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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采用株式会社弁管日本的“奔克斯”双卡压式管件。此施工指南记载了如何正确安全的使

用双卡压式管件。请务必在施工前阅读，且正确使用。

●注意：如未按照本书所记载的事项进行施工而发生破损、故障、事故等情况，则不属于保证

的对象。 

●请务必阅读“在施工安全上的注意”。

●请保管好此说明书以便于在必要时随时可以阅读。 

为了您安全的进行施工，请充分理解管件・工具的使用方法且正确操作。尤其是在使用时特别

重要的注意事项如下所示。

【适用范围】

●适 用 范 围：一般配管用不锈钢管（JIS G 3448）/水道用不锈钢管（JWWA G 115）

 ●用       途：给水、热水、冷温水、冷却水、其它  ※请勿用于蒸汽配管（往・返） 

 ●最高使用压力：2.0MPa（20.4kgf/cm2）

 ●最高使用温度：未满 80℃

 ●不锈钢配管在施工时，由于使用环境和水质的原因而容易引起漏水事故、腐蚀等现象。请务必在使用前进

行水质调查。 

 ●作为水质检查的项目，请调查确认氯离子、硫酸根离子、硬度、电导率、铁及其化合物、pH值。 

 ●使用氯气灭菌器时，请注意游离性余氯的浓度管理。 

 ●使用水处理剂时，由于含有氯化物所以请注意选定以及水质管理。 

●适用水质标准：自来水应依据日本水道法第四条的规定，必须满足〈水道标准的有关部会规定的水质标准〉。

如果满足〈水道标准的有关部会规定的水质标准〉，则本公司生产的双卡压式管件可考虑使用于给水配管

中。但是，当考虑在下记场合使用时，请务必与本公司洽谈。 

①给水配管：不满足〈水道标准的有关部会规定的   

水质标准〉的场合 

②热水配管：不满足〈水道标准的有关部会规定的   

水质标准〉和左侧〈公司水质标准〉的场合

水质成份 公司水质标准 

氯离子 25mg/L以下

硫酸根离子 30mg/L以下

硬度 80mg/L以下

电导率 250μS/cm以下

铁及其它化合物 相关铁的含量 0.05mg/L以下

pH值 7.0以上

注意・警告

此标志表示极有可能发生物件损坏、人体伤亡事故危险的事项。 

如未经本公司的同意而改装工具、或未按说明书所记载内容进行操作则不属于本公司

的责任范围，敬请谅解。

前言

在施工安全上的注意

请在使用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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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管子端部变形应将其切断。                    

●管断的毛刺应进行处理。 

●不得强行插入管子。  

如图所示请勿将管子歪斜插入。

●使用专用划线器标记插入深度。 

①切勿损伤橡胶密封圈。

（如损伤橡胶密封圈则会造成漏水。）

②应将管子插入到划线处。

（如插入深度不足管子脱落则会造成漏水。）

在连接管件和管子前，关于连接部位及 

管件的橡胶密封圈和螺纹部位： 请除去 

伤痕、无用的油、沙土、灰尘等异物。

③不要忘记压接。 

（如忘记压接，管子则会脱落造成漏水。） 

压接时，请先确认压接钳的尺寸后再进行压接。如不符合管件的尺寸而进行压接 

会导致工具及管件的破损。 

  使用双卡压式管件施工时，请熟读本说明书，请务必参加听讲制造厂商的施工讲习会。（实

施后将向听讲者发行听讲证明书。）

双卡压管件施工时的三大注意事项

标记线

沟部

压接钳

关于施工讲习会

标记线

标记线

凸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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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切管 
“根据双卡压管件的特性，施工时的标准是不允许残留外侧毛刺。” 

  量好施工的尺寸，在管子上标记好尺寸。把刀刃贴在标记线上并切断。请注意切割时如用

力过度则会使管端变形。 

〔代表性的施工示例〕

①旋转式切割刀切管（推荐）  

注意事项 

 ● 切割时请勿过度用力。                                 

 ● 如内部有比较明显的毛刺则必须用锉刀除去。 

使用新管时应尽量避免使用管端，应先切掉管端部

以后再使用。 

1-2. 除去毛刺及清理端口 
用切割刀及电动切割刀切管时不易出现毛刺，如果出现毛刺则请除去。如用砂轮切割机切管

时，一定会出现外部毛刺及内部毛刺，请使用不锈钢专用的锉子除去毛刺，在除去毛刺的同

时再稍作端口的清理。 

           电动修边器                                   手动修边器 

如果没有充分的除去毛刺及清理端口，插入时则会损伤橡胶密封圈造成漏水。 

采用非不锈钢管用的配管毛边去除器时，将造成管子生锈，切勿使用。 

施工说明  

1.施工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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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插入深度的划线 
“插入深度的划线请全数实施。” 

●插入深度的划线是双卡压式管件施工的最重要的作业之一。请一定要彻底作业。 

●划线时请使用专用划线器。

专用划线器分为 13～25Su小径用、30～60Su大径用。

●各尺寸的插入长度标准 

  公称通径（Su） 13 20 25  30 40 50 60 
插入长度基本值（mm） 28  32  36  53  61  68  78 
请注意如果没有划线，万一发生漏水则不属于保证的对象。 

1-4. 插入管件
“插入时请避免损伤橡胶密封圈。” 

●确认接头印有 的标识。 

●插入前，确认橡胶密封圈是否正确装在所规定的位置。 

●将管子垂直插入卡压式管件中。（如果插入时歪斜，则会损伤橡胶密封圈造成漏水。） 

●确认管子插入到划线处。 

请勿在橡胶密封圈、螺纹部涂抹矿物性润滑材料。 

在连接管件和管子前，请清除管子的连接处，管件的橡胶密封圈及螺纹等部位的伤痕，

没用的油，沙粒，灰尘等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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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压接作业 

  “作业开始前请一定阅读专用压接工具的使用说明书。” 

●将专用卡压工具钳口的凹槽与管件凸出部位靠紧，且呈垂直状。

  ●启动专用卡压工具，施压至上下钳口接触为止。 

  ●压接作业后，使用六角量规检查压接的尺寸。 

●卡压后，如管子没有插入到所画标记线时，应切断连接部份重新进行施工。（插入深度的

标记线与管件端部的应在 5mm 以内。）

●用六角量规检查时如未压接成正规尺寸，检查压接工具，吻合六角部的位置实施再次压

接。（请务必再次用六角量规确认。） 

请在配管后对划线记号进行目测检查。 

请勿把与“奔克斯”类似的产品混在一起使用。 

请勿使用未经日本弁管公司认定的压接工具，否则会发生施工不良造成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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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接头间的最短距离 

 因为压接管件时管子同时也会产生少许的变形，所以请以表 2・1（1）的距离以上的间隔

进行连接。

表 2・1（1） 接头间的最短距离表 

●连接 2个弯头时以及连接三通和弯头时的最小尺寸如表 2・1（2）所示，如果想缩小尺寸

及占用空间的话请使用单侧接管弯头（90SE、45SE）。表 2・1（3）

表 2・1（2） 弯头、三通组合的最小尺寸（13～25Su  90°小弯头）

表 2・1（3） 使用单侧接管 90°弯头时的最小尺寸（13～25Su  90°小弯头）

公称通径（Su） 13 20 25  30 40 50 60

最短距离 L（mm） 20 20  20  30  30  30  30

公称通径（Su） 13 20 25   30 40 50 60 
L1（mm） 116 136 152   240   278   306   314 
L2（mm） 113 132 149 248   275   287   313 

公称通径（Su） 13 20 25   30 40 50 60 
L3（mm） 88 105 121  176  206 227  223 
L4（mm） 85 101 118  184  203  208  222 

2.施工时的注意项目

L 4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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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45°弯头组合的最小尺寸

表 2・1（5） 使用单侧接管 45°弯头的最小尺寸

2-2. 最大切断长 

LT（法兰端口）等单侧接管的弯头和奔克斯连接时，所需切断的单管的最大长度如图所示（可

切断的长度） 

单侧接管弯头 

种类 

公称通径（Su） 

13Su 20Su 25Su 30Su 40Su 50Su 60Su 

90SE・45SE・LT 52 48 44 117 109 102 92 

TP・RP - 48 44 117 109 102 92 

APM・APF - 48 44 - - - - 

APMJ 52 48 - - - - - 

ZFA・ZLB 224 220 - - - - - 

U2 型・IUV・IUH・IUG 52 48 44 - - - - 

公称通径（Su） 13 20 25  30 40 50 60 
L5（mm） 106 120 136  190  214 236  276 
L6（mm） 75 85 96 134  151  167  195 

公称通径（Su） 13 20 25   30 40 50 60 
L7（mm） 76 86  98  126  142 157  185 
L8（mm） 54 61 69 89  100  111 131 

例：LT 的情况

切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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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附带单管的球阀和附带单管的闸阀的使用方法

附带单管的球阀和附带单管的闸阀不能切断单管使用。

由于此阀类是封轴结构，运送和保管时会因应力松弛现象而造成密封压力的下降从而造

成漏水。使用前请务必再次加紧密封。 

禁止分解 

闸阀和球阀在使用时请保持全开或者全闭。请勿在半开状态下使用，因脉动或腐蚀会产

生破损。

球阀门即使在半开的状态下进行保存也会造成密封圈的部分凹陷，损坏密封圈的性能。

请不要把阀门类用在末端。如使用请使用管帽。

水平配管情况下，如使阀门侧放，把手部分横着往下扭进时会出现垃圾阻塞，有可能使

开关把手不能正常开闭。

2-4. 螺纹的用途和形状（区分）

附带单管的球阀 附带单管的闸阀

① 请注意螺纹形状 ② 请注意六角边部分的形状和宽度

ASM 等 APM J 型

请与锥形内螺纹类装置一起使用

请与锥形外螺纹类装置一起使用

管用直螺纹接头。 

ASF 等 SS 等 

请不要将 G 螺纹（直管螺纹）与 Rp 螺纹连接使用。

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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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与螺纹部的连接

请在螺纹连接后，再使用专用压接工具压接。

（在管件的特性上，如后进行螺纹连接会导致压接部分的松弛。）

与水龙头连接时，为了避免给水栓接头过度施加用力，请嵌入平垫片或者用扳手等固定六角

部后再拧水龙头。 

※关于不锈钢材料的螺纹间的连接作业如下 

请使用不锈钢专用封口胶。 

请避免与不符合尺寸的螺纹进行螺纹连接。 

不锈钢材料间有不易连接的特性，作业时请注意。 

在进行螺纹连接时，请确认锥管螺纹，平行螺纹等的形状后再使用。

奔克斯

先进行螺纹连接作业

螺纹连接式水阀

水栓接头

外螺纹接头

奔克斯

平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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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与其他材料管的连接 

不锈钢与异种金属管（或者异种金属）连接时，不锈钢和与其相连接的金属会产生异种金属接触

腐蚀（电偶腐蚀），必须做电绝缘处理。表 2・3 中表示了不锈钢管与异种管是否可直接连接。 

※ 直接连接是指，金属间接触，没有做电绝缘处理。

表 2・3 不锈钢管与异种管是否可直接连接

注）◯表示可、×表示否 

（1）与 SGP（碳钢钢管）的连接方法 

●用法兰连接时请使用绝缘涂层法兰或者绝缘螺栓组合。●绝缘垫圈建议使用聚四氟乙烯垫片。 

●使用聚四氟乙烯垫片时注意不要取下聚四氟乙烯的部分 

图 2・3（1） 采用法兰的连接

●关于小口径（13～25Su），可采用钢衬硬质聚氯乙烯复合管和耐热性钢衬硬质聚氯乙烯复合管用

的绝缘活接头。

图 2・3（2） 采用绝缘活接头的连接

对不锈钢管而言 说 明

其它种类（材料） 可 否

铜管・铜合金（青铜） ◯ 电位相近，实用没有问题

铜合金（黄铜） × 有引起脱锌腐蚀的可能

硬质聚氯乙烯管（PVC-U） ◯ 树脂是绝缘体没有问题

耐脱锌黄铜 ◯ 一直来因电位差较大需做绝缘处理，但根据日本伸

铜协会的最新研究结果，可跟青铜一样使用。

碳钢钢管 × 电位差大，要绝缘

铝管 × 电位差大，要绝缘

法兰垫片

奔克斯

绝缘涂层法兰

不锈钢翻边接头

螺栓垫片

绝缘垫片

绝缘套管

绝缘垫圈
不锈钢翻边接头

钢制法兰

奔克斯

碳钢钢管

碳钢钢管

绝缘活接头

IUG

奔克斯

接头

碳钢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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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铜管的连接方法

●与螺纹直接连接，或者与法兰连接。 

※请避免采用与下图相反的铜管用内螺纹与不锈钢用外螺纹的连接方式。（由于不锈钢的螺纹比较

硬，很容易损坏铜的螺牙。） 

图 2・3（3） 与铜管的螺纹连接

图 2・3（4） 与铜管的法兰连接

（3）与硬质聚氯乙烯管的连接方法

●采用硬质聚氯乙烯管、内螺纹接头的螺纹连接。 

图 2・3（5）与硬质聚氯乙烯管的螺纹连接

（4）与树脂管的连接方式

●如图 2・3（6）所示连接。 

图 2・3（6）与树脂管的螺纹连接

在进行螺纹连接时，请确认锥管螺纹，平行螺纹等的形状后再使用。如与形状不同的螺

纹连接会导致漏水。 

奔克斯

不锈钢管

  奔克斯

内螺纹接头

铜管

铜管
奔克斯

不锈钢翻边接头

绝缘涂层法兰

垫片（聚四氯乙烯）

   铜制翻边接头

内螺纹接头  

不锈钢管

树脂管用接头

铜管外螺纹接头 

硬质聚氯乙烯管

硬质聚氯乙烯管用接头

树脂管

不锈钢管      

内螺纹接头   

   奔克斯



2-7. 可调套筒接头的使用方法

修补管道时，使用可调套筒接头如下图所示

 ※使用大口径（30～60Su）
如管子间没有连接在一起可能会导致插入深度不足

可调套筒接头

14 

可调套筒接头的使用方法

使用可调套筒接头如下图所示。 

）的可调套筒接头时，请在管子间相连接的状态下进行压接作业

可能会导致插入深度不足。 

插  入

移  动

可调套筒接头

标记线

  切断处    

使用专用压接工具压接 调节至标记线

使用专用压接工具压接

※

筒

头

有

请在管子间相连接的状态下进行压接作业。

标记线

使用专用压接工具压接

※为了区分套

筒，可调套筒接

头 30～60Su 注

有“BS”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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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土中埋设

 在土中埋设时请使用防腐胶带等保护管道。 

 作为防腐的对策，有把管道通过聚乙烯外护带或热收缩套管的施工方法，以及用防腐胶带缠

绕的方法。（图 3・1（1）） 

 另外，用防腐胶带时应进行重叠式缠绕（1/2 重叠一次）。 

一般管道用不锈钢管由于管壁较薄所以在埋设时应充分注意。并且在采用套管方式或防水包

覆以及在周围填沙时应多加注意后再进行埋设。 

在埋设温度变化较大的管道时，不应直接埋设而是应通过地下管道层并实施套管方式等的对

策。不得已埋设时，要尽可能的缩短直线管道部分的距离。

在考虑地盘下沉及耐震性时，敷设建筑物时应使用金属软管接头或伸缩可挠性接头。此时，

一定要进行绝缘处理。

 请在易涌出海水的海岸地带，易冒出天然气的火山温泉地带等特殊地域做好充分调查并

采取对策。 

图 3・1（1） 防腐方法（参考）

                    图 3・1（2） 绝缘接头的施工示例（参考） 

3.管道埋设

①使用防腐胶带施工

重叠式缠绕

②使用聚乙烯外护带施工

防腐胶带

约 1m 约 1m 约 1m

外壁

绝缘金属支架

绝缘金属支架     楼板面

地梁

地梁
地梁

绝缘接头

地面

PVC 套管

楼板面

地面

加翼环套管

胶 带 聚乙烯外护带不锈钢管

绝缘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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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混凝土埋设

 在混凝土中埋设时，必须使用聚乙烯外护带、防腐胶带等包覆材料对管道进行防腐处理。用

防腐胶带时应进行半重叠式缠绕（1/2 重叠一次），缠绕时不得留有空隙。 

请避免直接用混凝土固定有温度变化的管道（温水、冷温水、热水）。利用覆盖保温材料等

确保管子可自由伸缩。

埋设部分多的场合，为了抑制热伸缩应采用减少直线部分，增加弯曲部分的管道设计。 

图 3・2 防腐方法

3-3. 关于高架水箱和储水池

高架水箱和蓄水池内，从水面到上部以及吃水部到水中 500mm 的部分请涂抹树脂类的涂料。

水箱内的水面上部的气室部分，含有很多氯气，容易引起腐蚀。

另外，由于水面到水中 500mm 部分含有氯离子浓缩物，很容易发生腐蚀。因此为了保护此

部份应涂抹环氧树脂等的涂料。（图 3・3）

图 3・3 涂抹树脂涂料的位置

主管

铁丝

分支管

外装钢板

油性沥青玛蹄脂或沥青

管

筒状保温材料 油性沥青玛蹄脂或沥青

水面

树脂涂料的涂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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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寒冷地区的施工
若管道冻结，在管件部位会发生故障。要彻底将管内水排净，或使用加厚的保温材料。要

注意以下几点。

①施工时应注意保温材料的对接面及保温材料与管件之间不能留有间隙。

②在风处及较少阳光照射处进行管道施工时，要用加厚的保温材料的多层缠绕。

③关于冻结的速度，配管管径越小越容易冻结。因此请选用不宜冻结的管径。

④在寒冷地区请使用防冻栓、防冻阀。

⑤使用防止管道冻结的伴暖系统时，请勿直接缠绕接头、不锈钢管。为了避免高温请设置

自动调温器。

⑥解冻时，请不要使用电解冻机。 

⑦若管道冻结会损坏管件。冻结时请对管件进行检查。 

管道施工后，为检测施工质量，应将管道系统进行分区，在保温施工及埋设之前必须按规

定进行水压试验。

表 5 水压试验的标准

■请一定要在保温施工及埋设前进行水压试验，确认是否有忘记卡压或由密封圈划伤而造成

的微量漏水。 

■进行水压试验时为防止危险，管内空气要完全排除再加压。 

■进行水压试验时，要先从满水状态（0 MPa）到 0.1 MPa、0.2 MPa各水压间保持三分钟
以上，确认无漏水现象后再实施所规定的试验压力的试验。 

■请目测各管件连接部位是否有漏水。 

■试验时，请不要靠近试验用管的轴方向。 

如果橡胶密封圈上粘附有异物，即便进行水压试验也有可能发现不了不良的情况。 

系 统 水 压 试 验

试 验 压 力 最小保持时间

冷却水・冷温水 最高使用压力的 1.5倍。
最低设定为 0.75MPa。

     30分

给水・热水

直 接 连 接

最低设定为 1.75MPa。如果有
自来水的相关规定时因按照规

定设定。

60分

高 置 水 箱 最少设定为实际所受压力的 2
倍。最低设定为 0.75MPa。

60分

抽 水 管 最少设定为水泵扬程的 2倍。
最低设定为 0.75MPa。

60分

4.管道的水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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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项

①保温作业施工前，确认管件的压接作业和螺纹作业，以及支架的安装作业是否完成。 

②确认与机器、装置的连接，及管道的水压试验是否完成。 

保温材料的安装

①安装时应注意水平管的保温筒对接面不要高低不平。 

②在管件部及金属支架的部分，不要将保温筒削的过薄。 

    但若削得不够时，接缝会开，因此请适度做好加工作业。 

③安装玻璃棉保温筒时，用铁丝将一支保温筒的两处固定并缠绕两圈。长度为 200mm以下
的保温筒固定一处即可。

④安装聚苯乙烯膜的保温筒时，用胶带将一支保温筒的两处以上固定并缠绕两圈。长度为

200mm以下的保温筒固定一处即可。 

请不要使用弄湿的保温材料。 

关于防音・防振，请参照以下事项。 

①与水泵连接的管道，应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由水泵・电动机产生的噪音・振动，以及水

流产生的噪音・振动。 

②对于建筑物内的管道，应采取适当的措施避免从管壁发出噪音及由管子所产生的固体传

声。 

③对有安静要求的房间的上下和毗邻的房间内，不得布置管道井。 

④对于带有紧急关闭构造的水栓・阀门，应采取适当的措施避免发生水锤作用。 

5.保温・防露

6.管道的防音・防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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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支架・固定，应遵守设计图纸所记载的规定进行施工。 

 如下所示为一般标准（国土交通省 公共建筑工事标准样式书 机械设备工事篇 2016年版）。 
 进行抗震设计时，请另外参考（财）日本建筑中心发行的《建筑设备耐震设计・施工指南》

及（社）空气调和・卫生工学会发行的《建筑设备的抗震设计 施工法》等。 

7-1. 水平管的吊架及防振支架间距

水平管的支架方法

①管道敷设时应设置适当的倾斜以便于管内排气及排水。 

②使用钢制金属支架时，要用橡胶或绝缘胶带等保护不锈钢管，或者使用金属连接部位带有

树脂涂层或带有包覆的金属支架。 

③在有管子、接头以外的重量物体时应在其附近设置支架。在必要时在弯曲部和分支部位设

置支架。

7-2. 立管的固定及防振位置

圆 钢 吊 杆   100Su以下的管道支撑间距为 2.0m以下。
（圆钢吊杆的口径为M10。）

工字钢防振支架   50Su以下的管道不需要。

固 定 以最下层的地面到最上层的地面为固定。

（80Su以下的管道可以不需要。）
工字钢防振支架 各层一处。

（通过贯穿地面时防振时，每 3层为一处即可）

7.支架・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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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支架的种类
不锈钢管与异种金属接触时会引起电偶腐蚀现象。 

请使用橡胶制成、塑料制成或带有绝缘材料涂层的支架。使用碳钢钢管用的铁制支架时，

管子和支架间必须插入绝缘材料后固定。（参照图 7・3）

图 7・3 使用绝缘材料固定

7-4. 支架安装时的注意事项
① 支架应安装在接头附近。

直线管道易产生弯曲。请尽可能的在接头附近安装。（图 7・4（1））
② 管道如果很长时，采用固定外层套管的方式。 

管道如果很长时，因为不锈钢管热伸缩比较大所以不要固定管子自身，而是在保温材料上

固定即对套管加以固定。（图 7・4（2））
在固定不锈钢包覆保温管时，支架的大小应是管径加上保温材料的厚度。 

图 7・4（1） 支架安装位置 图 7・4（2）热伸缩较大管道的支架安装方法

如管道长时间振动会导致发生事故。请避免吊在排风管下的双层吊接，而是应与顶棚或

房梁单独吊接，如果吊接过长则不易于抗震，应牢固的安装在工字钢上。 

绝缘材料

绝缘材料

顶棚

支架安装位置

管

保温材料

墙

壁

支架

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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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关于热膨胀现象
由于热流体会造成配管产生应力，导致管支架的损坏，管子变形，或引起相接器具的损坏。

所以设计施工时要十分注意。 

不锈钢管的热膨胀系数（17.3 × 10-6/℃）和铜管（17.6 × 10-6/℃）几乎相同。大概是碳钢钢
管（11.6 × 10-6/℃）的 1.5倍。设计施工时请充分注意。 
、作为处理管子热伸缩的方法，一般使用波纹型伸缩接头。设置时，应以单向式接头约 20m
一个，双向式接头约 40m一个的比例为基准。此时，应固定好伸缩接头的躯体，使其有效吸
收热膨胀。请勿使用金属支架直接固定管道，而是应采用滑轮支架或套管式。

从主管中作支管时应采用管道折角自然补偿措施，避免管子的伸缩作用力集中在接头上。 

表 7・5 不锈钢管的管长每 10m的直线膨胀量 单位：mm 

  计算公式 ΔL = α・L・Δt             ΔL : 管道伸缩量（mm）
              α : 线膨胀系数（17.3×10－６/℃）

                                         L :管的全长（mm）
                                         Δt : 温度差（℃） 

图 7・5 管道折角自然补偿措施

请注意管的收缩。如直管道过长，会加大管、接头、支架的负荷造成事故的危险。 

温度差（Δt）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管道伸缩量（ΔL） 1.7 3.5 5.2 6.9 8.7 10.4 12.1 13.8 15.6 17.3 

支管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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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管道施工作业空间
使用专用压接工具的作业空间如图 8・1（1）、（2）所示。 

图 8・1（1）小口径工具所需空间 图 8・1（2）大口径工具所需空间

作业时，请勿触摸压接钳口。有夹伤手指的危险。 

在更换及检查压接钳时，请拔掉电源后作业。 

补充油时，请勿加入指定外的油。 

专用压接工具  

8.专用压接工具

小口径13～25Su用 大口径 30～60Su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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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管材的保管
由于不锈钢管薄壁轻重量，所以在保管时请遵守以下几点。 

①请在潮气较少的室内保管。 

②在室外保管时，请用塑料袋等覆盖保护以避免与泥土、砂砾等接触。 

③保管时应与地面平行保管。此时请使用枕木保管。重叠堆放时请留意是否由于管子的自重而产生

变形。 

④如直立保管时，请充分注意管子是否有变形。并注意是否会由于管子倒下而造成受伤。 

⑤保管时请避免与异种金属接触。 

⑥请注意避免管子上沾有油污。 

⑦如有锈斑附着时请使用水并用布擦拭干净。 

9-2. 管件的保管
①管件的保管应与管子的保管方法相同。 

②请注意应避免灰尘、异物等进入管件内部。 

③保管时请避免管件（特别是橡胶密封圈部位）受到阳光直射。 

④为避免橡胶密封圈部位有灰尘、异物等附着，请放在塑料袋内保管。 

关于保管  

9. 关于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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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操作时的不注意，或未对水质进行检查，或火灾、地震、水灾、落雷、第三者所造成的行

为，或其他的事故，或用户故意、过失、误用等异常情况下使用而发生的破损、漏水等情况时，本

公司不承担责任。 

※ 对本公司产品的使用方法进行错误操作所造成的损害，或不能使用所造成的利益损失，本公司

不承担责任。 

问 题 点 对 策

管子插入时过紧 请在管子上沾些水。

管子的端部变形时 请切断变形部位。

弄错尺寸切断管子时 请重新切断管子。

切伤管件的橡胶密封圈时 请使用新的管件。

施工后管子有扭曲时 将其切断并使用套筒接头或可调套筒接头重新施

工。

压接过程中手松开压接工具时 将压接钳对准六角部重新压接。

压接后进行螺纹连接时管件也转动时 矫正方向后请对准六角部重新压接。

关于解冻 请咨询解冻机制造商。另外，请不要使用电解冻机。

六角量规不能放入卡压处时

将压接钳对准六角部重新压接。

如上所示的方法六角量规还不能放入卡压处时，请

更换工具重新进行压接。

与机械器具连接（拆卸）时 请使用螺纹活接头。

常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