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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注意事项 

产品名称：闭式洒水喷头「ZQRⅡ型（K ZSTDR15）」 

日本千住灭火器株式会社 

忠心感谢您使用我公司生产的ZQRⅡ型洒水喷头。 

此款洒水喷头采用低熔点易熔合金作为感热部件，管嘴处采用了金属密封件，是一种具有高度可信赖

性的产品。但是，如果使用方法稍有错误，不仅有可能使喷头无法发挥其本身的性能，有时甚至可能完

全丧失其灭火功能。因此，请在认真阅读本“使用注意事项”的基础上，使用本款喷头。 

并且，请妥善保管本说明并在必要时阅读。 

 

重要的警告事项 

安装施工单位有义务将本“使用注意事项”及其复印件交与业主及设备管理者 

业主有义务按适当的方法管理此设备及机器。 

作为业主，请务必将设备保持在其最佳状态。 

当火灾发生时，请首先撤离到安全场所。 

当消防队赶到时，请务必听从消防队的指挥。 

 

使用时的     警告   注意事项 

 

１． ＺＱＲⅡ型洒水喷头（以下称喷头）是一款快速响应，下垂安装，内嵌式喷头，请与设计说

明确认无误后使用。 

 

２． 请勿将打火机等火源靠近喷头。 

喷头将根据感热温度喷水。 

 

３． 请勿将炉子等物放置于喷头正下方。 

喷头根据感热温度有可能喷水。 

 

４． 为防止喷头误喷（在无火状态下突然喷水），请选择适合安装环境温度的喷头。安装后周围

的环境温度请不要超过下表规定的最高温度。 

喷头的标准动作温度 最高环境温度 

７２℃ ４２℃以下 

９６℃ ６６℃以下 

 

５． 请将喷头安装于无腐蚀性气体，无潮湿气体以及避免阳光直射的环境中，并保持该环境的温

度在最高环境温度以下（环境温度在－１５℃～４０℃）。 

备用喷头请保存于无腐蚀性气体，无潮湿气体以及避免阳光直射的通风环境中。因温度过热或

腐蚀会造成误喷，或可能导致喷头在火灾时无法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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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请勿用物体撞击，戳刺喷头，或在喷头上悬挂物体。 

喷头意外受到外力冲击时，请及时更换新喷头。 

这是导致喷头漏水，误喷等无法正常工作的原因。 

如果有上述不当操作，虽然不会马上出现误喷等现象，但经过一段时间会突然出现。 

 

７． 请勿让窗帘等物覆盖在喷头之上。 

上述物件可能会阻碍喷头功能的正常发挥。 

 

８． 请勿在喷头上涂抹涂料等物。 

这样喷头将无法正常感知火灾发生，导致不能正常工作。 

 

９． 请勿用肥皂，洗涤剂，氨，去污剂以及化学药品清洗喷头或用抹布擦拭喷头。 

也不要用掸子或抹布擦拭。清除灰尘，线头，蜘蛛网时，请用软毛刷进行清理。 

喷头的被腐蚀或破损是导致漏水或误喷的原因。 

 

１０． 季严寒且无保暖措施时，配管内的水有可能结冰。 

请采取适当的保暖防冻措施。 

水管冻结有可能导致漏水，误喷等事故的发生。 

 

１１． 如果发现喷头或喷头的安装部分有渗漏，请尽快更换新喷头。喷头长期放置，水中的氯元素

会腐蚀喷头，使不锈钢部分的抗腐蚀力减弱，从而导致误喷。 

 

１２． 若将喷头安装于浴室，更衣室等容易结露或或产生水蒸气的场所，喷头有可能生锈。 

若喷头生锈，请及时更换。 

若喷头长期暴露在氯环境中，会使喷头不锈钢部分的抗腐蚀减弱，导致喷头在火灾发生时无

法正常工作。 

 

１３． 喷头安装完毕后，若发生生锈，变色，或有油烟等附着物时，请更换新喷头。 

不然可能导致喷头漏水，误喷，以至在发生火灾时无法正常工作。 

 

１４． 喷头的一部分零件使用了镉，铅等合金。 

废弃时请遵循相关法令，并听从专家指令。 

 

１５． 如果房屋布局发生变化，或需要增建，改建时，请事先与施工单位联系。 

因布局变更有可能改变喷头位置或者增设喷。 

 

１６． 清扫或更换喷头时，请委托施工单位办理。 

更换喷头时，需换同种喷头。种类不同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１７． 为以防万一，在喷头启动时，请小心落下的零件。 

此外，赤脚踩在落下的零件上可能会受伤，请小心。 

分解后的零件将成为调查火灾原因的线索，请与施工单位或我公司联系，并请收集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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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时的     警告   注意事项 

 

１８． 安装及施工请遵守消防法令，实施法则以及各项相关法令。 

 

１９． ・在安装喷头前必须详细阅读本“警告 注意事项”。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在进行施工。 

 

２０． 请绝对不要使用已脱落或者被撞击过的喷头。 

不然可能导致漏水或误喷（在无火灾状态下突然喷水）。 

 

２１． 请安装与环境温度相符合的喷头。 

环境温度 喷头标准温度 

４２℃以下 ７２℃ 

４３℃ ～ ６６℃以下 ９６℃ 

环境温度过高可能导致喷头在无火灾状态下突然喷水。 

 

２２． 运输及保存喷头的环境应为无腐蚀性气体，避免阳光直射且无潮湿气体的通风环境（环境温

度在－１５℃～４０℃）。 

 

２３． 运输及保存喷头的环境应为无腐蚀性气体，避免阳光直射且无潮湿气体的通风环境。 

阳光的直射和暖气的热风是导致喷头误喷的原因。 

 

２４． 如果喷头安装间的距离过短，那么从先启动喷头喷出的水会溅到还未启动的喷头上，这会降

低后者头感热速度。 

 

２５． 请勿将喷头安装在换气装置的出风口处。 

火灾时，喷头周围的气流不稳会延缓喷头感知火灾的速度。 

 

２６． 请将喷头安装在门扉，库存货物撞击，接触不到的地方。 

不然可能导致喷头漏水或误喷。 

 

２７． 将喷头安装在温度变化幅度剧烈的场所，可能会导致喷头漏水。 

请在安装前与我公司协商。 

 

２８． 请勿将喷头安装于下列有腐蚀性气体的场所。请在安装前与我公司协商。 

①屋内游泳池及其周边，使用消毒漂白粉的场所，咸鲑鱼加工厂，销毁炉等及浴室，更衣室，

厨房以及热气，蒸汽现象频繁的场所。 

喷头长期暴露在氯环境中会破坏不锈钢零件的抗腐蚀性，导致在非火灾状态下误喷，或在

发生火灾时无法正常灭火。 

②含有氯及其他腐蚀性成分的环境。 

若喷头被腐蚀，有可能在无火灾状态下误喷，或在火灾发生时无法正常启动。 

 

２９． 配管内的水，请用自来水。 

请勿使用含有酸，碱，氯等成分的水。 

密封出水口部分被腐蚀会导致喷头漏水 

 

３０． 使用铜配管时，请彻底清洗配管焊接处的助焊剂残渣。此外，为避免助焊剂的高腐蚀性，请

务必使用水溶性物质。 

密封出水口的部分被腐蚀会导致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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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请用刷子等工具清除配管内的异物后再安装喷头。 

配管内塞满异物会导致喷头灭火机能失灵。 

 

３２． 安装时，螺母处贴上密封材料，带着保护罩，用专用扳手（ZN扳手）安装。禁止使用水管扳

手。 

将喷头放入扳手内，稳稳的安装。拧紧固定时，注意站立的脚手架。 

天井板 ＺＮⅢ型ヘッド
（保護キャップ付の状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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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３３． 请注意不要将接口处拧的过紧。 

接口处与喷头主体之间按下图所示，应留有一段距离。 

拧得过紧会导致喷头漏水。 

不良 良

すき間がない
☆

取付基準

☆
☆

すき間を設ける

取付基準

 
图2 

 

３４． 安装喷头时，如下图所示。 

如果与天花板安装过紧，会影响喷头充分洒水性。 

ここに隙間がない場合です。
注）取付け許容範囲は、

保護キャップ

取付け許容範囲1
0取付基準

天井板

 
图3 

 

 

 

 

 

 

 

 

 

 

 

 

ZQRⅡ型喷

（带保护罩的状态）

天花板

无缝隙 有缝隙 

天花板
保护罩

安装允许范围

注意)安装允许范围内仅仅
在这里没有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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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保护罩在喷头安装后拆卸。保护罩的拆卸要使用专用工具（ZN保护罩拆卸工具） 

取付基準

取付基準

 
 

图４ 

 

３６． 请按右图标注的型号给喷头安装其专用的装饰盘。 

请将专用装饰盘贴紧天花板安装。 

装饰盘倾斜时，将会阻碍喷头的感温性及洒水性。 

 

良不良
 

图5 

 

ＺＳＴＤＲ１５－７２℃ 

ＺＳＴＤＲ１５－９６℃ 

ＺＳＴＤＲ１５－１３９℃ 

Ｋ ＺＳＴＤＲ１５－７２℃ 

Ｋ ＺＳＴＤＲ１５－９６℃ 

装饰盘标注内容 

 

３７． 请不要让配管内的水结冰。 

严冬时，在安装喷头的施工中，建筑物内没有起用取暖设备的状态下，配管内有残留的水时，

管内的水有可能结冰。 

为防止冬季管内结冰，请考虑必要方法。 

因管内结冰，不仅招致喷头各部件的破损和漏水事故，还会导致喷头在发生火灾时无法正常

喷水。 

 

 

 

 

 

 

 

 

 

 

 

 

 

 

 

天花板

保护罩

保护罩拆卸工具 ZN

保护罩拆卸工具 ZN 

一直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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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说明 

【 ＣＣＣ认证产品 】 

产 品 名 称 ＺＱＲⅡ型 

规 格 型 号 Ｋ ＺＳＴＤＲ１５ 

符 合 规 格 ＧＢ５１３５．１－２００３

按喷头灵敏度分类 快速响应型 

表 示 温 度 ７２℃，９６℃ 

安 装 方 向 向下 

安 装 扳 手 Ｒ2 １/２ 

生 产 年 代 生产年代标注于喷头上 

耐 压 实 验 ３．０ ＭＰａ （静水压）

标 准 放 水 量 
８０ Ｌ/ｍｉｎ 

（０．１ＭＰａ放水时） 

35

 
 

质 量 １１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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