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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

感谢您选择和使用我公司生产的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本说明书主要介绍感温

自启动灭火装置的工作原理、动作程序、系统配置、技术参数、控制系统的连接、

系统的安装以及日常的维护保养要求，为系统的安装和维护提供指导。

为避免因操作不当引起的故障和事故，请认真阅读本产品使用说明书以确保系

统正常的安装、使用。

慎重声明：为确保系统的正常使用，非专业人员不得随意拆卸或更换本公司产

品及其零部件，不得随意更改系统设置。产品的维护需由本公司或经本公司授权的

专业单位进行。使用单位应注意系统的日常维护和保养，以便达到灭火的最佳效果。

公司地址：重庆市珞璜工业园 B区津东路 1 号

邮编：402283

产品服务中心：023-85579119

技术服务电话：023-85577119

传真：023-85579118

重庆君道消防安全技术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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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是近几年国内外刚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灭火装置，是一套结构简单、高

度可靠的具有独立自动探测和灭火功能的灭火装置。具有灭火速度快、针对性强、安装简便、维

护成本低和对环境污染小等优点。

重庆君道消防安全技术股份公司（原重庆君道消防设备有限公司）位于重庆市珞璜工业园，

是一家专业从事气体灭火设备等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检测、维保、评估及消防工程安装，

并具备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及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资质的企业。公司生产的七氟丙烷灭

火设备、柜式七氟丙烷气体灭火装置、悬挂式七氟丙烷气体灭火装置、IG541 气体灭火设备、厨

房设备灭火装置、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气体灭火防护区自动泄压装置等系列产品，均已取得国

家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的 3C 认证证书及国家固定灭火系统和耐火构件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的相关认证证书与检验报告。我司所供产品广泛应用于政府机关、电力、通信、金融、教育、

房地产、石化、交通等众多行业的重点工程，并广受客户好评。

我们秉承“客户为君，诚信乃道”的经营理念，发扬“团结友爱、刚正赤诚、开拓进取、精

益求精”的精神，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用户至上、科技争先、服务创优”的宗旨，为广大客户

提供功能先进、优质可靠、安全环保、价格合理的高技术，高质量产品，并为您提供现场指导安

装、技术培训及售后服务等方面完整的系列化服务。

本手册如有与国家标准规范不一致之处，以国标为准。

（声明：如本使用说明书已升级，则同型产品的介绍以最新版本为准；如本使用说明书所引

用的标准已升级，则以最新标准为准，恕本公司不另行通知。若有不明之处，请联系本公司，公

司将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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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探火管式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是消防行业的一个创新发明。作为一套简单、低成本且高度可

靠的独立自动灭火装置，它无需任何电源，无需专门的火灾探测器，无需复杂的设备及管线，利

用自身储压，依靠一根经充压的探火管及一套火探瓶组就能快速、准确、有效地探测及扑灭火源，

集火灾探测和灭火于一体，将火患扑灭在最初阶段。既可大幅度降低工程的造价，也可降低灭火

剂的使用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并且不会对人员造成任何伤害。作为一种新型探火灭火装置，

解决了困扰消防行业已久的对电器设备、控制箱、配电板等易发生火患的空间的防火问题。在国

内已广泛应用于电厂、通讯、广电、石化、铁路、储油库、计算机房等场所。在最新修订的《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条文说明 8.5 中对火探装置的应用也作了说明，“如在有的

场所空间很大，只有部分设备是危险源并需要灭火保护时，可对该局部危险性大的设备采用小型

自动灭火装置（如“火探”自动灭火装置等）行保护，而不必采用大型自动灭火系统保护整个空

间的方法来实现。”

无论安放易燃设备的地方已设置或未设置火灾报警系统和消防设施，“探火管式感温自启动

灭火装置”都能提供更快、更可靠、更经济的保护。因此，信任“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等于为

您的财产提供了更安全的保障。

二、适用范围

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解决了电器设备、控制箱、配电柜等易发生火灾的狭小空间的防火问题。

目前，该装置在国内己应用于电力、通讯、石化、铁路、金融等行业。

2.1 使用扑救的火灾场所

◆ 广播电视发射塔内的的微波机房、分米波机房、米波机房、变配电室和不间断电源室；

◆ 通讯系统的程控交换机房、控制室和信令转接点室；

◆ 发电厂的控制室、电子设备间、计算机房、继电器室、变配电间、变压器：电缆交叉、密集及

中间接头等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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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配电柜、电梯控制柜、带槽盒的电线槽或桥架；

◆ 其他场所特殊或重要的机械设备。

2.2 适用扑救的火灾类型

（1）充装二氧化碳／七氟丙烷的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可用于扑救下列火灾：

①.灭火前可切断气源的可燃气体火灾；

②.甲、乙、丙类液体火灾或石蜡、沥青等可熔化的固体火灾；

③.固体表面火灾及棉毛、织物、纸张等部分固体深度火灾；

④.电气火灾。

（2）充装二氧化碳／七氟丙烷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不得用于扑救下列火灾：

①.硝化纤维、火药等含氧化剂的化学制品火灾：

②.钾、钠、镁、钛、钴等活泼金属火灾；

③.氢化钾、氢化钠等金属氢化物火灾。

三、装置特点

3.1 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具有如下特点

◆ 报警、灭火合一，探测反应时间快，点对点灭火，迅速将火灾扑灭在萌芽状态，有效降低火灾

带来的经济损失；

◆ 无需任何电源和气体灭火控制器，不受振动或冲撞而影响操作功能；不因油、烟、灰尘的影响、

不受电磁、湿热等干扰而导致探火功能的减弱及误报警，对各类电器设备的保护更加安全可

靠；

◆ 探火管具有柔性，可适用于各种狭小和易燃空间或设备中，该特点弥补了现有消防产品不能及

时扑灭此类火灾的缺陷；

◆ 将传统大空间全淹没灭火改为针对潜在着火点的局部全淹没或局部灭火方式，距离被保护物最

近，灭火效率高，费用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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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剂用量较传统方式降低 80%以上，使用更加环保，对人员更加安全；

◆ 最适合无从值守而重点保护的设备和场所；

◆ 设计简单，安装简便，不占用用户的有限空间，无需另外设置气瓶间。

四、装置结构及工作原理

4.1 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分类及型号编制说明

（1）按充装灭火剂的种类可分为：

①.气体类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以 Q表示）

②.干粉类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以 F表示）

（2）按启动方式可分为

①.探火管启动式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以 T表示）

②.玻璃球启动式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以 B表示）

③.易熔合金启动式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以 J表示）

（3）型号编制方法

示例：WZ-Q/T-EZ6-JD 表示充装质量为 6Kg 二氧化碳气体灭火剂的探火管直接式二氧化碳感温自

启动灭火装置。

4.2 装置

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按系统结构不同可分为直接式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和间接式感温自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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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装置。直接式一般用于直接保护机柜等设备；间接式一般用于对小型空间的整体保护。

◆ 直接式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

①.组成

主要由装有灭火剂的容器、容器阀及具有火灾探测功能且能释放灭火及充压探火管、压力表、

开关、信号反馈装置、报警铃（选配）等组成。其中，探火管式一种高科技非金属和成品。集长

时间抗漏、柔韧性及有效的感性于一体，充压在一定温度范围内爆破，用于喷射灭火介质并传递

火灾信号（见图 1）

图 1 直接式二氧化碳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工作原理

②.工作原理

探火管通过容器阀连接到灭火剂容器上，固定在火源最可能发生的上方，进行火源探测，遇

火时探火管在受温度最高处被软化并爆破，利用探火管中的压力下降，启动容器阀，通过释放管

至喷嘴把灭火剂释放出来灭火。同时压力信号反馈装置动作，反馈给消防控制中心或启动警铃报

警，提示用户灭火装置启动。

◆ 间接式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

主要由灭火剂的容器、容器阀、充压探火管、压力表、开关、信号反馈装置、报警铃（选配）、

释放管、喷嘴等组成。（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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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间接式灭火装置工作原理

4.3 技术参数

表 1 探火管技术参数

外径 内径 壁厚 密度 动作温度

Φ6mm Φ4mm 1.0±0.1mm 1.05g/cm³±0.1g/cm³ 170℃±10℃

Φ8mm Φ6mm 1.0±0.1mm 1.05g/cm³±0.1g/cm³ 170℃±10℃

表 2 装置技术参数

装置类型
装置释放型

式

最大工

作压力

工作温度范

围

单位容积所需的灭

火剂最小量

探火管最大

长度

释放管最大

长度

二氧化碳感温自

启动灭火装置

直接式

15MPa 0～49℃

2.0Kg/m³ 25m ——

间接式 1.5Kg/m³ 25m 12m

七氟丙烷感温自

启动灭火装置
直接式 4.2MPa ﹣10～50℃ 0.7Kg/m³ 20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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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装置类型及型号

装置类型
系统
类型

型号
灭火剂
充装量
（kg）

探火管
最大长
度（m）

释放管
最大长
度（m）

容器
容积

容器高度
（mm）

容器
直径

（mm）

二氧化碳
感温自启动灭

火装置

直接式 WZ-Q/T-EZ6-JD 6 25 --- 10L 840±10 140

间接式 WZ-Q/T-EJ45-JD 45 25 12 80L 1730±10 267

七氟丙烷
感温自启动灭

火装置
直接式 WZ-Q/T-3QZ-JD 3 20 --- 10L 840±10 140

五、探火管的布置

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应将探火管设在防护区内，置于靠近或在火灾最可能法生处的上方，探

火管距离被保护处最远不应超过 1米。

探火管应按所需总长的 10%设置备用量，且最大长度不宜超过表 3的规定。

六、系统设计

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的设计依据为现行国家标准《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认证技术规范》

（CNCA/CTS0015-2010），《建筑防火设计规范》（GB50016-2014），《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

防火规范》（GB50229-2006）以及山西省地方标准《探火管式自动探火灭火装置设计、施工及验

收规范》（DBJ04-231-2005）、吉林省、江苏省、福建省等类似地方标准，陕西省、天津市、重

庆市等地方标准正在编制中）。

6.1 一般规定

（1）防护区

一般将容积较小的空间或空间较大场所里相对密闭、容积较小的设备作为防护区。当采用直

接式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时，防护区的容积不应大于 10m³；当采用间接式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时，

防护区的容积不应大于 100m³。

设备采用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保护的场所，当该场所采用难燃或不燃霉烂装修、采用阻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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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电缆且采取了规范要求的防火封堵措施时，可不再设其他的自动灭火系统。

（20 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可保护的防护区数量

在探火管最大使用长度允许下（表 3），单具直接式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最多可保护 5台设

备；间接式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一般用于对一个防护区（一个房间）的全淹没保护。

6.2 系统设计

（1）直接式二氧化碳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设计

对于具有外壳（一般不封闭）的设备均可设计直接式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进行火灾探测及灭

火。如计算机，通讯交换机，变配电设施等。

①.确定所需探火管灭火装置套数

将需要消防保护的设备，按就近原则，1-5 台分为一组，每组设置一套直接式感温自启动灭

火装置。

N=n/5 （小数点后进位取整，如 0.8,1.3 分别取为 1和 2）

式中：N——直接式二氧化碳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的套数

n——需要保护的设备总数量

②.灭火剂用量计算

将需要保护的设备分为 N组（与上面计算的 N一致），每组设备（1—5个）用一套直接式二

氧化碳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保护，每套探火管灭火装置的灭火剂充装量为;

M=Q×V

式中：M——每套灭火装置的灭火剂充装量（Kg）

Q——单位容积所需灭火剂的最小量（Kg/m³），表 2

V——每组所需保护的设备中体积最大一台设备的容积（m³）

③.直接式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平面布置图绘制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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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直接式二氧化碳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平面布置图

注:直接式二氧化碳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的简易设计法

在电力，通讯，机加设备等绝大多数场合，设备的容积在 2.4m³以内，按每 5台设备（不足 5

台按 5台计）设置一套 6公斤二氧化碳直接式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即可，装置型号为 WZ—Q/T—

EZ6-JD。例如，某变配电房有 8台设备需要设置气体灭火，则选 2套 6公斤二氧化碳直接式二氧

化碳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即可。

（2）间接式灭火装设计

①.灭火剂用量计算

M=Q×V

式中：M——灭火剂用量（Kg）

Q——单位容积所需灭火剂的最小量（Kg/m³）

V——防护区的容积（m³）

②.所需灭火剂储存钢瓶数量计算

N=M/P

式中：N——灭火剂储存钢瓶数量

M——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的灭火剂设计用量（Kg）

P——单个间接式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贮存容器的灭火剂充装量（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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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间接式灭火装置平面布置图绘制 见图 4

图 4 间接式灭火装置平面布置图

七、安装与调试

警告：

1、钢瓶内装有高压气体灭火剂，严禁倒置！应避免阳光照射，应及时放入固定架固定。

2、灭火剂瓶组搬运时：

 严禁手持容器阀！

 严禁卸掉容器阀出口防误喷保护帽！以防灭火剂意外释放造成灭火剂瓶组冲倒和喷射伤

害人员！

 应轻搬轻放！

3、安装调试之前，容器阀上的手动阀芯处于“关闭”状态：安装调试结束并投入正常工作

时，该手动阀芯应处于“开启”（用 S5 内六角扳手，逆时针方向将手动阀芯完全打开），

严禁随意改变手动阀芯的工作状态。

4、严禁私自拆卸装置及零部件；充装的灭火剂是高压气体，若操作不当，会存在一定的危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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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一般规定

（1）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的安装和调试应由通过专业培训的合格的人员及队伍承担。

（2）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安装前检查：

①.检查施工图、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等技术文件是否齐全。

②.检查容器、容器阀、探火管、释放管（间接式时）等部件的外观质量，要求其表面和螺

纹连接处无碰撞变形、机械损伤；表面涂层完好；

③.检查容器阀侧部的手动阀芯手柄应处于关闭状态，且应关闭完全，球阀保护套应安装可

靠。

④.检查七氟丙烷灭火剂贮存容器内的充装量与充装压力；检查二氧化碳贮存容器内的充装

量。且应符合下列规定：灭火剂贮存容器的充装量、充装压力应符合设计要求，装量系

统或充装系数就符合铭牌或相关规定。

七氟丙烷灭火剂瓶组和二氧化碳灭火剂瓶组内的储存压力随环境温度的变化而不同，具体见

下表或下图：

表 4 七氟丙烷瓶组压力与环境温度对照表（2.5Mpa 压力等级）

环境温度

℃
0 5 10 15 20 22 25 28 30 32 35 40 45 50

贮瓶压力

Mpa
2.0 2.15 2.3 2.4 2.5 2.65 2.8 3.0 3.1 3.2 3.35 3.65 3.95 4.2

图 5 二氧化碳相区和压力随温度变化的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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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安装前，应对探火管和释放管等进行气密性试验，试验气体可采用空气

或氮气，压力为 1.25 倍的最大工作压力（探火管最大工作压力为 1.75Mpa，二氧化碳装置的释放

管最大工作压力 10Mpa；七氟丙烷的最大工作压力为 4.2Mpa），保压 10min，浸水检漏，不得有

泄漏现象。

（4）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安装前，应检查灭火剂瓶组的气密性，方法如下：

将灭火剂瓶组（包括容器和容器阀）固定在适当位置，用检查液检查螺纹连接部位及容器阀

各接口的密封性，仔细观察 5min，确保无气泡泄漏现象。否则应检查泄漏原因并修复，同时用称

重法检查灭火剂量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当灭火剂量小于等于充装量的 90%时应补充灭火剂。

注：灭火剂充装量=总重—瓶组净重

灭火剂充装量≥灭火剂设计用量

7.2 安装

（1）一般规定

①.灭火剂瓶组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 安装位置和安装的环境温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 安装位置应便于操作、维修，并应避免阳光照射；

◆ 灭火剂瓶组应直立安装，支架、框架应固定牢靠，并应做防腐处理；

◆ 灭火剂瓶组可直接固定在被保护设备的外壳或机架柜上，要求承受一定载荷；

◆ 安装时，灭火剂贮存容器的标签应朝向正面；

◆ 瓶组上压力表的安装位置应便宜于人员观察和操作；

◆ 在安装已灌充好的灭火剂瓶组之前，不应将探火管连接至灭火剂瓶组的容器阀上；

◆ 灌充好灭火剂的瓶组，应保证容器阀的手动阀芯处于“关闭”状态，并应带上球阀保护套，

避免手动阀芯被打开，造成灭火剂意外释放。

②.探火管及释放管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 应采用专用接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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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火管应沿防护区上方敷设，并采用专用管夹固定。当被保护对象为电线电缆时，可将探火

管随电线电缆敷设，并应用专用的夹子固定；

◆ 探火管固定夹之间的距离不应大于 500mm；

◆ 若探火管需穿过墙壁，应采用专用的探火管保护件或接头，以防止磨损探火管；

◆ 探火管应布置在离保护对象不超过 1m 处，探火管不应紧贴在超过 80℃的表面；探火管的最

小弯曲半径不小于 60mm；

◆ 探火管应有一个压力表，并安装在被保护区域的外部或便于检查的部位，以便定期检查压力；

◆ 压力表的安装高度应一致，且便于检查；

◆ 探火管或释放管的三通管接头的分流出口应水平安装；

◆ 释放管每个固定架子之间的距离不应大于 1.5m，喷嘴离保护对象不应大于 2.5m；

◆ 如需穿过墙壁，应安装专用接头或保护件，以便固定释放管。

③.密闭的机柜设备、电线电缆槽等的孔口或缝隙应进行密封处理。

（2）直接式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的安装步骤

①.选定安置灭火剂瓶组的合适位置，在能够承受载荷的梁等部位安装灭火剂瓶组的固定支架；

在灭火剂瓶组附近选定便于安装和观测压力表的位置，打上压力表安装孔；

②.将灭火剂瓶组（瓶组包括钢瓶、容器阀和容器阀侧的手动阀芯）牢靠的固定在支架上。

注：

1、钢瓶内装有高压气体灭火剂，严禁倒置！应避免阳光照射，应及时放入固定架固定。

2、严禁手持容器阀！确保容器阀上的手动阀芯处于“关闭”状态：安装调试结束并投入正常工作

时，该手动阀芯应处于“开启”（用 S5 内六角扳手，逆时针方向将手动阀芯完全打开），严禁随

意改变手动阀芯的工作状态。

3、严禁卸掉容器阀出口防误喷保护帽！以防灭火剂意外释放造成灭火剂瓶组冲倒和喷射伤害人员！

4、应轻搬轻放！

③.卸掉容器阀的出口堵头，连接专用的出口转换接头。

④.截长约 400mm 探火管，一段套上卡套螺母，穿在容器阀测手动阀芯连接的卡套接头上，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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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套螺母；同样，将探火管另一端连接在容器阀出口转换接头“进口”（与连接内螺纹为

180 度的卡套接头）上。

注：

1、用小刀截剪探火管，截切面应光滑、圆度好，不允许为椭圆形、锯齿形等不规则开头。

2、应将探火管伸到卡套接头的根部。当探火管不易被入时，允许将探火管端部浸入 50℃水里约

1min 左右。

3、所使用的探火管必须完好无损，不能有裂纹和划痕等缺陷。

4、应保证探火管至少 60mm 弯曲半径。

⑤.截适当长度的探火管，将探火管一段拧紧在容器阀出口转换接头的“出口”（与连接内螺纹

为 90 度的卡套接头）上；另一端置于防护区内接上卡套三通的直通端。

⑥.截适当长度的探火管，将探火管一端拧紧在卡套三通的支路侧；另一端依次与单向阀，压力

表连接：固定好压力表。

⑦.截适当长度的探火管，按探火管布置要求在防护区布置探火管，并每隔 500mm 用扎线带将探

火管固定在支、吊架上。

⑧.在探火管末端依次接上单向阀、压力开关、报警铃或消防报警系统。要求固定牢靠。

⑨.安装完毕，进入调试阶段。

（3）间接式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的安装步骤

除了按“直接式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的安装步骤”进行外，还应安装释放管和喷头，要求固

定牢靠。

7.3 调试

（1）在装置安装完毕后，将连接探火管的压力开关从单向阀处卸下，将专用充气接头连接到单向

阀上，向探火管内缓慢充入 1.5MPa 的氮气。卸去充压装置，装上压力开关。（注意：此时

容器阀侧部的手动阀芯处于“关闭”状态。）

（2）给探火管及所有探火管接头处用肥皂水检漏，要求分段检查，认真、仔细观察，检查规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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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in/m。不允许有气泡等任何泄漏现象发生。

（3）在确保装置无异常、探火管及其连接部位无任何泄漏、探火管的终端压力表数值保持不变时，

拆开容器阀的手动阀芯保护套，“缓慢”打开容器阀侧部的手动阀芯，使探火管内压力平

衡。然后用保护套再次套住手动阀芯，使其处于“常开”状态。【注意： 1）必须“缓慢”

打开容器阀的手动阀芯，否则可能造成整个装置动作，灭火剂喷出。 2）若在安装感温自

启动灭火装置时，被保护的空间/区域还未竣工时，应等到项目竣工才把感温自启动灭火装

置的手动阀芯打开，以避免意外启动。】

◆ 将警告标志等帖在被保护区域或设备的明显处。

◆ 调试完毕后，系统处于准备工作状态。

◆ 将调试结果填入附录 A表格中。

八、维护与管理

应安排专门的维护管理人员，对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进行维护管理，维护管理应有记录。要

求维护管理人员熟悉装置的工作原理、性能等；

1、每周两次以下内容：

（1）灭火剂瓶组压力示值应在绿区范围内（二氧化碳，不进行此项检查）；

（2）探火管终端压力表示值应绿区范围内；否则，应及时通知专业安装人员检查修复。

（3）容器阀处的手动阀芯应处于“开启”状态；

（4）装置应无异常。

周期记录样表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人／检

查日期
备注七氟丙烷灭火剂

瓶组压力示值
探火管终端压
力表示值

容器阀处的手动阀
芯开/关状态

装置运行
情况



气体灭火专业服务商
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安装使用说明书

-18-

2、每季度还应对装置组件进行检查并符合下列要求：

（1）装置部件应无机械损伤、表面无锈蚀、涂层保护完好、铭牌标志应清晰;

（2）灭火剂瓶组、探火管、释放管(间接式)等应固牢、连接可靠。

（3）间接式探火管灭火装置，其喷嘴应无变形和损伤，孔口应无杂物，不堵塞。

季记录样表(仅供参考)

序号

检査项目

检查人数/检

査日期
备注

装置部件表面有无机械损伤、锈

蚀；涂层是否完好;铭牌标志是否

清晰

部件固定是否牢固/部件间的连

接是否可靠

3、每年对探火管式感温自启动灭火裝置全面检査和维护:

（1）用称生法检查二氧化碳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药剂瓶组的灭火剂量，要求: 灭火剂量≥ (容器

容积 X0.6kg/L) x90%；否则，应重新灌装灭火剂。

（2）观察容器阀上的压力表数值，检査七氟丙烷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是否有泄漏， 当压力表不

在绿区范围内时，就用称重法检査其灭火剂量，当灭火剂量泄漏 10%时，应考虑补充灭火剂，并

补压。

（3）探火管无变形、腐蚀、损伤及老化。

（4）灭火剂钢瓶的维护管理应按《气瓶的安全监察规程》执行。

九、系统故障与排除

1、装置出现故障时，在未通知专业安装人员之前，严禁私自拆卸、更改装置中任一部件。

2、装置在释放灭火剂时，瓶体或其他金属部件有白霜现象，属正常现象，是因释放灭火剂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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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瓶体内温度与室内温差太大而形成，释放完毕后自然恢复正常。

故障与故障排除

序

号
故障 可能原因 排除方法 备注

1
终端压力表至真

不在绿区

指针低

于绿色

区

探火管没有充

气或管内气体

泄漏

给探火管充气或检查并排除漏气

故障及补充气体

有些维修项目

必有由经过培

训的专业技术

人员进行

指针高

于绿色

区

探火管内虫牙

时压力太大或

容器阀被打开

显示的是灭火

剂钢瓶内压力

关闭容器阀侧部手动阀芯，缓慢释

放探火管内气体，直到压力降为

1.0MPa，再缓慢打开该手动阀芯，

使探火管内压力平衡。

◆当不小心使压力降到 0. 7MPa 以

下时，应考虑按调试要求，重新给

探火管内充压，调试整个系统。

◆当排放压力较大，且排放后压力

未恢复到绿区，应考虑容器阀己被

非正常打开，探火管终端压力显示

的是药剂瓶组内压力，需放掉灭火

剂，检修该容器阀。

压力表损坏 更换压力表

2
装置在运行状态

时瓶头阀有白霜
瓶头阀处可能漏气 检查并密封漏气处

3
报警铃手动不自

检（不响）
电池没电或报警铃损坏 更换电源或维修报警铃

注：所有故障的排除均应由经过我方培训的专业人员完成。当采用以上排除方法无效时，请及时

与我方联系，以便及时排除故障，使系统始终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气体灭火专业服务商
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安装使用说明书

-20-

十、产品售后服务及承诺

产品质量保证：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及产品特点，遵循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国家、行业标准，对公司消

防设备系列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及售后服务立志做到最好。

公司质量目标：产品一次抽检合格率 100%，消防工程安装合格率 100%，顾客满意率 100%。

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产品售后服务承诺：

1、我公司生产的感温自启动灭火装置具有国家消防产品认证证书。

2、我公司提供的产品质保期为一年。在一年质保期内存在质量问题，由我公司免费提供维修和调

试。

3、我公司提供的产品在没有人为损坏的情况下出现质量问题，我公司可对产品进行补充、退货或

换货。

4、我公司所供产品在超出质保期后，可根据客户要求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设

备可提供检测维修。

5、我公司承诺在接到故障通知后 12小时内做出回复，24小时内作出处理意见。若需现场处理事

故，我公司可安排专业技术人员赶赴现场。

6、我公司具有健全的售后服务体系，如果您对产品及服务有意见或建议请反馈给我公司，我们将

及时对意见作出让您满意的答复；对您宝贵的建议我们将慎重考虑采纳。

真诚感谢社会各界同仁及新老客户给予我公司的大力支持，我公司热切期望与您有更深入的

了解与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