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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户： 

感谢您选择和使用本公司生产的悬挂式超细干粉自动灭火装置！ 

本说明书介绍了超细干粉自动灭火装置的工作原理、动作程序、系统配置、

技术参数、控制系统及其联动、系统安装及日常维护管理要求，为系统的安装

和日常维护管理提供指导和参考。 

为了充分发挥系统之效能及避免因操作不当引起的故障或事故，请详细阅

读该说明书，以便使系统发挥正常的工作效能。 

本公司地址：成都市蛟龙工业港（青羊园区）B-50 座 

邮 编：610091 

联系电话 

Tel：+86-028-65016112 

Fax：+86-028-6501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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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说明书所引起的标准已升级，则以最新标准为准，恕本公司不另行通知。 

 

四川迪威消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 重要说明： 
气体灭火系统能否长期稳定地运行，取决于产品可靠的质量、规范的安装、全面

的调试、定期的测试以及适时的维护！ 
我公司慎重声明： 

☆ 发现不能排除的异常现象，应及时通知本公司。 

☆ 检测和维护时不允许拆装本系统中所有的零部件，若需拆装，必须与本公司联系。

☆ 擅自拆卸或更改系统设置引起的错误运行，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 系统中的零部件需更换，必须联系本公司，不得随意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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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介绍 

常见的消防灭火剂是水，但水在扑灭烟草、纸张、被服等惧水物品的灭火同

时，大量的物资也因水而毁，造成“二次灾害”损失。而“超细干粉自动灭火

装置”既能高效灭火，又不会使存放的物品因为惧水特性而损坏。“超细干粉自

动灭火装置”使用的灭火剂属于干粉类，无毒无污染且易清理，符合《蒙特利

尔议定书》环保要求，是“哈龙”产品的环保消防替代品。目前使用的传统手

提式灭火器需要人员在火灾现场实施灭火，滞后性大。“超细干粉自动灭火装置”

能与先进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实现联动，或在火灾现场自动感应启动，将火情

控制在初始阶段，灭火性能可靠。 

本装置为贮压悬挂式，采用氮气驱动，贮存压力为 1.2Mpa，每个装置上有

压力显示器，日常维护中可以直观地检查到灭火装置的运行状态，这种装置由

罐体和喷头组成，喷头上安装有感温玻璃球，根据安装现场的日常温度加 30 度

进行配置，喷头温度一般为 68℃。优点是灭火剂在气体驱动下，喷射均匀，全

淹没灭火效果好，也能用于局部灭火，启动时声音很小，贮存压力为低压范围，

安全。 

灭火剂适用范围 

超细干粉灭火装置广泛应用于工厂、配电机房、电缆隧道、飞机库、档案/

图书/博物馆、通讯基站、微机房、船舶、地铁、地下隧道、办公室等场所（注：

不宜在人员密集场所使用）。 

超细干粉自动灭火装置可以扑救以下各类火灾。 

A 类火灾：如棉、木、麻、纸、橡胶、塑料、烟草等可燃固体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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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类火灾：如原油、重油、柴油、汽油、有机溶剂等可燃液体、可熔化固体

火灾。 

C 类火灾：如煤气、天然气、乙炔等可燃气体火灾。 

超细干粉自动灭火装置不适合扑救以下各类火灾。 

a) 在无空气参与反应的条件下，仍能发生氧化反应的化学物质与强氧化剂

的火灾。如硝化纤维、炸药、氧化氮、氟等。 

b) 活泼金属及氢化物的火灾。如钾、钠、镁、钛、铀、钚、氢化钾、氢化

钠等。 

特点优势 

1、 由于超细干粉粒径小、流动性好、能在空气中悬浮一定的时间，因此

既能应用于相对封闭的空间全淹没自动灭火，也可以应用于开放场所局部保护

自动灭火。 

2、 安装使用方便：超细干粉自动灭火装置安装简便，工程量小，无需穿

墙打孔和安装大量的管道及附属设施。只需将装置悬挂在被保护物的上方即可。  

3、 三种启动方式，性能可靠。 

A、感温元件温控启动：火灾时，当环境温度超过喷头感温元件公称动作温

度，玻璃球受热膨胀破裂，喷头上的压板受粉罐内压力推动脱落，灭火剂在驱

动气体作用下快速喷出灭火。 

B、电引发启动：火灾时，火灾报警控制系统探测到火情，经报警灭火控制

器确认并发出灭火指令给灭火控制盘输入启动电流接通消防电源到灭火装置上

的电引发器，致使玻璃球感温元件受热膨胀破裂，开启喷头喷放灭火剂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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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热引发启动：火灾时，大火引燃热敏线（实为导火线），传递火源至灭

火装置，激活气体发生剂驱动灭火剂喷射灭火。 

超细干粉灭火剂主要技术性能 

序号 项目 技术性能 

1 粒径（µm） 平均粒径≤5.0，90％粒径≤15.0 

2 松密度（g/mL） 0.45±30% 

3 含水率（%） ≤0.25 

4 吸湿率（％） ≤3 

5 斥水性 无明显吸水，不结块 

6 抗结块性（针入度）／（mm） ≥16.0 

7 耐低温性（ｓ） ≤5.0 

8 电绝缘性（KV） ≥4.0 

9 灭 B、C 类火效能（g/m
３
） ≤120.0 

10 灭木垛火效能（g/m
３
） ≤120.0 

11 灭聚丙烯火效能（g/m
３
） ≤120.0 

表 1 超细干粉灭火剂主要技术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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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依据 

1. 设计标准 

1.1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06 

1.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50116-98 

1.3 《消防联动控制设备通用技术条件》                   GB16806-1997 

1.4 《线型感温火灾探测器技术要求及试验方式》           GB16280-1996 

1.5 《爆炸及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50058-62  

1.6 《超细干粉灭火剂》                                 GA578-2005 

1.7 《干粉灭火装置》                                   GA602-2006 

1.8 《干粉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50347-2004 

2. 设计前提 

2.1 保护区的封闭状况 

2.2 保护区或保护对象的尺寸及几何形状 

2.3 保护对象及火灾类别 

2.4 保护区的温度范围 

3. 全淹没灭火系统设计及灭火剂量计算 

3.1 采用全淹没灭火系统的防护区，应符合下列规定： 

3.1.1 独立防护区的面积不宜大于 500 ㎡，容积不宜大于 2000m
3
。 

3.1.2 在释放灭火剂时，防护区不能关闭的开口的总表面积，不应大于该

防护区总内表面积（包括侧面、顶部及底部）的 10%，且开口下沿距室内地

面的高度不低于室内净高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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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围护构件及门、窗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0.50h，吊顶的耐火极限不应

低于 0.25h ；围护构件及门、窗的允许压强不宜小于 1200Pa。 

3.2 超细干粉灭火剂用量的计算： 

3.2.1 系统的灭火剂用量 M 按式（1）计算： 

           M≥m＋∑msi……………………………………………………（1） 

式中： m —— 灭火剂设计用量（kg） 

msi—— 灭火剂喷射剩余量（kg） 

3.2.2 灭火剂设计用量 m 按式（2）计算： 

m=K*V  …………………………………………………………（2） 

式中：k——灭火剂全淹没灭火设计浓度（kg/m
3
） 

V——防护区净容积（m
3
） 

3.2.3 灭火剂全淹没灭火设计浓度 K 的确定： 

3.2.3.1 电缆沟、电缆夹层、变配电室、通讯机房、电子计算机房等场所，

灭火剂全淹没灭火设计浓度宜取 0.12kg/m
3
(1.2 倍的最小灭火浓度，其中最

小灭火浓度为 0.10 kg/m
3
)。                         

3.2.3.2 油库及一般化工产品库等场所，灭火剂全淹没灭火设计浓度宜取

0.15kg/m
3 
（1.5 倍最小灭火浓度)。 

3.2.3.3 图书、档案、文物资料库、烟草仓库等场所，灭火剂全淹没灭火

设计浓度宜取 0.25kg/m
3
 （2.5 倍最小灭火浓度)。 

3.2.3.4 对于一些有特殊要求的场所，其设计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3.2.４ 灭火剂剩余量 msi按式（3）计算 

           msi=moi*koi………………………………………………………(3) 

式中：moi——灭火剂充装量（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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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i——灭火剂喷射剩余率（％） 

悬挂式超细干粉灭火装置剩余率取 5％。 

3.2.5 灭火剂用量确定后，选取适宜种类和规格的灭火装置组成灭火系统。

灭火装置的灭火剂总量应不小于灭火剂用量 M。采用全淹没设计应用时,灭

火装置应均匀分布 

4. 局部应用灭火系统设计及灭火剂量计算 

4.1 采用局部淹没应用灭火系统的保护对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保护对象周围的空气流动速度不应大于 2m/s，必要时应采取挡风措施。 

b) 在喷头与保护对象之间，喷头喷射角范围内不应有遮挡物。 

c) 当保护对象为可燃液体时，液面至容器缘口的距离不得小于 1.5m。 

4.2 露天、敞开的空间或室内具体保护对象等场所，宜采用局部应用灭火系统

予以保护。 

4.3 灭火剂的用量一般按保护对象整体铅垂方向的投影面积的 1.1 倍计算，使

灭火装置保护面积的总和不小于被保护对象的投影面积。 

4.4 灭火装置一般采用正方形或长方形进行布置，应确保灭火剂喷射时，能使

燃烧物的表面完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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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压悬挂式自动灭火装置 

１. 型号及主要性能参数 

1.1  型号标记 

 F   Z    X    A   ×/1.2 –DW 

                            

自定义：DW 

贮压式压力值：1.2MPa 

灭火剂量:   kg 

灭火剂组成（ABC 为 A，BC 为 B） 

灭火装置的安装方式：X 悬挂式,G 柜式 

自动灭火装置 

超细干粉 

标记示例：灭火剂量为 3kg，灭火剂种类为 ABC 超细干粉的贮压悬挂式自动

灭火装置，其型号表示为：FZXA3/1.2-DW 

1.2 主要性能 

规格型号 FZXA3/1.2-DW FZXA5/1.2-DW FZXA7/1.2-DW 

灭火剂量（kg） 3 5 7 

全淹没保护空间（m
3
） 23 39 55 

局部应用保护面积（m
2
） 一般保护对象 12 一般保护对象 16 一般保护对象 20 

安装高度（m） ≤3 ≤4 ≤8 

喷射剩余率（%） ≤5% 

有效喷射时间（s） ≤5 ≤10 

20
0
C 氮气充装压力（MPa） 1.2 

适用温度范围（
0
C） 使用 68±2℃感温玻璃球是为－10℃～＋50℃ 

表 2 悬挂式灭火装置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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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贮压悬挂式灭火装置组成 

2.1 灭火装置的组成 

悬挂式超细干粉灭火装置主要由灭火剂贮罐、超细干粉灭火剂、喷头、吊耳、

信号反馈装置、压力表等组成。见图一 

 

 

 

 

 

 

 

 

 

 

图一  贮压悬挂式灭火装置结构示意图 

2.2 信号反馈装置 

2.2.1 信号反馈装置，一般一个保护区设置一至二具带自检及信号反馈的灭火装

置，向报警主机反馈灭火剂释放信号。 

2.2.2 一个保护区全部采用带自检及信号反馈器的装置，每具带有压力自检功

能，向报警主机反馈真实的释放信号的同时反馈保护区内每具装置泄（漏）压

故障信息。 

用途：当灭火装置释放超细干粉灭火剂时，信号反馈装置动作输出工作讯

号给灭火控制系统。 

结构：由阀体、阀芯和微动开关等组成。 

工作原理：当释放灭火剂时，信号反馈装置活塞断开微动开关，使火灾报警

控制器面板指示灯亮，显示系统已启动。 

 



                四川迪威消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悬挂式超细干粉灭火装置安装使用说明书            

11 

 

 

 

 

规格型号                                      

型号 最大工作压力 动作压力设定值 

XF1/1.4 1.4Mpa 1.0MPa 

３. 悬挂式灭火装置的固定 

3.1 悬挂式装置的固定： 

灭火装置采用膨胀螺钉予以固定。安装时，按设计图纸规定的位置，将膨胀

螺钉固定在保护区上方混凝预制板上，再将灭火装置上部的丝口对准镙丝拧紧

固定。见图三 

 
图三  悬挂式灭火装置安装示意图 

3.2 悬挂式灭火装置在吊顶夹层内安装 

一些防护区内（如计算机房、档案室等等）进行了室内装修，房屋内有吊顶

层，这时如设计安装悬挂式灭火装置，必须要求吊顶采用活动式吊顶，以便于

灭火装置的安装及今后的维护保养，吊顶内层高应大于 45cm，灭火装置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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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必须定在活动吊顶板的中心，安装时将石膏板拆下，在中心位置挖出直径

为 10cm 的圆孔，将灭火装置的喷头从圆孔中露出，为调节灭火装置的高度刚好

将喷头露出，安装时灭火装置之间加一个调节法兰，安装完成后，在喷头上方

安上由两个半圆组成的塑料卡，使挖孔处美观好看。见图四 

 

图四  悬挂式灭火装置在吊顶夹层内安装示意图 

3.3 悬挂式灭火装置的几何尺寸： 

序号 规格及型号 尺寸参数（mm） 外观形状 

1 FZXA3/1.2-DW 300×330 椭圆形 

2 FZXA5/1.2-DW 365×380 椭圆形 

3 FZXA7/1.2-DW 365×380 椭圆形 

表 3  装置外形尺寸参数 

3.4 悬挂式灭火装置的安装高度 

超细干粉灭火剂是一种可以弥漫于整个保护空间的细微粉末，在全淹没应用

时，一般不考虑安装高度，但当保护区高度超过 6m 时，可分二层布置，这样有

利于灭火剂能迅速达到均匀的灭火浓度；在局部保护应用时，其灭火装置喷口

到保护物顶面的最佳距离为不大于 3m，当保护距离超过时可考虑采用支架下降

灭火装置的安装高度，也可以增大灭火装置规格（灭火剂量）来解决安装高度，

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四川迪威消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悬挂式超细干粉灭火装置安装使用说明书            

13 

4. 悬挂式灭火装置的保护面积 

悬挂式超细干粉灭火装置在局部应用时，它所覆盖的有效灭火面积是（正

方形）；在同等条件下，每个单孔喷头所喷射的灭火剂保护面积相等，灭火剂量

减少时，保护面积应相对缩小；反之，灭火剂量和安装高度增加，则保护面积

增大，但保护物为易复燃的火灾载体或现场情况复杂时，应适当增加灭火剂的

量。见图五 

 

 

 

 

 

 

 

 

 

 

 

 

 

 

 

 

图五  悬挂式灭火装置保护面积示意图 

 

 

产品名称 型号及规格 保护面积 

FZXA3/1.2-DW 12m
2
 

FZXA5/1.2-DW 16m
2
 悬挂式超细干粉灭火装置 

FZXA7/1.2-DW 20m
2
 

表 4  悬挂式灭火装置有效保护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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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悬挂式灭火装置的启动方式 

悬挂式灭火装置的启动方式有三种： 

A、感温元件温控启动  

B、热敏线启动   

C、电控启动。 

5.1 感温元件温控启动 

5.1.1 全淹没保护区空间较小，且满足如下要求时，无管网灭火系统可采用感

温元件温控启动方式启动： 

a、防护区设计所需悬挂式灭火装置的数量少于 4 具；  

b、火灾时，燃烧物（如汽油）能在短时间内将防护区温度明显上升，使悬

挂式灭火装置感温元件较快动作。 

5.1.2 喷头感温元件的确定 

5.1.2.1 感温元件为玻璃球 

5.1.2.2 感温元件公称温度的确定: 

感温元件公称温度=防护区最高环境温度+ 30℃ 

5.1.2.3 感温元件温控启动工作原理 

火灾时，当环境温度超过喷头感温元件公称动作温度，玻璃球受热膨胀破

裂，喷头内的压板受粉罐内压力推动脱落，灭火剂在驱动气体作用下快速

喷出灭火。 

5.2  热敏线启动 

5.2.1 当防护区灭火装置数量较多或火灾时防护区环境温度上升较慢，且不易

采用电控启动时，灭火装置可采用热敏线启动方式启动（如电缆隧道、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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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柜等场所）。 

5.2.2 热敏线启动装置的组成 

热敏线启动装置主要由热敏线及套在灭火装置玻璃球感温元件上的热敏线

启动器等组成。 

5.2.3 热敏线启动工作原理 

火灾时，明火引燃保护物附近的热敏线，瞬间将热源传递到灭火装置，启动

器动作，玻璃球感温元件受热膨胀破裂，开启喷头喷放灭火剂灭火。 

5.3 电控启动 

5.3.1 当防护区采用火灾报警控制系统时，灭火装置可采用电控启动方式启动。 

5.3.2 电控启动装置的组成 

    灭火装置的电控启动装置主要由套在灭火装置玻璃球感温元件上的电控启

动器组成，该装置与火灾报警控制系统相连。 

5.3.3 电控启动工作原理： 

    火灾时，火灾报警控制系统探测到火情（感烟探测器和感烟探测器两组信

号或手动确认），经报警火灾报警控制器确认并发出灭火指令给模块，输入输出

模块动作接通灭火装置上的电子启动器电源，致使玻璃球感温元件受热膨胀破

裂，开启喷头喷放灭火剂灭火。（总线制）见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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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总线制灭火装置工作原理图 

5.3.4 电控启动灭火系统有自动、电气手动两种控制方式。 

① 自动灭火 

将灭火控制器控制方式设置于“自动”位置时，系统处于自动控制状态。防护

区发生火灾时，灭火控制器接收到火灾探测器两个独立的火灾信号后发出声光

报警信号，延时 30 秒后,启动灭火装置喷放灭火剂灭火，讯号反馈器向控制器

反馈灭火剂已释放信号。 

② 电气手动灭火 

将灭火控制器控制方式设置于“手动”位置时，系统处于电气手动控制状态。

防护区发生火灾时，按下灭火控制器或手动控制盘上的启动按钮，即可按规定

程序启动灭火系统灭火。 

③ 紧急启停 

灭火系统自动启动或手动启动后,在设定的延迟时间内按下紧急停止按钮,灭火

装置可停止启动。 



                四川迪威消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悬挂式超细干粉灭火装置安装使用说明书            

17 

6. 悬挂式灭火装置的安装 

6.1 安装前的检查 

灭火装置安装施工前，应按照下列要求进行检查： 

a) 灭火装置的型号﹑规格﹑数量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 

b) 灭火装置上的铭牌应清晰﹑完整。 

c) 装置应无碰撞变形及其它机械性损伤。 

d) 压力指示器应指示在绿色区域内。 

6.2 感温元件温控启动灭火装置的安装 

6.2.1 灭火装置不应安装在下列场所或位置： 

a) 临近火源、热源处； 

b) 经常受到振动、冲击的位置； 

c) 容易被雨淋、水浇或水淹处。 

6.2.2 灭火装置的安装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6.2.2.1 灭火装置的安装的位置应符合有关设计文件的要求 

6.2.2.2 灭火装置固定时，喷头应朝下，安装时应注意保护喷头上的感温

元件。 

6.2.2.3 灭火装置的安装方式：将带钩的膨胀螺钉（M12）固定在保护区上

方的混凝预制板上，再将灭火装置上部的吊环钩在膨胀螺钉弯钩处，插上

定位销（温控，电控灭火装置安装方式相同；带自检及信号反馈的灭火装

置双孔用膨胀螺钉固定在混凝预制板上）。特殊环境时，另行设计安装方式。 

6.3 热敏线启动灭火装置的安装 

6.3.1 灭火装置热敏线的连接及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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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1 灭火装置间热敏线的连接及固定 

a、热敏线的连接：以设计文件划分的区为单位，各区的灭火装置，采用热敏线

相连。各连接处的热敏线采用缠绕或绞合的方式相接，用绝缘的胶布包扎，再

用细塑料扎带扎紧，去掉过长的塑料头。 

b、热敏线的固定：灭火装置间热敏线的固定方式见图七 

图七  悬挂式灭火装置用热敏线连接安装示意图 

6.3.1.2 主热敏线的布置 

a 当灭火装置处于两排电缆桥架中部上方时，以设计图纸中要求同时启动的灭

火装置为一组（一般取８－１０具为一组，双排电缆桥架在中间位置安装时用

直喷灭火装置），每组灭火装置应向两旁电缆桥架各延伸的主热敏线应不少于两

根。z 

b 当保护区设计图纸中只设计了一排灭火装置时，应向左右电缆桥架各延伸一

根主热敏线。 

6.3.1.3 电缆桥架各层热敏线的布置 

在电缆桥架各层的上部，用长度不小于一米（实际长度根据各层电缆的粗细

及根数确定）的热敏线，将中间缠绕在主热敏线上 3～4 圈，用绝缘胶布包扎，

再用塑料扎带扎紧。支热敏线两端反向呈 S 形缚在电缆上，用塑料扎带固定（热

敏线须敷设在电缆桥架的高压电缆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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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注意事项： 

a) 安装现场严禁明火。 

b) 安装中应注意保护灭火装置上的喷头部件。 

c) 灭火装置感温元件上的热敏线，应在保护区其他零件安装完毕，检查无误后，

才能与主热敏线相连。 

6.4 电控启动灭火装置的安装 

6.4.1 电控悬挂式自动灭火装置均可与市场上通用型自动报警控制系统连接

（火灾报警控制器），组成无管网自动灭火系统，安装时必须按设计要求布线，

报警设备的安装按其说明书要求进行，启动灭火装置的电源信号线必须在报警

系统调试合格且运行一周以上后，确认没有误报的情况下再接通。见图八 

 
图八  悬挂式灭火装置与报警系统连接示意图 

6.4.2 安装要求 

a) 灭火装置的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 

b) 多具灭火装置上的电控启动器间采用并联方式连接。启动电源其额定输出电

压为 DC24V，额定输出电流应不小于多具灭火装置电控启动器所需电流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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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 1.5 倍（每具灭火装置电控启动器启动电流为 0.5A）。 

c) 火灾报警控制系统的安装应符合有关国家标准及工程设计文件的规定。 

７．产品应用场所 

悬挂式灭火装置应用场所比较广泛，主要如：电缆隧道、电缆夹层、计算机

房、发电机房、档案室（库房）、配电室、地下液压站、通讯机站等工业和民用

建筑消防。 

3.2 灭火装置工作控制原理 

    灭火装置具有热引发启动和电引发启动功能。当防护区发生火灾，热敏线

迅速传递火灾信号，热引发器接收到火灾信号，引发灭火装置内的气体发生剂

瞬间产生高压气体，推动灭火剂从铝箔喷口喷出灭火。当防护区发生火灾，灭

火装置采用电引发方式时，电引发器接收到 DC24V 电压时，引发灭火装置内的

气体发生剂瞬间产生高压气体，推动灭火剂从铝箔口喷出灭火。 

3.2.1 灭火装置应用 

a) 应根据保护空间容积或保护对象面积进行计算,选择规格适宜的灭火装置； 

b) 最低适用温度为-10
0
C； 

c) 灭火装置电控启动时，为灭火装置电引发器提供启动电源的蓄电池额定输出

电压为 DC24V，额定输出电流按下式计算确定： 

I≥k×n×V/R 

式中： 

I ：电源额定输出电流 

K ：安全系数，一般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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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无管网灭火系统中灭火装置的具数 

V ：电源额定输出电压(DC24V) 

R ：灭火装置电引发器平均电阻(16Ω) 

4） 工程用灭火装置启动电源蓄电池应具备自动充电功能，平时与 220V 交

流电源相连接。当外接电源停电超过 12 小时，应及时对蓄电池充电，否则将影

响灭火装置的正常运行。 

5） 灭火装置采用电引发多具同时启动时，为减小整体电源容量，降低成

本，建议使用电启动器。单只电启动器使用电流为 2A.多具灭火装置需要同时启

动时,每具灭火装置启动时间应有 3 秒钟间隔。 

8、 安全事项 

1、灭火装置一经开启或贮压式灭火装置压力指示器指针低于绿色区域时,

必须重新充装。 

2、每年至少应对灭火系统进行一次功能试验检查。 

3、使用单位应建立维护管理制度,由专人负责定期检查维护。 

4、灭火装置释放灭火剂前,所有人员应及时撤离现场.待灭火完毕后,排除

烟尘,方可进入现场。 

5、灭火装置每次再充装或每五年应对灭火剂贮罐进行水压试验，水压试验

不合格不允许再使用；再充装时所用灭火剂必须是超细干粉灭火剂；更换灭火

装置的有关部件,必须是生产厂家提供的合格品,不得随意代用。 

6、灭火装置的检修必须由公安消防监督部门认可的专业厂家进行。 

7、使用、维护过程中，发现疑问，应及时与本公司取得联系以便协助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