gov.hk/en/quality/hkas/doc/common/mramla/MRA_HOKLAS_en_ch.pdf
mailto:e_apply_fsi@fsd.gov.hk
mailto:e_apply_fsi@fs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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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須獲消防處認可／接納的手提設備／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  

系統 組件 
指定 

辦事處 

1 自動啓動裝置 i) 緊急出口裝置

調查及

研究組

i i) 與火警偵測系統一起使用的電磁開門裝置

2 不含水的滅火劑

自動固定裝置  

i ) 二氧化碳固定裝置

i i) 淨劑固定裝置

i i i) 化學乾粉固定裝置

3 用水作滅火劑的 i) 集水花灑系統

自動固定裝置  a. 集水花灑系統閥門

b. 花灑頭

c. 警報閥

i i) 水簾系統

a. 水簾系統喉咀

b. 水簾系統閥門

i i i) 噴水系統

a. 噴水喉咀

b. 集水花灑系統閥門

iv) 花灑系統

a. 花灑頭

b. 警報閥

c. 加速器

d. 蝶形閥 (機動 )

e. 水流開關掣

f .  喉管及相關的配件 (如氯化塑膠喉管／配件 )  

g. 旋渦抑制器

h. 非三合土花灑貯水缸

i .  花灑控制及顯示器錶板

j . 壓力開關掣  

k.減壓閥

v) 水霧系統

4 火警警報系統 i) 人手操作火警警報裝置

i i) 警鐘

5  滅火氈

6 火警偵測系統 i) 火警警報控制板

i i) 熱力偵測器

i i i) 煙霧偵測器

iv) 線性紅外線煙感偵測器

v) 組合煙霧偵測器

vi)  火焰偵測器

vii)  本質屬安全／防爆的偵測器

viii)  與火警偵測系統一併使用的連閃燈警報器

／發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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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滅火筒

調查及

研究組 

i) 手提滅火筒

a. 二氧化碳滅火筒

b. 淨劑滅火筒

c. 乾粉滅火筒

d. 泡沫滅火筒

e. 水劑滅火筒

f . 雜類

i i) 推車式滅火筒�

8 消防栓／喉轆系統 i) 喉轆組件（包括喉轆膠喉、喉咀及絞盤）

i i) 消防栓入水／出水閥

i i i) 消防入水掣／滅火輪入水掣

iv) 減壓閥

9 防火電纜 用於消防裝置及設備的防火電纜（須提出申

請才能在個別項目中使用的光纖電纜除外）  

通風系

統課

10 防火液 i) 符合英國標準 BS 476：第 7 部第 1 級或第 2

級或其他可接受標準，適用於牆壁及天花襯

料

調查及

研究組

i i) 符合英國標準 BS 5867：第 2 部或其他可接

受標準，適用於窗簾及布簾

11  認可的自動操作固定器具

（牆上／掛天花式）  

固定噴灑裝置

12 固定泡沫系統／設備 i) 泡沫槍

i i) 泡沫分流／製造器

i i i) 泡沫儲罐

iv) 比例分流控制器

v) 泡沫噴咀

vi)  泡沫水噴咀

13 加油站的易燃液體供應裝置

14 加油站的易燃液體貯存缸

15 氣體偵測系統 i) 氨氣

i i) 一氧化碳

i i i)  二氧化碳

iv) 氯氣

v) 氫氣

vi)  甲烷

vii) 微電子工業使用的特殊氣體

16 煙霧控制系統 i) 排煙風機／用於樓梯增壓的脫扣啓動風機

通風系

統課

i i) 用於排煙系統的防火／防煙閘及啓動器

i i i) 

iv)  

煙霧控制組件（包括防火管道、隔煙屏障）

靜態式排煙裝置

17 通風／空調控制系統 i) 靜電過濾器／聚塵器

i i) 保險連桿

上表並非鉅細無遺。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有責任向牌照及審批總區通風系統課或調查及研究組查

詢，以了解有關設備／裝置在安裝／使用前是否須先獲得認可／接納。  

  手提設備必須獲得消防處處長認可，才可在香港售賣或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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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產品資料 

1. 證書號碼

2. 型號

3. 製造商名稱

 
 

 

證書／文件由 

消防處接納的產品認證制度

（例如 CCC） 

的認可機構發出？ 

證書／文件由 

獲得香港認可處「香港認

證機構認可計劃」認可的

產品認證機構 

發出？ 

證書／文件由 

《多邊互認安排》下 

獲海外認證機構認可的產品 

認證機構發出？ 

附錄 II 

查核產品認證（已列入名單產品）的有效性  

產品認證：指產品的合格評定是按照產品認證計劃所訂明的合格評定而進行。一般而
言，產品認證包括 ISO/IEC 17067訂明的產品測試、合格評定連同認證，以及監察檢查。
如欲取得更多有關產品認證計劃的資訊，請向製造商或產品認證機構查詢。  

 

 

 

 

 

否 否 

產品認證仍有效？ 

已列入名單的產品 

不須 

向消防處申請事先接納 

1. 列印消防處催辦信

2. 列印產品認證資料，

以作記錄

沒有列入名單的產品 

必須 

向消防處申請事先接納 

是 

是 

是 

否 

否 
在相關產品認證制度的

網站查閱產品認證狀況 

從相關產品認證 

機構的網站查閱 

產品認證狀況 

簡稱 

CCC - 中國強制性產品認證制度（China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 System） 

是 

https://www.itc.gov.hk/ch/quality/hkas/accreditation/hkcas.html
https://www.itc.gov.hk/ch/quality/hkas/accreditation/hkcas.html
https://www.itc.gov.hk/ch/quality/hkas/accreditation/hkcas.html
https://www.itc.gov.hk/ch/quality/hkas/accreditation/hkcas.html
https://www.itc.gov.hk/ch/quality/hkas/information/mra_mla_arrangements.html
https://www.itc.gov.hk/ch/quality/hkas/information/mra_mla_arrangements.html
https://www.itc.gov.hk/ch/quality/hkas/information/mra_mla_arrangements.html
http://www.hkfsd.gov.hk/chi/source/licensing/product/fsi_reminder_listed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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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附錄 III 

申請認可手提設備／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的流程圖  

 

 

 

向申請人發出 

認可／接納信 

申請人 

是 

新申請 

（見第 2.1 段） 

不須向消防處申請事先接納 

重新申請 

（見第 2.2 段） 

新申請？ 

否 

否 

從消防處網站 

列印催辦信 

1. 不須向消防處申請

事先接納

2. 視作接納的已列入

名單產品重新申請 

是 

是 

預先審閱 

文件是否符合 

基本要求 

是 

否 

結束 

消防處 否 

詳細審閱 

予以認可／接納？ 

開始 

已列入 

名單的產品？

必須 

申請事先認可／ 

接納？

是 
發出拒絕信 

是 

否 

http://www.hkfsd.gov.hk/chi/source/licensing/product/fsi_reminder_app_required_tc.pdf
http://www.hkfsd.gov.hk/chi/source/licensing/product/fsi_reminder_app_required_tc.pdf
https://www.hkfsd.gov.hk/chi/source/licensing/product/fsi_reminder_listed_tc.pdf
https://www.hkfsd.gov.hk/chi/source/licensing/product/fsi_reminder_listed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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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申請認可手提設備／接納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的相關文件要求

所需文件  文件要求  

a) 認可手提設備／接納

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

防安全產品申請表

(i) 按要求填寫

b) 重新申請 (i) 消防處最近一次發出的覆函所要求的其他文件，以及

隨附的核對表（如適用）

(ii) 消防處覆函副本及隨附的核對表（如有者）

c) 測試證書／報告 (i) 測試 4採用「守則」和消防處通函所載的最新標準進行

（如適用）

(ii)  測試如非採用上文第 (i)段所述的標準進行，則產品須

按照消防處處長接納的國際／國家標準進行

(iii)  測試實驗所獲以下認可機構認可進行有關測試：

(a) 香港認可處並由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認可；或

(b) 與香港認可處簽訂了《相互承認安排》 5的中國合

格評定國家認可委員會；或

(c) 與香港認可處簽訂了《相互承認安排》的海外認可

機構

(iv) 測試報告以中文或英文撰寫，或翻譯為中文或英文，

並經有關測試實驗所核證無誤

(v) 測試報告完整，並附有封面、測試記錄和合格的測試

結果

(vi)  測試報告在過去五年內發出，以及在提交申請時仍然

有效

(vii)  測試報告為正本／已獲有關測試實驗所核證無誤的副

本

4 產品測試：主要着眼於按照訂明的標準對產品樣本進行測試，以及有關測試是否於認可測試實驗所進行。 
5 相互承認安排（「互認安排」）：指個別認可機構（例如香港認可處）與其他認可機構為互相承認對方認可的實驗所發出的相關

產品測試證書及報告而簽訂的協議。香港認可處已和其他地區╱國際的認可合作組織簽訂不同的互認安排，例如分別與亞太認

可合作組織（APAC）及國際實驗所認可合作組織（ILAC）簽訂的互認安排。所有由已簽訂互認安排的海外認可機構認可的實

驗所發出的相關產品測試證書及報告亦獲消防處接納。 



- 11 - 

d)  產品目錄及說明書  (i)  產品目錄及說明書提及的產品規格和細節與其他已遞

交的文件所述的產品相符  

e)  技術細節  (i)  技術細節以列表方式顯示  

f)  技術圖則或相片／  

圖片  

(i)  技術圖則須：  

(a)  附有產品尺寸  

(b)  由製造商繪製  

(c)  不少於 A4 大小  

(ii) 如產品不能以圖則展示，則須附有不少於  4R 大小  

（ 102 mm x 152 mm）的相片╱圖片  

g)  監察檢測和製造商資

料  

(i)  產品監察檢測的證書╱報告（如有者）  

(ii)  製造商發出的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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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 

消防處接納的消防裝置及設備和消防安全產品的產品標準  

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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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消防處通函訂明的消防裝置及設備標準外，消防處也可接納適用於相關消防裝置及

設備或消防安全產品的國際或國家標準。有關這些標準詳情，請參閱以下網站。  

國際標準  

 ISO —  國際標準化組織

 IEC —  國際電工技術委員會

國家標準  

 EN —  歐洲標準

✓ 歐洲標準化委員會  (CEN)；

✓ 歐洲電工標準化委員會  (CENELEC)；

✓ 歐洲電信標準協會  (ETSI)

 「國際標準化組織」成員－「國家標準機構」制定的標準。其中一些「國家標準

機構」的標準舉列如下：

✓ 美國  ANSI  —  美國國家標準學會  (ANSI)

✓ 英國  BS —  英國標準協會  (BSI)

✓ 德國  DIN —  德國標準化學會  (DIN)

✓ 中國  GB —  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  (SAC) 

✓ 日本  JIS —  日本工業標準委員會  (JISC)

 獲相關「國家標準機構」認可的「標準制定組織」制定的標準。其中一些「標

準制定組織」標準舉列如下：

✓ FM —   FM Approvals

✓ NFPA —  美國國家防火協會

✓ UL —   美國安全檢測實驗室公司

http://www.iso.org/iso/home.html
http://www.iec.ch/
https://www.cen.eu/Pages/default.aspx
http://www.cenelec.eu/
http://www.etsi.org/
http://www.iso.org/iso/home.html
http://www.ansi.org/
http://shop.bsigroup.com/en/Browse-by-Subject/Fire/?t=r
https://www.din.de/en
http://www.sac.gov.cn/
http://www.jisc.go.jp/eng/
https://www.fmglobal.com/page.aspx?id=50030000
https://www.nfpa.org/Codes-and-Standards/All-Codes-and-Standards/List-of-Codes-and-Standards
https://scn.ulstandards.u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