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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用复合型灭火装置包括高压喷雾灭火组

件 (100)、CO2气体灭火组件 (200) 及喷射组件

(300)。本发明在喷射消防水与研磨料的混合物而

贯穿了障碍物墙体等障碍物层的状态下向其内部

喷射灭火剂消灭内部的火灾，由于根据火灾现场

选择消防水或 CO2气体后喷射而得以在各式各样

的火灾现场有效地消灭火灾。尤其是，木制文化

财建筑物的积心层起火时在喷射消防水与研磨料

的混合物而贯穿了作为障碍物层的钢灰层的状态

下向其内部的积心层喷射CO2气体而消灭火灾，由

于利用CO2气体的窒息效果实现灭火，因此可以在

尽量减少木制文化财建筑物损伤的情形下消灭火

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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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灭火装置，消灭发生于障碍物内侧的火灾，其特征在于，

包括：

喷雾灭火组件，供应消防水或者在上述消防水上混合了研磨料的混合物；

气体灭火组件，供应消防气体；及

喷射组件，选择性地喷射上述喷雾灭火组件及上述气体灭火组件传送过来的上述消防

水、上述消防水与上述研磨料的混合物及上述消防气体；

为了贯穿上述障碍物以确保路径而喷射上述消防水与上述研磨料的混合物，通过上述

路径朝上述障碍物内侧喷射上述消防水及上述消防气体。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灭火装置，其特征在于，

上述喷射组件由喷射枪构成，该喷射枪能够喷射上述消防水、上述消防水与上述研磨

料的混合物及上述消防气体。

3.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灭火装置，其特征在于，

上述喷射组件包括：喷射上述消防水、上述消防水与上述研磨料的混合物的喷雾喷射

枪；只喷射上述消防气体的气体喷射枪。

4.根据权利要求 3所述的灭火装置，其特征在于，

上述喷雾喷射枪包括：

本体，具备有驱使喷射上述研磨料的选择杆与驱使喷射上述消防水或上述消防气体的

喷射杆；

喷射管，延伸到上述本体的前方；

喷射喷嘴，结合在上述喷射管的端部；

上述喷射喷嘴由长度比上述障碍物的厚度短的喷射喷嘴或长度比上述障碍物的厚度

长的喷射喷嘴构成。

5.根据权利要求 4所述的灭火装置，其特征在于，

长度比上述障碍物的厚度长的喷射喷嘴包括：

结合部，结合在上述喷射管的端部；

固定部，把上述喷射管的端部与上述喷射喷嘴的结合加以固定；

喷嘴部，在上述固定部的一侧延伸预设长度地形成。

6.根据权利要求 4所述的灭火装置，其特征在于，

长度比上述障碍物的厚度长的喷射喷嘴包括：

第一喷射管线，在长度方向直径从前端朝后端地逐渐变小；

第二喷射管线，从上述第一喷射管线的后端延伸并且沿着长度方向具有同一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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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火灾灭火用灭火装置，本发明火灾灭火用复合型灭火装置在喷射

消防水与研磨料的混合物而贯穿了障碍物墙体等障碍物层的状态下向其内部喷射灭火剂

消灭内部的火灾，根据火灾现场而选择性地喷射消防水或CO2气体而得以有效地消灭火灾。

背景技术

[0002] 近来，随着人类社会对安全及火灾的认识日益深入及普及而使得灭火装置受到的

关注越来越多。因此，很多高层建筑物针对火灾准备了彻底完善的灭火系统。但，时日较久

的建筑物或木制建筑物却因为灭火系统不足而在发生火灾时不仅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还

常常造成人命损失。尤其是，大部分的文化财建筑物是木制建筑物而没有具备完善的灭火

系统，发生火灾时遭受重大损害。作为一例，崇礼门或洛山寺等国宝级文化财已经被烧毁。

[0003] 包括文化财建筑物在内的木制建筑物的屋顶通常在施工时，在栋梁上面的梁的上

部连接檩子，在檩子的上部施工椽子，在椽子上面置放盖板或苇箔后进行施工。而且，在盖

板的上部填上了横越屋顶并承受荷重的原木地施工积心层，在其上面压实补土后放上瓦施

工屋顶。

[0004] 亦即，木制建筑物的屋顶结构如图1所示地由椽子、盖板、积心层、补土/钢灰层及

瓦构成。在此，“盖板”指的是铺在椽子上的木板，“积心层”是盖板上面由作业后留剩下的

除了原木以外的木块、皮、木屑、刨花等材料填充的层，补土 / 钢灰层是为了弥补积心层的

不均匀处并构成屋顶曲线而填充的泥土“补土”及混合生石灰与沙壤土后养生的“钢灰”所

混合的层，不仅防止漏水，还能防止位于其上部的瓦的下沉

[0005] 如前所述，木制建筑物的屋顶结构具有防水完善而得以从外部的灾害 ( 湿气、漏

水 )保护其内部的木造建筑物，但是在内部发生火灾时却会成为阻碍灭火的较大障碍物。

[0006] 亦即，通过钢灰压实增强了防水功能而得以阻止从外部漏水到内部，但内部的栋

梁起火并波及到屋顶而使得积心层被火焰烧时，由于火焰受到积心层上部进行了钢灰压实

施工的钢灰层的影响而不暴露于外地只是闷烧积心层使得外部无法得知火焰延烧到外部

的情形，而且为了把烧到积心层的火焰加以扑灭而需要拆下上部的瓦后拆除补土与石灰再

朝积心层喷射消防水或灭火用材料，增加了灭火作业的难度。另一方面，清除积心层下面的

盖板时发生复燃 (Back-Draft) 现象而使得现场灭火队员承受安全事故的危险。

发明内容

[0007] 要解决的技术课题

[0008] 因此为了解决前面所述现有技术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火灾灭火用复

合型灭火装置，在喷射消防水与研磨料的混合物贯穿了障碍物墙体等障碍物层而确保了灭

火物质喷射路径的状态下，向其内部喷射灭火剂而消灭内部的火灾，由于根据火灾现场选

择消防水或 CO2气体后喷射而得以在各式各样的火灾现场有效地消灭火灾。

[0009]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火灾灭火用复合型灭火装置，木制文化财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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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心层起火时在喷射消防水与研磨料的混合物而贯穿了作为障碍物层的钢灰层的状态

下向其内部的积心层喷射CO2气体而消灭火灾，由于利用CO 2气体的窒息效果实现灭火而得

以在尽量减少木制文化财建筑物损伤的情形下消灭火灾。

[0010] 本发明的再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火灾灭火用复合型灭火装置，在喷射消防水与研

磨料的混合物而贯穿了现场灭火队员较难进入的火灾现场的障碍物层的状态下向其内部

喷射灭火剂消灭内部火灾，从而得以确保现场灭火队员的安全性。

[0011] 本发明的再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木制建筑物的积心层火灾灭火用喷射喷嘴，木制

建筑物的积心层起火时喷射消防水与研磨料的混合物而对作为障碍物的钢灰层的一部分

区域进行穿孔后插入该经过穿孔的孔，在端部位于积心层的状态下喷射CO2气体，从而得以

在尽量减少木制建筑物损伤的情形下短时间内消灭火灾。

[0012] 解决课题的技术方案

[0013] 本发明提供一种灭火装置，消灭发生于障碍物内侧的火灾，其包括：喷雾灭火组

件，供应上述消防水或者在上述消防水上混合了研磨料的混合物；气体灭火组件，供应消防

气体；及喷射组件，选择性地喷射上述喷雾灭火组件及上述气体灭火组件传送过来的上述

消防水、上述消防水与研磨料的混合物及上述消防气体；为了贯穿上述障碍物以确保路径

而喷射上述消防水与上述研磨料的混合物，通过上述路径朝上述障碍物内侧喷射上述消防

水及上述消防气体。

[0014] 此时，上述喷射组件可以由喷射枪(injection gun)构成，该喷射枪能够喷射上述

消防水、上述消防水与上述研磨料的混合物及上述消防气体全部。

[0015] 而且，上述喷射组件包括：喷射上述消防水、上述消防水与上述研磨料的混合物的

喷雾喷射枪 ；只喷射上述气体的气体喷射枪。

[0016] 此时，上述喷雾喷射枪包括：本体，具备有驱使喷射上述研磨料的选择杆与驱使喷

射上述消防水或上述气体的喷射杆；喷射管，延伸到上述本体的前方；喷射喷嘴，结合在上

述喷射管的端部；较佳地，上述喷射喷嘴由长度比上述障碍物的厚度短的喷射喷嘴或长度

比上述障碍物的厚度长的喷射喷嘴构成。

[0017] 而且，长度比上述障碍物的厚度长的喷射喷嘴包括：结合部，结合在上述喷射管的

端部；固定部，把上述喷射管的端部与上述喷射喷嘴的结合加以固定；喷嘴部，在上述固定

部的一侧延伸预设长度地形成。

[0018] 而且，长度比上述障碍物的厚度长的喷射喷嘴包括：第一喷射管线，在长度方向直

径从前端朝后端地逐渐变小；第二喷射管线，从上述第一喷射管线的后端延伸并且沿着长

度方向具有同一直径。

[0019] 有益效果

[0020] 本发明在喷射消防水与研磨料的混合物而贯穿了障碍物墙体等障碍物层的状态

下向其内部喷射灭火剂消灭内部的火灾，由于根据火灾现场选择消防水或 CO2气体后喷射

而得以在各式各样的火灾现场有效地消灭火灾。

[0021] 而且，本发明在木制文化财建筑物的积心层起火时在喷射消防水与研磨料的混合

物而贯穿了作为障碍物层的钢灰层的状态下向其内部的积心层喷射 CO2气体而消灭火灾，

由于利用CO2气体的窒息效果实现灭火而得以在尽量减少木制文化财建筑物损伤的情形下

消灭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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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而且，本发明在喷射消防水与研磨料的混合物而贯穿了现场灭火队员较难进入的

火灾现场的障碍物层的状态下向其内部喷射灭火剂消灭内部火灾，从而得以确保现场灭火

队员的安全性。

[0023] 尤其是，本发明在木制建筑物的积心层起火时喷射消防水与研磨料的混合物而对

作为障碍物的钢灰层的一部分区域进行穿孔后插入该经过穿孔的孔，在端部位于积心层的

状态下喷射 CO2气体，从而得以在尽量减少木制建筑物损伤的情形下短时间内消灭火灾。

[0024] 亦即，本发明在喷射喷嘴的端部位于积心层内的状态下喷射CO2气体消灭火灾，由

于利用CO2气体的窒息效果实现灭火而得以在尽量减少木制文化财建筑物损伤的情形下消

灭火灾。

附图说明

[0025] 图 1是一般木制建筑物的屋顶结构概略图。

[0026] 图 2 是概念化地呈现了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火灾灭火用复合型灭火装置的配置关

系的配置图，

[0027] 图 3 是构成图 2 所示火灾灭火用复合型灭火装置的喷雾喷射枪的配置关系斜视

图，

[0028] 图 4是构成图 2所示火灾灭火用复合型灭火装置的 CO2气体喷射枪的配置关系斜

视图，

[0029] 图5是利用安装了图3所示喷雾喷射枪的火灾灭火用复合型灭火装置消灭火灾的

概念图，

[0030] 图 6是利用安装了图 4所示 CO2气体喷射枪的火灾灭火用复合型灭火装置消灭火

灾的概念图。

[0031] < 主要图形标记的说明 >

[0032] 100 ：高压喷雾灭火组件   200 ：CO2气体灭火组件

[0033] 300 ：喷射组件           310 ：喷雾喷射枪

[0034] 320 ：CO2气体喷射枪      330 ：3WAY 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火灾灭火用复合型灭火装置的较佳实施例。

[0036] 图 2 是是概念化地呈现了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火灾灭火用复合型灭火装置的配置

关系的配置图，图 3 是构成图 2 所示火灾灭火用复合型灭火装置的喷雾喷射枪的配置关系

斜视图，图 4 是构成图 2 所示火灾灭火用复合型灭火装置的 CO2气体喷射枪的配置关系斜

视图。

[0037] 如图2到图4所示，该实施例的火灾灭火用复合型灭火装置包括：高压喷雾灭火组

件 (100)，在喷射消防水与研磨料的混合物而贯穿了障碍物墙体等障碍物层的状态下朝其

内部喷射消防水消灭内部火灾；CO2气体灭火组件(200)，朝贯穿的障碍物层的内部喷射CO 2

气体消灭内部火灾；及喷射组件(300)，选择性地喷射混合物(消防水与研磨料)、消防水或

CO2气体。

[0038] 本实施例的高压喷雾灭火组件 (100) 至少包括：消防水罐 (110)，储存并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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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水；动力生成装置 (120)，凭借引擎或电机生成动力；高压泵 (130), 凭借动力生成

装置 (120) 动作并以高压泵送消防水；研磨料罐 (140)，储存并供应研磨料 (G) ；排放器

(ejector)(150)，把泵送自消防水罐(110)的消防水与供应自研磨料罐(140)的研磨料(G)

加以混合后供应。

[0039] 高压喷雾灭火组件(100)以下列方式构成，亦即由控制部(160)控制喷射液，该喷

射液是消防水罐 (110) 所泵送的消防水与研磨料罐 (140) 所供应的研磨料 (G) 的混合物。

在此，控制部(160)控制研磨料(G)的中断 /供应及其供应量、动力生成装置(120)与高压

泵 (130) 的输出、消防水的喷射速度等。

[0040] 较佳地，本实施例的动力生成装置 (120) 是独立配备的一个以上的内燃机并且使

用约20～40马力的汽油引擎，紧凑地安装在框架内部较佳，在框架的上部装载可储存并供

应消防水的消防水罐 (110) 较佳，框架被设计成装载到容易机动地移动的车辆或本身容易

移动较佳。

[0041] 可独立运转地配备多个该动力生成装置 (120)，该多个动力生成装置 (120) 各自

并列安装高压泵 (130)，高压泵 (130) 则连接消防水罐 (110) 的排放管，当某一个动力生成

装置 (120) 发生问题时也能凭借其它动力生成装置 (120) 运转。

[0042] 采取上述构成方式的理由是，虽然只使用一个动力生成装置 (120) 也能得到所需

要的喷射压，但需要得到更高压力或者某一个动力生成装置 (120) 发生异常时，使用多个

动力生成装置 (120) 就成为很好的对策。

[0043] 本实施例的控制部 (160) 由有线控制器 (161) 或无线控制器 (162) 驱使，有线控

制器 (161) 或无线控制器 (162) 为了操作上的稳定性而安装在框架较佳，也可以视情况而

安装在喷射组件的喷射枪而得以在火灾现场一边查看灭火过程一边便利地进行操作。

[0044] 从高压泵 (130) 高压排出的消防水经过第一止回阀 (171) 进入第一块型歧管

(172)，从第一块型歧管 (block manifold)(172) 出来的消防水则依次经过安全阀 (relief 

valve)(181)与 3WAY阀 (182)，也可以凭借该3WAY阀 (182)让消防水回到消防水罐(110)。

另一方面，3WAY 阀 (182) 被远程调整并且在设备停止使用时起动，安全阀 (relief valve)

(181) 在消防水以异常高压被送出时把消防水送到消防水罐 (110) 的排放管让其重新输入

到高压泵 (130)，3WAY 阀 (182) 的前端也安装了远程调整的第一电动阀 (183)。

[0045] 第一电动阀 (183) 能够防止过负荷，经过了第一电动阀 (183) 的消防水被引入第

二块型歧管(184)并且在其内部分歧后输出。经过了该第二块型歧管(184)的消防水各自

被引入第二止回阀(185)与第二电动阀(191)，经过了第二止回阀(185)的消防水流入排放

器 (150)，经过了第二电动阀 (191) 的消防水则被供应到研磨料罐 (140)。

[0046] 该实施例的研磨料罐 (140) 是 10 ～ 40 公升 (l) 容量的压力容器，通过安装在其

上部的分配器 (141) 投入内部，研磨料罐 (140) 的排放管连接到排放器 (150)，在研磨料罐

(140)安装压力排泄阀(142)并且在异常高压时降低压力而得以采取对策。另一方面，在研

磨料罐 (140) 的内部连续地连接安装洞口 (orifice)(143) 与第三止回阀 (144)。在此，洞

口 (143) 用来提高流体压力，第三止回阀 (144) 则阻止混入了研磨料 (G) 的消防水逆流。

[0047] 该实施例的研磨料 (G) 是金刚石系列的粉末形态并具有 10 ～ 30 网目 (mesh) 的

粒径 ,具有 22～ 26网目的粒径更佳，高压消防水被供应到研磨料罐(140)内部，消防水通

过分配器 (141) 流入研磨料罐 (140) 的内部，研磨料 (G) 则受到高压消防水的推力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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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下端的排放口被排放。

[0048] 排放器 (150) 的输出端连接喷射管线 (192)，该喷射管线 (192) 连接到喷射组件

(300)的喷射枪(310、320)，喷射管线(192)的喷射管则在以卷轴形态卷绕在线架(193)的

状态下根据使用者的需要而松弛，线架 (193) 安装在框架上。

[0049] 前面提到的第一、第二块型歧管 (172、184) 作为让一个配管分歧的接头

(coupling) 件使用，这样就能在窄小的空间里轻易地排列配管并且提高连接部位的耐久

性。

[0050] 如图 2 所示，该实施例的 CO2气体灭火组件 (200) 用来朝贯穿的障碍物层的内部

喷射 CO2气体而消灭内部火灾，其包括：各自保管二氧化碳 (CO 2) 的多个 CO2储存罐 (210) ；

把该多个 CO2储存罐 (210) 的排放口互相连接并连接到高压喷雾灭火组件 (100) 的喷射管

线 (192) 的连接管线 (220)。

[0051] 在构成本发明的火灾灭火用复合型灭火装置时配备 CO2气体灭火组件 (200) 的理

由是为了利用下述的 CO2特征。

[0052] 二氧化碳(CO2)由于是碳的最终氧化物而不会进一步进行燃烧反应，因此和氮、水

蒸气、氩、卤代烷(halon)之类的惰性气体一起作为气体系灭火药剂而被广泛地使用。二氧

化碳是有机物燃烧后生成的气体，其重量比空气重约 1.5 倍左右，在常温下是气体但只要

加压就会液化，因此在高压气体容器内液化保管。排放时在配管内以液相流动而在喷射头

气化后喷射。其最大的灭火效果是窒息效果，还稍微发挥出冷却效果。

[0053] 而且，二氧化碳的一个优点是使用后完全没有污染。主要适用于油类火灾 (B

级火灾 )、电气火灾 (C 级火灾 )。而且，液体二氧化碳的本身蒸汽压在 21℃是 57.8kg/

cm2·G( 在 -18℃是 20.4kg/cm2·G)，其值非常高而不需要其它加压源也能靠本身压力进行

放射。下列表 1是二氧化碳的物性。

[0054] 表 1

[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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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另一方面，二氧化碳最大的灭火效果是窒息效果。如前所述，窒息效果是大气中

的氧气浓度下降到某一程度后灭火的效应，灭火所需二氧化碳浓度根据可燃物的种类而不

同。灭火用二氧化碳浓度通常被设计成 34vol% 以上，此时氧气浓度是 14vol% 左右。

[0057] 而且，二氧化碳还能通过冷却效果发挥出灭火功能。该冷却效果在诸如油类罐火

灾的场合直接排放到燃烧的物质时最有效果。即使氧气浓度下降所导致的窒息效果消失

后，由于冷却的液体(油类 )无法让燃烧所需可燃性气体蒸发而得以防止复燃。尤其是，凭

借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而使得微细干冰 (dry ice) 存在时更能增强冷却效果。

[0058] 上述二氧化碳灭火药剂在灭火后不会因为灭火药剂而造成污染损失，也不会在寒

冷地区冻结，它还具有电绝缘性。即使长时间保管也不会出现变化，靠其本身压力排放而不

许额外的排放用动力。

[0059] 该实施例的 CO2气体灭火组件 (200) 利用二氧化碳最强大的灭火效果，即窒息效

果消灭火灾，适用于诸如木制文化财建筑物的积心层一样与外部隔绝的火灾现场时非常有

效。亦即，把 CO2气体喷射到与外部隔绝的火灾空间降低密封空间内的氧气浓度而得以通

过窒息效果消灭火灾。

[0060] 而且，该实施例的 CO2气体灭火组件 (200) 凭借着在灭火后不会因为二氧化碳灭

火药剂而造成污染损失的特征而得以在尽量不造成木制文化财建筑物损伤的情形下消灭

火灾。

[0061] 如图 3 及图 4 所示，该实施例的喷射组件 (300) 选择性地喷射混合物 ( 消防水与

研磨料)、消防水或CO2气体而在贯穿了障碍物墙体等障碍物层的状态下向其内部喷射灭火

剂，从而得以消灭内部火灾。

[0062] 因此，该实施例的喷射组件 (300) 能够选择性地喷射混合物 (消防水与研磨料 )、

消防水或 CO2气体地构成。

[0063] 亦即，该实施例的喷射组件 (300) 包括：喷雾喷射枪 (310)，喷射混合物 ( 消防水

与研磨料 ) 或消防水；CO2气体喷射枪 (320)，喷射 CO 2气体；及 3WAY 阀 (330)，安装在高压

喷雾灭火组件 (100) 的喷射管线 (192) 与 CO2气体灭火组件 (200) 的连接管线 (220) 之间

的接入部位并且让喷射枪 (310、320) 选择性地连通喷射管线 (192) 或连接管线 (220)。

[0064] 在此，3WAY 阀 (330) 让喷射管线 (192) 连通地开放时通过喷雾喷射枪 (310) 喷射

混合物(消防水与研磨料)或消防水，3WAY阀 (330)连通连接管线(220)地开放时通过CO2

气体喷射枪 (320) 喷射 CO2气体。

[0065] 另一方面，该实施例的喷射组件 (300) 把喷雾喷射枪 (310) 或 CO2气体喷射枪

(320) 选择性地结合到卷绕在线架的喷射管的末端后使用。

[0066] 如图 3 所示，喷雾喷射枪 (310) 包括 ：本体 (311)，具备有选择并驱使喷射研磨

料 (G) 与消防水的选择杆 (lever)(311a) 与喷水杆 (311b) ；喷射管 (312)，延伸到本体

(311) 的前方；支撑架 (313)，与喷射管 (312) 结合并且被需要穿孔的障碍物墙体等支撑；

手柄(314)，与喷射管(312)结合并且让现场灭火队员等人便利地握住后进行作业；及护盖

(315)，与喷射管 (312) 的前端部位结合并且防止障碍物层所反射的飞溅物 ( 混合物、消防

水或破片等)朝现场灭火队员弹跳。另一方面，喷射管(312)的端部结合喷射喷嘴(312a)。

[0067] 该喷雾喷射枪 (310) 把消防水粉碎成微小块以扩展其撒布范围地消灭火灾，喷射

喷嘴 (312a) 在离开火灾现场一定距离的地点进行喷雾喷射，如果为了贯穿障碍物墙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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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而位于接近墙体的地点则不喷雾喷射而直进喷射。

[0068] 另一方面，喷射喷嘴 (312a) 不仅喷射消防水，还要对障碍物墙体等物进行穿孔，

因此由长度较短的短喷嘴构成。亦即，喷射喷嘴(312a)由长度比穿孔的障碍物墙体厚度短

的短喷嘴构成。

[0069] 该实施例的火灾灭火用复合型灭火装置的控制部 (160) 如下进行控制，根据选择

杆(311a)与喷水杆(311b)的动作让阀开闭而只喷射消防水与研磨料(G)混合的喷射液或

消防水。

[0070] 如图 4所示，CO2气体喷射枪 (320) 包括：本体 (321)，具有驱使喷射 CO 2气体的杆

(lever) ；喷射管 (322)，延伸到本体 (321) 的前方。另一方面，喷射管 (322) 的端部结合喷

射喷嘴(322a)，该喷射喷嘴(322a)以能够更换的方式结合。在此，由于喷射喷嘴(322a)喷

射CO2气体而以长度比穿孔的障碍物墙体厚度长的长喷嘴构成。亦即，CO 2气体喷射枪(320)

的构成方式为，喷射喷嘴 (322a) 插入障碍物墙体的穿孔部而且在喷射喷嘴 (322a) 的端部

位于障碍物墙体内侧的状态下喷射 CO2气体。如果，喷射喷嘴 (322a) 以长度比穿孔的障碍

物墙体厚度短的短喷嘴构成，就会出现障碍物墙体的穿孔部被喷射的CO2气体堵住的问题。

亦即，CO2气体的冷却功能使得 CO 2在穿孔部冻结而堵塞穿孔部。

[0071] 另一方面，喷射组件也可以不另外配备喷射混合物 ( 消防水与研磨料 ) 或消防水

的喷雾喷射枪及喷射CO2气体的CO 2气体喷射枪，让前述喷雾喷射枪(310)可以喷射喷雾与

喷射 CO2气体地构成并且以更换喷射喷嘴的方式使用。

[0072] 亦即，图 3 所示喷射枪的喷射喷嘴可以由可更换的喷雾喷射喷嘴与 CO2喷射喷嘴

构成。此时，喷射枪 (310) 包括：本体 (210)，具备有驱使喷射研磨料的选择杆 (311a) 与驱

使喷射消防水或 CO2气体的喷射杆 (311b) ；喷射管 (312)，延伸到本体 (210) 的前方；支撑

架(313)，与喷射管 (312)结合并且被需要穿孔的钢灰层支撑；手柄(314)，与喷射管 (312)

结合并且让现场灭火队员等人便利地握住后进行作业；及护盖(315)，与喷射管(312)的前

端部位结合并且防止钢灰层所反射的飞溅物 ( 混合物、消防水或破片等 ) 朝现场灭火队员

弹跳。另一方面，喷射管(312)的端部结合该实施例的喷射喷嘴(312a)，该喷射喷嘴(312a)

则根据所使用的喷射物质而更换作为喷雾喷射喷嘴的短喷嘴与作为CO2喷射喷嘴的长喷嘴

地使用。

[0073] 下面详细说明作为本发明的 CO2喷射枪的喷射喷嘴使用的长喷嘴。

[0074] 图5是本发明所使用的CO2喷射枪的喷射喷嘴的第一实施例的主视图，图6是图5

所示喷射喷嘴的纵向剖视图。

[0075] 如图5及图6所示，实施例的木制建筑物的积心层火灾灭火用喷射喷嘴(1100)如

下构成，与火灾灭火用灭火装置的喷射枪的前端结合并且在木制建筑物的积心层起火时喷

射消防水与研磨料的混合物而对作为障碍物的钢灰层的一部分区域进行穿孔后插入该经

过穿孔的孔，在端部位于积心层内的状态下喷射 CO2气体。

[0076] 亦即，该实施例的喷射喷嘴 (1100) 包括：结合部 (1110)，结合在喷射枪的前端；

固定部 (1120)，一体地形成于结合部 (1110) 的一侧并且坚固地固定在喷射枪 ；喷嘴部

(1130)，与结合部(1110)及固定部(1120)成为一体地形成并且朝固定部(1120)的一侧延

伸一定长度地形成。

[0077] 该实施例的结合部 (1110) 具有能够顺利地结合到喷射枪前端的长度，固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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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则具有能够顺利而坚固地固定到喷射枪的突出高度。另一方面，在结合部(1110)及

固定部 (1120) 的内部沿着其长度方向形成有直径从前端朝后端逐渐减少的第一喷射管线

(1111)。如前所述地构成第一喷射管线(1111)的理由是，让从其前端流入的灭火剂朝直径

逐渐减少的后端侧流动而使得速度逐渐加快。

[0078] 该实施例的喷嘴部 (1130) 是从固定部 (1120) 延伸一定长度地形成的，其具有的

长度在插入了沿着木制建筑物钢灰层深度方向经过穿孔的孔的状态下让其端部能够位于

积心层内。亦即，考虑到一般木制建筑物的钢灰层厚度而让喷嘴部 (1130) 形成 12 ～ 15cm

左右。喷嘴部 (1130) 的长度比木制建筑物的钢灰层厚度短时，需要在喷嘴部 (1130) 的端

部位于钢灰层的经过穿孔的孔的状态下喷射CO2气体，因此受到CO 2气体的冷却功能影响而

使得 CO2在经过穿孔的孔冻结并堵住经过穿孔的孔，因此积心层内的灭火受到了限制。

[0079] 另一方面，在喷嘴部 (1130) 的内部沿着其长度方向形成具有同一直径的第二喷

射管线 (1131)。此时，第二喷射管线 (1131) 从第一喷射管线 (1111) 的后端延伸地形成，

其直径与第一喷射管线 (1111) 的后端相同。在此，第一喷射管线 (1111) 与第二喷射管线

(1131) 具有在固定部 (1120) 的中间地点连接的结构。

[0080] 如前所述，该实施例的喷射喷嘴 (1100) 沿着其内部的长度方向连续形成第一喷

射管线 (1111) 与第二喷射管线 (1131)。因此，流入第一喷射管线 (1111) 前端的灭火剂朝

直径逐渐变小的第一喷射管线 (1111) 后端流动而逐渐加快速度地流动，然后沿着具有同

一直径的第二喷射管线(1131)流动而喷射到外部。也就是说，该实施例的喷射喷嘴(1100)

即使喷嘴部 (1130) 具有插入钢灰层的经过穿孔的孔并延伸到积心层内部的长度，也为了

避免喷射压力减少而兼顾到第一、第二喷射管线 (1111,1131) 的直径尺寸地构成。

[0081] 另一方面，该实施例的喷射喷嘴 (1100) 以下列规格构成时较佳。整体长度 (L)

是 165mm，其中结合部 (1110) 的长度 (L1) 及直径 (R1) 是 11.5mm 及 8.0mm，固定部 (120)

的长度 (L2) 及直径 (R2) 是 3.5mm 及 12.0mm，喷嘴部 (1130) 的长度 (L3) 及直径 (R3) 是

150.0mm 及 6.0mm。而且，第一喷射管线 (1111) 的前端部的内径 (r1) 是 6.0mm，第一喷射

管线(1111)的后端部及第二喷射管线(1131)的内径 (r3)是 1.7mm，第一喷射管线(1111)

的前端部与第二喷射管线 (1131) 之间的倾斜角 (θ)是 170°。

[0082] 另一方面，该实施例的喷射喷嘴 (1100) 可以让第一、第二喷射管线 (1111,1131)

的内侧面形成螺旋结构而使得沿着其内部流动的灭火剂形成旋流地流动，从而得以更高的

压力喷射。

[0083] 下面说明利用喷射枪在木制建筑物的积心层进行的灭火过程，该喷射枪结合了具

有上述结构的该实施例的喷射喷嘴。

[0084] 图 7是本发明所使用的 CO2喷射枪的喷射喷嘴的第二实施例的剖视图。如图 7所

示，该实施例的木制建筑物的积心层火灾灭火用喷射喷嘴 (1100A) 除了形成于其内部的第

一、第二喷射管线 (1111A、1131A) 的结构相异以外，由和第一实施例的喷射喷嘴 (1100) 相

同的结合部 (1110A)、固定部 (1120A) 及喷嘴部 (1130A) 构成。亦即，该实施例的喷射喷嘴

(1100A) 让第一喷射管线 (1111A) 与第二喷射管线 (1131A) 之间的连接地点位于喷嘴部

(1130A)的后端部侧地构成。因此，第一喷射管线(1111A)与第二喷射管线(1131A)互相完

满地连接。

[0085] 另一方面，该实施例的喷射喷嘴 (1100A) 以下列规格构成时较佳。整体长度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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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165mm，其中结合部(1110A)的长度(L1)及直径(R1)是 11.5mm及 8.0mm，固定部(120A)

的长度 (L2) 及直径 (R2) 是 3.5mm 及 12.0mm，喷嘴部 (130A) 的长度 (L3) 及直径 (R3) 是

150.0mm 及 6.0mm。

[0086] 而且，第一喷射管线 (1111A) 的前端部的内径 (r1) 是 5.47mm，第一喷射管线

(1111A) 的后端部及第二喷射管线 (1131A) 的内径 (r3) 是 1.7mm，第一喷射管线 (1111A)

的前端部与第二喷射管线 (1131A) 之间的倾斜角 (θ)是 179.2°。另一方面，第一喷射管

线(1111A)与第二喷射管线(1131A)之间的连接部以位于离喷嘴部(1130)端部 30.0mm的

距离 (L4) 之处地形成。

[0087] 另一方面，该实施例的喷射喷嘴 (1100A) 可以让第一、第二喷射管线 (1111A、

1131A) 的内侧面形成螺旋结构而使得沿着其内部流动的灭火剂形成旋流地流动，从而得以

更高的压力喷射。

[0088] 如前所述地构成的本发明的喷射喷嘴可以并行下列功能：木制建筑物的积心层起

火时喷射消防水与研磨料的混合物而贯穿作为障碍物的钢灰层的一部分区域的功能；插入

该经过穿孔的孔并且在其端部位于积心层内的状态下喷射 CO2气体的功能。因此可以在短

时间内贯穿木制建筑物的钢灰层后向积心层内喷射 CO2气体，从而得以在尽量减少木制建

筑物损伤的情形下短时间内消灭积心层内的火灾。亦即，可以利用 CO2气体窒息效果实现

积心层内的灭火并且尽量减少木制文化财建筑物的损伤。

[0089] 下列表 2 显示了火灾灭火用喷射喷嘴与本发明木制建筑物的积心层火灾灭火用

喷射喷嘴的性能试验结果。

[0090] 表 2

[0091] 

[0092] 上述表2中，比较例是一般火灾灭火用喷射喷嘴的实验结果，发明例1是具有本发

明第一实施例的规格的喷射喷嘴试验结果，发明例 2 是具有本发明第二实施例的规格的喷

射喷嘴试验结果。

说  明  书CN 103372271 B

11



        10/11 页

12

[0093] 在此，比较例如图 8 所示地以下列规格构成。整体长度 (L) 是 24mm，其中结合部

的长度 (L1) 及直径 (R1) 是 11.5mm 及 8.0mm，固定部的长度 (L2) 及直径 (R2) 是 3.5mm 及

12.0mm，喷嘴部的长度 (L3) 及直径 (R3) 是 9.0mm 及 8.0mm。而且，第一喷射管线的前端部

的内径 (r1) 是 6mm，第一喷射管线的后端部及第二喷射管线的内径 (r2) 是 1.7mm，第一喷

射管线的前端部与第二喷射管线之间的倾斜角 (θ)是 170.1°。

[0094] 由上述表 2 得知，本发明的发明例 1、2 的喷射喷嘴的贯穿性能、喷雾放射距离及

CO2气体排放性能与比较例的喷射喷嘴相似。亦即，即使如本发明一样地适用喷射喷嘴长度

拉长的长喷嘴，也因为其喷射压与比较例相似而能够毫无问题地贯穿钢灰层或插入该穿孔

的孔后喷射 CO2气体灭火。

[0095] 比较例由长度较短的短喷嘴构成，虽然可以贯穿钢灰层，但其长度不足以插入该

穿孔的孔并抵达积心层，因此用来消灭积心层内的火灾时不适合。亦即，比较例的短喷嘴需

要在其端部位于钢灰层的经过穿孔的孔的状态下喷射CO2气体，由于CO 2气体的冷却功能而

使得CO2在经过穿孔的孔内冻结并堵住经过穿孔的孔，因此在积心层内的灭火受到了限制。

[0096] 下面结合图 2 说明具有上述结构的该实施例的火灾灭火用复合型灭火装置的动

作方法。

[0097] 操作安装在框架上的控制部 (160) 而启动连接到动力生成装置 (120) 的高压泵

(130)并且把连接到消防水罐(110)与研磨料罐 (140)的阀予以开放。此时，控制部(160)

可以使用有线控制器(161)操作，也可以使用无线控制器(162)操作，如果进行远程灭火则

使用无线控制器 (162) 更方便。

[0098] 接着，以手动方式或者起动电机等装置而自动松开卷绕在线架 (193) 上的喷射管

线(192)的喷射管，消防员(现场灭火队员)拿着结合在喷射管端部的喷射组件(300 ：310、

310) 移动到需要灭火的火灾地点。

[0099] 之后，如果喷雾喷射枪 (310) 与 CO2气体喷射枪 (320) 以个别组件被提供，消防员

如图 3、图 4 及图 9 所示地在坚固地支撑了喷雾喷射枪 (310) 的状态下让本体 (311) 的选

择杆 (311a) 与喷水杆 (311b) 一起启动。那么，消防水与研磨料混合的喷射液从喷射喷嘴

(312a)喷射而得以贯穿或切断作为障碍物墙体的障碍物层。如前所述地贯穿或切断了障碍

物层时，让选择杆(311a)停止而只让喷水杆(311b)动作，从而只喷射消防水地消灭发生于

内部的火灾即可。

[0100] 亦即，木制建筑物的积心层发生火灾时，如前所述地利用喷雾喷射枪 (310) 喷射

消防水与研磨料的混合物而贯穿作为障碍物层的钢灰层。

[0101] 然后，从喷射管拆下喷雾喷射枪 (310) 后在该处结合 CO2气体喷射枪 (320)，然后

如图10所示地把喷射喷嘴(322a)插入钢灰层的穿孔部，在喷射喷嘴(322a)的端部位于钢

灰层内部的积心层的状态下喷射CO2气体而消灭积心层内部的火灾，而且利用CO 2气体的窒

息效果消灭火灾即可。

[0102] 另一方面，在一个喷射组件上交替地使用喷雾喷射喷嘴与 CO2喷射喷嘴时，如图 3

及图 11 所示地 ( 图 3 所示喷射枪在图 9 与图 11 适用于其它用途，但为了说明方便起见而

使用同一图形标记)在坚固地支撑了喷射枪(310)的状态下让本体(311)的选择杆(311a)

与喷射杆 (311b) 一起启动。那么，喷射喷嘴 (312a) 喷射消防水与研磨料所混合的喷射液

而贯穿钢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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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如前所述地贯穿了钢灰层后，把喷射喷嘴 (312a) 插入该经过穿孔的孔并且在喷

射喷嘴 (312a) 的端部位于钢灰层内部的积心层的状态下启动喷射杆 (311b) 喷射 CO2气体

而消灭积心层内部的火灾，而且利用 CO2气体的窒息效果消灭火灾即可。

[0104] 如前所述，本发明的火灾灭火用复合型灭火装置在喷射消防水与研磨料的混合物

贯穿了障碍物墙体之类的障碍物层的状态下向其内部喷射灭火剂而消灭内部的火灾，并且

根据火灾现场选择性地喷射消防水或CO2气体而得以在各式各样的火灾现场有效地消灭火

灾。

[0105] 而且，本发明的火灾灭火用复合型灭火装置在木制文化财建筑物的积心层起火时

喷射消防水与研磨料的混合物贯穿作为障碍物层的钢灰层的状态下向其内部的积心层喷

射CO2气体而消灭火灾，由于利用CO 2气体的窒息效果消灭火灾而得以在尽量减少木制文化

财建筑物损伤的情形下消灭火灾。

[0106] 而且，本发明在喷射消防水与研磨料的混合物而贯穿了现场灭火队员较难进入的

火灾现场的障碍物层的状态下向其内部喷射灭火剂消灭内部火灾，从而得以确保现场灭火

队员的安全性。

[0107] 前文结合附图说明了本发明火灾灭火用复合型灭火装置的技术事项，但其仅是举

例说明本发明最佳实施例而已。因此不得把本发明限定于上述实施例，在本发明的技术思

想及范畴内，可以由本发明所属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进行各种修改及变形，其为非常明

显者，因此该变形例或修改例也应包含在本发明的权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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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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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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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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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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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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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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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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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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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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