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101/103-TCH安裝說明

Victaulic®（唯特利™）FireLock™ 101號（90°彎頭）
和103號（45°彎頭）Installation-Ready™管件

 警告

•	 在安裝任何Victaulic（唯特利）管道產品之前，請閱讀並理解所
有安裝說明。

•	 在安裝、拆除、調整或維護任何Victaulic（唯特利）管道產品	
之前，請給管道系統卸壓並排乾積水。

•	 請穿戴防護眼鏡、安全帽和足部防護用品。

如果不遵循這些說明，則可能會導致死亡、嚴重人身傷害和/或財產
損壞。

有關1英寸/33.7毫米101號的重要資訊

所示僅為1英寸/DN25 101號的IGS槽型

所有其他101號和103號尺寸的OGS槽型 

1英寸/DN25 101號Installation-Ready™管件只應用於按照Victaulic 
（唯特利）IGS專有溝槽規格準備的對接件。請勿嘗試將1英寸/
DN25 101號Installation-Ready™管件安裝在為任何其他溝槽規格準備的
對接件上。有關1英寸/DN25 IGS溝槽規格，請參閱可從victaulic.com 
下載的Victaulic（唯特利）25.14號技術檔。

安裝方法1

不要拆分管件

1. 不要拆分管件：Victaulic®（唯特利™）FireLock™ 101號和103號
Installation-Ready™管件設計為使安裝人員無需拆卸螺桿和螺帽即可 
完成安裝。這種設計讓安裝人員可將對接件的溝槽端頭直接插入管件
之中，使安裝更為方便。

2. 檢查對接件端頭：溝槽與對接件端頭之間的對接件外表面應平 
滑且無任何凹陷、凸起、焊縫和輥制壓痕，以確保完全無洩漏密封。 
應清除所有機油、油脂、脫落油漆、污垢及切屑。

對接件外徑（“OD”）、溝槽尺寸和最大允許喇叭口直徑均應在可從
victaulic.com下載的最新Victaulic（唯特利）開槽規格（1英寸/DN25 
IGS為25.14號技術檔，1 1/4英寸/DN32及以上尺寸的OGS為25.01號技
術檔）中發佈的公差範圍之內。

3. 檢查密封墊圈：檢查密封墊圈，確認其適合既定工況。色碼標明
了密封墊圈的等級。如需色碼表，請參閱可從victaulic.com下載的
Victaulic（唯特利）05.01號技術檔。有關重要的密封墊圈資訊，	
請參閱以下注意。

注意
• Victaulic（唯特利）101號和103號管件設計為只能用於消	
防系統。

• Victaulic（唯特利）101號和103號管件隨附Vic-Plus密封墊圈。	
安裝溫度或持續工作溫度在0°F/–18°C以上的濕式管道系統的	
初裝時不需要額外潤滑措施。有關Vic-Plus材料安全資料表	
（MSDS），請參閱可從victaulic.com下載的Victaulic 
（唯特利）05.03號技術檔。

只有當存在以下任一情況時，才需要對Vic-Plus密封墊圈進行額外潤
滑。如果存在以下情況之一，請只在密封墊圈內部的密封唇緣上塗
抹薄薄一層Victaulic（唯特利）潤滑劑或矽潤滑劑。

•	 密封墊圈在安裝前已暴露于流體時

•	 密封墊圈表面不呈霧狀時

•	 密封墊圈被安裝到乾式管道系統時

•	 系統在充水前要承受氣壓試驗時

•	 密封墊圈以前經歷過安裝時

•	 對接件的密封墊圈密封面包含凸起或咬邊焊縫或者焊縫中存在裂
紋或氣孔時

但是，在惡劣對接件條件下，經過潤滑的密封墊圈並不能提高密封
性能。對接件狀況和管道製備均應符合這些產品安裝說明中列出的
要求。

 警告

•	 務必將101號或103號管件在完整安裝在對
接件端頭。未完整安裝妥當的管件在測試時
存在墜落或爆開的危險。

•	 在試圖將溝槽對接件端頭插入管件時，	
請保持雙手遠離對接件端頭和管件孔口。

•	 鎖緊過程中，請保持雙手遠離管件孔口。

如果不遵循這些說明，則可能會導致死亡、	
嚴重人身傷害和/或財產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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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插入第一個對接件端頭：將溝槽對
接件端頭插入管件的一個孔口之中，
裝配好接頭。將溝槽對接件端頭插入
管件時，應一直插到與密封墊圈的管
道限位器產生接觸為止。需要進行目
視檢查，以確認管件鍵與對接件端頭
上的溝槽對中。

4a.鎖緊外側位置的螺帽：鎖緊相應位
置處的外側螺帽，直到在螺桿座處達
到金屬與金屬接觸為止。確認管件鍵
完全咬合在溝槽中且螺桿的橢圓頸正
確位於螺桿孔中。

 警告

•	 此時，管件安裝僅完成了一部分。

•	 管件具有潛在的墜落危險，應有人照管。

如果不遵循這些說明，則可能會導致死亡、嚴重人身傷害和/或財產
損壞。

5. 插入第二個對接件端頭：將第二個
溝槽對接件端頭插入管件的另一個孔
口之中。將溝槽對接件端頭插入管 
件時，應一直插到與密封墊圈的管道
限位器產生接觸為止。需要進行目視
檢查，以確認管件鍵與對接件端頭上
的溝槽對中。

注：如果對接件無法插入管件之中，可逐漸鬆開在步驟4a中鎖緊的 
螺帽，直到對接件剛好插入為止（請參閱以上警告）。

5a.完全鎖緊內側位置的螺帽：完全鎖
緊內側位置的螺帽，直到螺桿座金屬
與金屬接觸為止。確認管件鍵完全咬
合在溝槽中且螺桿的橢圓頸正確的位
於螺桿孔中。

6.完全鎖緊第二個外側位置的螺帽：	
完全鎖緊第二個外側位置的螺帽， 
直到螺桿座金屬與金屬接觸為止。 
確認管件鍵完全咬合在溝槽中且螺桿
的橢圓頸正確的位於螺桿孔中。

7.完全鎖緊第一個外側位置的螺帽：	
完全鎖緊第一個外側位置的螺帽， 
直到螺桿座金屬與金屬接觸為止。 
確認管件鍵完全咬合在溝槽中且螺桿
的橢圓頸正確的位於螺桿孔中。

 警告

•	 應將螺帽完全鎖緊，直到在斜角螺桿座處達到具有正偏移或中性
偏移的金屬與金屬接觸以及在平直螺桿座處達到金屬與金屬接觸
為止，如下頁步驟8所示。

如果不將所有螺帽完全鎖緊，則可能會導致接頭失效，進而導致	
死亡、嚴重人身傷害和/或財產損壞。

注意

•	 必須按照本頁上的鎖緊順序鎖緊所有螺帽，直到在所有螺桿座處
都達到金屬與金屬接觸為止。

•	 可採用衝擊扳手或長套筒扳手，讓螺桿座達到金屬與金屬接觸。

•	 請參閱“説明資訊”和“衝擊扳手使用指南”兩節。

説明資訊

公稱尺寸 
英寸/DN

實際外徑 
英寸/毫米

螺帽尺寸 
英寸/公制

長套筒尺寸 
英寸/毫米

1 1.315 3/8 11/16
DN25 33.7 M10 17

1 1/4 1.660 3/8 11/16
DN32 42.1 M10 17

1 1/2 1.900 3/8 11/16
DN40 48.3 M10 17

2 2.375 7/16 3/4
DN50 60.3 M11 19

2 1/2 2.875 7/16 3/4
73.0 M11 19

DN65 3.000 7/16 3/4
76.1 M1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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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

錯誤

8.確認所有螺帽均已完全鎖緊且在所有螺桿座處都達到了金屬與金屬接觸：目視檢查每一連接處的所有螺桿座，確認在斜角螺桿座處達到了具有
正偏移或中性偏移的金屬與金屬接觸以及在平直螺桿座處達到了金屬與金屬接觸。如果螺桿座沒有達到金屬與金屬接觸，請鬆開斜角螺桿座處的
螺帽，然後兩邊交替均勻地重新鎖緊所有螺帽。如果螺桿座仍然沒有達到金屬與金屬接觸，請從對接件端頭上卸下管件，然後確認對接件外徑
（“OD”）、溝槽尺寸和最大允許喇叭口直徑均在最新Victaulic（唯特利）開槽規格（1英寸/DN25 IGS為25.14號技術檔，1 1/4英寸/DN32及以上 
尺寸的OGS為25.01號技術檔）中發佈的公差範圍之內。

注：在對系統進行加壓之前，可擰松相應緊固件對管件進行調整。調整管件位置後，應重新鎖緊該緊固件，直到達到這些說明中列出的安裝要求 
為止。

安裝方法2

1.如果可能，可以在鎖緊之前將所有溝槽對接件端頭都插入管件之中。
在這種情況下，應兩邊交替均勻鎖緊緊固件，直到達到這些說明中列
出的安裝要求為止。

2.在對系統進行加壓之前，可擰松相應緊固件對管件進行調整。調整
管件位置後，應重新鎖緊該緊固件，直到達到這些說明中列出的安裝
要求為止。

衝擊扳手使用指南

 警告

•	 應將螺帽完全鎖緊，直到在斜角螺桿座處達到具有正偏移或中性
偏移的金屬與金屬接觸以及在平直螺桿座處達到金屬與金屬接觸
為止。

•	 達到以上步驟8中所介紹的管件目測安裝指南的要求後，不要繼續
鎖緊螺帽。

如果不遵循這些說明，則可能會導致密封墊圈被擠壓和管件損壞，	
進而導致死亡、嚴重人身傷害和/或財產損壞。

衝擊扳手無法為安裝人員提供判斷螺帽鬆緊度的直接“扳手感”或扭矩。
鑒於某些衝擊扳手輸出力很大，必須熟悉衝擊扳手的使用感覺，以避
免在安裝期間造成螺桿或管件螺桿座損壞或斷裂。達到以上步驟8中所
介紹的管件目測安裝指南的要求後，不要繼續鎖緊螺帽。

如果電池已耗盡或如果衝擊扳手電力不足，則應使用新的衝擊扳手 
或新的電池組，以確保達到以上步驟8中介紹的管件目測安裝指南的 
要求。

請用衝擊扳手進行試裝配，並用套筒扳手或扭矩扳手檢查裝配情況，
以協助確定衝擊扳手的能力。採用相同的方法，在整個系統安裝期間
定時檢查其他螺帽。

為確保衝擊扳手的安全正確使用，請務必參閱衝擊扳手製造商的操作
說明。此外，請確認管件安裝時使用了正確衝擊等級的套筒。

 警告

如果不遵循管件緊固件鎖緊說明，則可能會導致： 
•  人身傷害或死亡 
•  螺桿斷裂 
•  螺桿座損壞或斷裂或管件斷裂 
•  接頭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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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系統上拆卸管件

 警告

•	 在拆卸任何管件之前，請確認系統已經完全卸壓並排乾積水。

•	 務必將101號或103號管件在完整安裝在對接件端頭。	
未完整安裝妥當的管件存在墜落的危險。

如果不遵循這些說明，則可能會導致死亡、嚴重人身傷害和/或財產
損壞。

注意

• 101號和103號管件無需完全拆分即可卸下。

1. 在拆卸任何管件進行維護之前，請確認系統已經完全卸壓並排乾積水。

2. 只鬆開要拆卸的第一個對接件端頭處的管件端頭外側和內側位置 
的螺帽。從鬆開的一側上取下對接件。確認管件固定在另一個對接 
件上，以免管件掉落。

3. 支撐好管件，同時鬆開另一個外側位置的螺帽。從對接件上小心地
取下管件。

4. 按照第1頁 – 第3頁“安裝方法1”一節的所有步驟重新安裝接頭。

將從系統上拆卸時被完全拆分的管件重新裝配

注意

• 101號和103號管件無需完全拆分即可卸下。但是，如果在維護過
程中或出於任何其他原因將管件完全拆分，則應完成以下步驟。

•	 在重新安裝產品之前應重新裝配好管件，如以下步驟所示。

1. 檢查密封墊圈有無任何損壞或磨損。如果發現任何損壞或磨損， 
請使用Victaulic（唯特利）提供的相同等級的全新密封墊圈進行更換。

 小心

•	 應塗抹薄薄一層Victaulic（唯特利）潤滑劑或矽潤滑劑，	
以防止密封墊圈在再安裝過程中被夾或撕裂。

使用不相容的潤滑劑將導致密封墊圈退化，造成連接洩漏和財產	
損壞。

對密封唇緣
進行潤滑

對外部進
行潤滑

2. 重新安裝管件時，請對密封墊圈進行
潤滑：在密封墊圈的密封唇口和外部塗抹
薄薄一層Victaulic（唯特利）潤滑劑或矽
油潤滑劑。密封墊圈在使用後會出現白色
霧狀痕跡，這是正常現象。

3. 將密封墊圈安裝到管件殼體中：將密
封墊圈安裝到一個管件殼體中。確認密封
墊圈兩端都嵌入殼體的凹槽中。

4. 安裝第二個管件殼體：安裝第二個管
件殼體。確認密封墊圈兩端都嵌入殼體的
凹槽中。

5. 安裝螺桿與螺帽：安裝螺桿，在每個
螺桿上鎖上一個螺帽。注：確認每個螺桿
的橢圓頸正確的位於螺桿孔中。不要完全
鎖緊螺帽。安裝螺桿座時需要留出一個間
隙，以便進行管件的重新安裝。使螺桿從
每個螺帽中伸出兩整圈或三整圈螺紋即可
提供適當的間隙。

6. 按照第1頁 – 第3頁“安裝方法1”一節的所有步驟重新安裝接頭。

如需完整的聯繫資訊，請訪問victaulic.com
I-101/103-TCH     9021 REV C      2017年4月更新      Z000101103
VICTAULIC（唯特利）、FIRELOCK和INSTALLATION-READY是VICTAULIC（唯特利）公司和/或其附屬實體在美國和/或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或商標。   
© 2017 Victaulic（唯特利）公司。   版權所有。

I-101/103-TCH安裝說明

Victaulic®（唯特利™）FireLock™ 101號（90°彎頭）
和103號（45°彎頭）Installation-Ready™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