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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膠及防火縫噴劑

防火油灰墊

防火發泡劑

防火磚

防火預埋式及套筒工具

防火圈、防火帶及防火繃帶

電纜保護

防火塗層、防火墊及防火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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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設計常見問題
左面插圖顯示 一些 設計工程師或建築師
一般會面對的問題。 
工程所包含的地方有：
  混凝土
  混凝土塊
  木材
  石膏 

問題例子有：
       移動接駁位
       不動或低移動接駁位
       間牆頂與地牆接駁位
       金屬過牆位
       塑膠喉管過牆位
       管道或/及電纜穿孔多重過牆位
       永久或臨時性電纜托架穿孔
       永久性電纜托架穿孔
       電纜群束或單一過牆位
       內置電制箱
       風槽或其他冷暖氣過牆位

防火指標
為防止火焰快速在樓宇結構內擴散，不同的
間隔、牆接駁及地板連接都須要達到一定程
度的防火測試指標- 各種建築物料必須經
過測試證實在火災中防止火勢擴散的時間，
或維持其結構上的運作,  或同時發揮以上兩
種功能。工程中所造成的牆身穿孔及接駁點
尤其需要用到防火產品來使結構維持原有防
火指標。 

防火産品
防火牆或地板上每一個過牆位或接駁位必須
用適合的防火産品回復原有的防火功效，為
達到分隔火場原有的目的。挑選適合及優質
的防火產品十分重要，確保有效阻隔火焰、
煙及有毒氣體，可避火災帶來的人物財産損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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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利得防火延燒解決方案
左面插圖顯示出喜利得的防火延燒産品在不
同的應用上都能提供高效表現。

樓宇及幕場建築應用
       彈性防火膠 (CP 606/601S)
       防火泥 (CP 636)/ 
       防火複合薄板 (CFS-COS)
       防火塗層板 (CP 670)
       防火縫噴劑 (CFS-SP WB)

機械及電器應用 
       防火圈 (CP 643N/CP 644/CFS-C EL)
       防火油灰墊 (CP 617) 
       防火磚 (CFS - BL) 
       防火發泡劑 (CP 620/CFS-F FX)
       防火帶 (CP 648-E)
       防火套筒 (CFS-SL GA)
       FS-ONE MAX 高性能膨脹型防火密封膠/
       膨脹型防火密封膠 CP 611A / 
       防火電䌫墊片 CFS-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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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產品測試
除防火測試以外，喜利得防火系列同時通過13種以上的額外產品測試，如水密性測試、隔音測試、防煙測試、化學兼容測試、放
射性測試、電阻測試等等。

CP 606
 
防火

 
隔煙

 
水密性

 
隔音

抗霉及
抗黴菌  

抗震
 
耐用性*

CP 60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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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密性

 
隔音

抗霉及
抗黴菌  

抗震
 
耐用性*

FS-One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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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密性

 
隔音

抗霉及
抗黴菌  

抗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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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6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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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密性

 
隔音

抗霉及
抗黴菌  

抗震
 
耐用性*

CFS-SP WB
 
防火

 
隔煙

 
水密性

 
隔音

抗霉及
抗黴菌  

抗震
 
耐用性*

CP 617
 
防火

 
隔音

抗霉及
抗黴菌 計劃中

CFS-D 1”
 
防火 配合防火膠

使用
抗霉及
抗黴菌 計劃中

CP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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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煙

 
水密性

 
隔音

抗霉及
抗黴菌  

抗震
 
耐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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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用性*

CP 636
 
防火

 
隔音

抗霉及
抗黴菌  

抗震
 
耐用性*

CP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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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煙

 
水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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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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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
 
耐用性*

CP 651 N
 
防火 配合防火膠

使用  
隔音

抗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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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用性*

CFS-B
 
防火 配合防火膠

使用
配合防火膠

使用  
隔音

抗霉及
抗黴菌  

抗震
 
耐用性*

CP 643
 
防火 配合防火膠

使用
配合防火膠

使用 不適用 抗霉及
抗黴菌  

抗震
 
耐用性*

CP 644
 
防火 配合防火膠

使用
配合防火膠

使用 不適用 抗霉及
抗黴菌  

抗震
 
耐用性*

CFS-C EL
 
防火 配合防火膠

使用
配合防火膠

使用  
隔音

抗霉及
抗黴菌  

耐用性*

CP 648
 
防火 配合防火膠

使用
配合防火膠

使用  
隔音

抗霉及
抗黴菌  

抗震
 
耐用性*

CFS-SL GA
 
防火

 
隔音

抗霉及
抗黴菌  

抗震
 
耐用性*

CP 678
 
防火 抗霉及

抗黴菌  
抗震 計劃中

CFS-COS
 
防火 配合防火膠

使用
配合防火膠

使用  
隔音

抗霉及
抗黴菌 計劃中

* 防火測試佈告/認証/証書一般不會提及產品的耐用性，透過對產品進行額外測試( 包括極端的溫度及濕度)，喜利得能為客戶提供防火產品的可靠性及耐用性數據。根據耐用性測試及
以往在工程上的使用經驗，我們可合理地假設喜利得防火延燒系列有約三十年的耐用期效(以出產日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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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認證

CP 606
BS 476-20 BS EN 1366-3

CP 601S
BS 476-20 BS EN 1366-3

FS-One Max
BS 476-20

CP 611A
BS 476-20 BS EN 1366-3

CFS-SP WB BS EN 1364-4
BS EN 1364-3

CP 617
BS 476-20 BS EN 1364-1

CFS-D 1”
BS 476-20 BS EN 1366-3

CP 620
BS 476-20

CFS-F FX BS EN 1366-3

CFS-BL
BS 476-20 BS EN 1366-3

CP 636
BS 476-20 BS EN 1366-3

CP 670
BS 476-20 BS EN 1366-3

CP 651 N
BS 476-20 BS EN 1366-3

CFS-B
BS 476-20

CP 643
BS 476-20 BS EN 1366-3

CP 644
BS 476-20 BS EN 1366-3

CFS-C EL
BS 476-20 BS EN 1366-3

CP 648
BS 476-20 BS EN 1366-3

CFS-SL GA
BS 476-20 BS EN 1366-3

CP 678
BS 476-20

CFS-COS
BS 476-20

請注意以上提及根據耐用性測試所推斷的耐用期效取決於一些外在環境因素(例如：化學品的刺激)。而這些因素已超出本公司的控制範圍。因此，以下條件必須嚴格地遵守：

• 嚴格地遵守喜利得所提供的安裝程序及指引；
• 嚴格地遵照喜利得在說明書上提及安裝防火延燒系列之一切狀況，尤其注意定期保養維修及只適用於安裝現場的正常氣候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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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防火膠 CP 606

用量說明
包裝容量 = 310 ml (CP 606)
a = 接縫寬度 (mm)
b = 防火膠厚度 (mm)
每包裝可填滿 (m) =   包裝容量 (ml) 
                                        a  x  b
例如：20mm寬之地板接縫，填滿 10mm 之防火膠，以每包裝 310ml 容量計算
每包防火膠可填＝310 / (20x10)＝1.55m 長的接縫

訂購品名 顏色 單住體積 包裝內容 包裝數量 品號
CP 606 310ml INT grey 灰色 310 ml 火藥匣 1 pc 209630
CP 606 580ml INT grey 灰色 580 ml 金屬薄片包裝 1 pc 209633
CP 606 310ml white 白色 310 ml 火藥匣 1 pc 209625
CP 606 580ml white 白色 580 ml 金屬薄片包裝 1 pc 209632

請瀏覽喜利得網站查詢最新產品資訊

應用
● 密封固定或低移動的天花或牆身接縫，寬度6mm至30mm
● 密封金屬喉管穿孔
● 可應用於多種適用基材，如混凝土、磚石、石膏板、金屬

優點
● 可塗刷
● 容易用水清潔
● 隔煙、水密性

技術資料
化學品級別 水基丙烯酸
適用基材 混凝土, 磚石, 石膏板, 鋼
動作1) ±12.5% (ISO 11600)
約略消粘時間（通風條件 77°F,
80% 相對濕度）

20 分鐘

約略表面形成時間2) 3 mm/3 日
平均體縮率 22.2%
產品應用所需溫度範圍 5 - 40 °C
耐冷耐熱範圍 -30 - 80 °C
儲存及運輸溫度範圍 5 - 25 °C
保質期3) 24 個月
1) 符合 HTC 1250
2) 溫度 75°F/24°C, 相對濕度 50%
3) 77°F/25°C 及 50% 相對濕度; 從生產日起

抗霉及
抗黴菌

https://www.hilti.com.hk/firestop-and-fire-protection-systems/firestop-sealants%2c-sprays/r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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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說明
包裝容量 = 310 ml (CP 601S)
a = 接縫寬度 (mm)
b = 防火膠厚度 (mm)
每包裝可填滿 (m) =   包裝容量 (ml) 
                                        a  x  b
例如：20mm寬之地板接縫，填滿 310mm 之防火膠，以每包裝 310ml 容量計算
每包防火膠可填＝310 / (50x15)＝0.41m 長的接縫

訂購品名 顏色 單住體積 包裝內容 包裝數量 品號
CP 601S 310ML grey 灰色 310 ml 火藥匣 1 pc 310635
CP 601S 600ML grey 灰色 580 ml 金屬薄片包裝 1 pc 3121111)

CP 601S 310ML white 白色 310 ml 火藥匣 1 pc 310633
CP 601S 600ML white 白色 580 ml 金屬薄片包裝 1 pc 3106371)

1) 此為非存貨項目，如欲查詢具體交貨時間，請與您的喜利得代表聯絡。

請瀏覽喜利得網站查詢最新產品資訊

技術資料
化學品級別 中性彈性矽
適用基材 磚石, 金屬, 混凝土, 玻璃
動作1) ± 25% (ISO 11600)
約略消粘時間（通風條件 77°F,
80% 相對濕度）

15 分鐘

約略表面形成時間2) 2 mm/3 日
平均體縮率 5 %
產品應用所需溫度範圍 5 - 40 °C
耐冷耐熱範圍 -40 - 160 °C
儲存及運輸溫度範圍 5 - 25 °C
保質期3) 12 個月
1) 符合 HTC 1250
2) 溫度 75°F/24°C, 相對濕度 50%
3) 77°F/25°C 及 50% 相對濕度; 從生產日起

應用
● 有延伸或彈性的防火牆或地板
● 穿過防火牆或地板的非隔熱喉管
● 喉管的隔聲應用
● 適用於室外
● 適用於混凝土和磚石（室內 / 室外）

優點
● 不易受氣候影響、防紫外線
● 延伸兼容性強
● 隔煙、水密性

彈性防火膠 CP 601S

抗霉及
抗黴菌

https://www.hilti.com.hk/firestop-and-fire-protection-systems/firestop-sealants%2c-sprays/r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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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膨脹型防火密封膠 FS-ONE MAX

應用
● 有效密封在各種適用基材上最常見的穿透應用
● 銅管和EMT管
● 隔熱鋼管和銅管
● 單電纜和電纜束
● 執閉式或通風式塑料管
● 空調系統穿透應用

優點
● 單一產品適合各種常見穿透應用
● 符合經濟效益、使用簡易的解決方案
● 使用方便且清潔迅速

技術資料
化學品級別 水基丙烯酸
適用基材 混凝土, 混凝土磚, 金屬, 木頭, 石膏
膨脹率（不受限，可達） 1:5
約略表面形成時間1) 4 mm/3 日
平均體縮率 19.4 %
產品應用所需溫度範圍 5 - 40 °C
耐冷耐熱範圍 -20 - 100 °C
儲存及運輸溫度範圍 5 - 25 °C
保質期3) 18 個月
1) 溫度 75°F/24°C, 相對濕度 50%
2) 77°F/25°C 及 50% 相對濕度; 從生產日起

抗霉及
抗黴菌

訂購品名 顏色 單住體積 包裝內容 包裝數量 品號
FS-ONE MAX 10.1OZ CART 紅色 300 ml 火藥匣 1 pc 2101534
 

請瀏覽喜利得網站查詢最新產品資訊

https://www.hilti.com.hk/firestop-and-fire-protection-systems/firestop-sealants%2c-sprays/r3859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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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品名 顏色 單住體積 包裝內容 包裝數量 品號
CP 611A INT 炭色 310 ml 火藥匣 1 pc 220351
 

請瀏覽喜利得網站查詢最新產品資訊

膨脹型防火密封膠 CP 611A

應用
● 單電纜和電纜束
● 塑料管 ≤50 mm (2”)，無需額外防火圈
● 加裝電纜後，在已用防火泥密封的穿孔進一步密封
● 適合開鑽小孔

優點
● 可塗刷
● 使用容易快捷，清潔簡單
● 特別適合於鋪設新電纜
● 無游離硅
● 容易用水清潔

技術資料
化學品級別 水基丙烯酸
基礎材料 混凝土, 磚, 磚石, 金屬, 石膏
動作1) 無
膨脹率（不受限，可達） 1:10
約略消粘時間（通風條件 77°F,
80% 相對濕度）

15 分鐘

約略表面形成時間2) 3 mm / 3 日
產品應用所需溫度範圍 5 - 40 °C
耐冷耐熱範圍 -40 - 100 °C
儲存及運輸溫度範圍 5 - 25 °C
保質期3) 12 個月
1) 符合 HTC 1250
2) 溫度 75°F/24°C, 相對濕度 50%
3) 77°F/25°C 及 50% 相對濕度; 從生產日起

抗霉及
抗黴菌

https://www.hilti.com.hk/firestop-and-fire-protection-systems/firestop-sealants%2c-sprays/r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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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影片

防火縫噴劑 CFS-SP WB

應用
● 密封牆的頂部和混凝土或金屬天花板之間的開口
● 密封建築物樓板或企身防火牆和幕牆之間的周邊縫隙

優點
● 水性、低VOC、不含鹵素
● 高度彈性 - 高達 50％ 的移動能力
● 噴塗優越和下落度低
● 快速有效密封闊口、難以到達的縫位

技術資料
化學品級別 水基丙烯酸
適用基材 混凝土, 磚石, 石膏, 鋼, 鋁, 玻璃
動作1) 達 50 %
約略消粘時間（通風條件 77°F,
80% 相對濕度）

180 分鐘

約略表面形成時間2) 3 mm/day
平均體縮率 0.511
產品應用所需溫度範圍 4 - 40 °C
耐冷耐熱範圍 -40 - 80 °C
儲存及運輸溫度範圍 4 - 25 °C
防煙測試 (BS EN 12101-1) 0.5m3/h/m2 at 25Pa 溫差 

(在環境溫度和中等溫度200°C下)
塗層厚度 3mm (固化前厚度) 

1.5mm (固化後厚度)
表面燃燒特性  (ASTM E 84-06) 火焰蔓延：5 

煙霧發展：10
聲音傳輸級別 (ASTM E 90-00) 59 db
包裝 19 L (25.5kg)
生產後的保質期3) 12個月(存放在乾燥的地方)
石綿厚度* 最小100mm
* 請與您的喜利得代表聯絡有關技術資料。
1) 符合 HTC 1250
2) 溫度 75°F/24°C, 相對濕度 50%
3) 溫度 77°F/25°C, 相對濕度 50%，由生產日後計

抗霉及
抗黴菌

 (19000 ml 筒裝)

 應用程序

訂購品名 顏色 單住體積 包裝內容 包裝數量 品號
CFS-SP WB red 紅色 19000 ml 筒裝 1 pc 430815
 

請瀏覽喜利得網站查詢最新產品資訊

https://www.hilti.com.hk/firestop-and-fire-protection-systems/firestop-sealants%2c-sprays/r4775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sKqt1YGVwPUFMPO9eC8wG9Koe6W8AA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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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影片

防火油灰墊 CP 617

應用
● 可於商業和住宅大廈使用
● 石膏牆獲隔音認可 - 根據 ASTM E90-97 達到聲音傳播分類 59 1)

● 配合木釘或鐵釘於一般石膏牆使用
● 電掣箱、升降機按鈕及升降機顯示屏

1) 基於專門建設

優點
● 於石膏、金屬和塑料應用，黏著力優越
● 防火油和油灰經過一段時間，都能在同一地方自由流動
● 防火油灰墊可由人手鑄模，不會有殘餘物料留在手上
● 安裝快捷簡單
● 不導電

技術資料
顏色 紅色
電阻數據 不導電
隔音 有
膨脹 有
產品應用所需溫度範圍 0 - 40 °C
耐冷耐熱範圍 -20 - 60 °C
儲存及運輸溫度範圍 -5 - 40 °C
滅聲參數 (DIN EN20140測試) 64 dB

訂購品名 包裝內容 包裝數量 品號
CP 617 6”x7” 1x 防火油灰墊 CP 617 6”x7” 20 pc 309760
CP 617 XL 9”x9” 1x 防火油灰墊 CP 617 XL 9”x9” 20 pc 373387

請瀏覽喜利得網站查詢最新產品資訊

抗霉及
抗黴菌

https://www.hilti.com.hk/firestop-and-fire-protection-systems/firestop-putties/r4559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Wzy813UAK5EpzSV3GFUP22dn4ur-hi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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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影片

防火墊片 CFS-D 1”

優點
● 簡單 - 安裝無需防火膠
● 無需額外回填物料
● 快捷 - 安裝只需數秒
● 強大 – 廣泛防火應用
● 牆身表面安裝方案
● 最大限度地減少浪費

應用
● 預製防火方案，可容納最大 25 mm 的電纜或多條幼細電纜
● 適用於目前所有歐洲通用的樓宇建設中 (例如: 電力，控制，通

訊，緊急和光纖電纜)
● 可應用於間隔牆，磚石和混凝土
● 適用於塑料和金屬喉管
● 可覆蓋一般及特殊開口

技術資料
顏色 紅色
基材 混凝土, 磚石, 石膏板
產品應用所需溫度 - 範圍 0 - 40 °C
聲學性能 可提供測試報告
約略密度 1600 kg/m³
抗霉及抗黴菌能力 Class 0 (EN ISO 846)
膨脹 無
認證 ETA-16/0050
塗上安裝 不需要
電阻數據 不導電
歐洲VOC 認證 有
包裝 盒裝

訂購品名 包裝內容 包裝數量 品號
CFS-D 1” 1x 防火墊片 CFS-D 1” 32 pc 2116245

請瀏覽喜利得網站查詢最新產品資訊

抗霉及
抗黴菌

https://www.hilti.com.hk/firestop-and-fire-protection-systems/firestop-putties/r5029999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BxKE4Tjthaua5YUAllHkCKP98ejoJ6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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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說明

防火發泡劑 CP 620

應用
● 混凝土、石膏板及磚石
● 多種及混合穿透
● 單一電纜、電纜束和電纜槽
● 金屬管
● 適用於不規則及難以進入的開孔

優點
● 創新的防火溶劑，可以應用於複雜和難以接觸的地方
● 幾乎不透煙
● 高效能於阻隔水和水蒸氣
● 可單面安裝
● 簡易應用於難以埋位開孔

技術資料
化學品級別 雙組份聚氨酯泡沫
顏色 紅色
適用基材 混凝土, 磚石, 石膏板
單位體積 300 ml
泡沫量（達） 1.9 l
大約切割時間 （23°C / 50% 相對
濕度）

2 分鐘

產品應用所需溫度範圍 0 - 40 °C
耐冷耐熱範圍 -30 - 100 °C
儲存及運輸溫度範圍 5 - 25 °C
保質期1) 9 個月
1) 77°F/25°C 及 50% 相對濕度; 從生產日起

抗霉及
抗黴菌

訂購品名 每件容量 包裝內容 包裝數量 品號
CP 620 300ml 1x 防火發泡劑 CP 620EN/DE FR/IT/NL/TH 1 pc 2025083

請瀏覽喜利得網站查詢最新產品資訊

https://www.hilti.com.hk/firestop-and-fire-protection-systems/firestop-foams/r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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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熱線: 香港 8228 8118, 澳門 00800 8228 8118 電郵: hksales@hilti.com

觀看影片

安裝說明

訂購品名 每件容量 包裝內容 包裝數量 品號
CFS-F FX 325ml 1x 防火發泡劑 CFS-F FX 1 pc 429802

請瀏覽喜利得網站查詢最新產品資訊

防火發泡劑 CFS-F FX

應用
● 機械：含有礦棉的不可燃(金屬)管道 / 非易燃隔溫的小型可燃性     

(塑料)管道
● 無需額外的氣密性密封及背填材料
● 電氣：單一電纜、電纜束和電纜槽

技術資料
化學品級別 雙組份聚氨酯泡沫
顏色 紅色
適用基材 混凝土，磚石，石膏板
單位體積 325 ml
泡沫量（達） 2.1 l
大約切割時間（23°C / 50% 相對
濕度）

10 分鐘

產品應用所需溫度範圍 10 - 35 °C
耐冷耐熱範圍 -30 - 60 °C
儲存及運輸溫度範圍 5 - 25 °C
保質期1) 9 個月
1) 77°F/25°C 及 50% 相對濕度; 從生產日起

優點
● 具有最佳應用特性的 3-相技術 (易成形泡沫)
● 易於配合電動注射器使用
● 整潔的應用效果
● 非常快速及簡單的安裝，僅透過一個產品即可提供可靠的防火密封
● 維修及加裝電纜極為方便
● 基於具有彈性泡沫結構，具有可靠的隔音屬性

 

https://www.hilti.com.hk/firestop-and-fire-protection-systems/firestop-foams/r2604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Itx93eG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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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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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影片

安裝說明

技術資料
化學品級別 PU
尺寸（長*寬*高） 200 x 130 x 50 mm
膨脹溫度（大約） 200 °C
膨脹率（不受限，可達） 1:3
防火等級（EN 13501-1） E
產品應用所需溫度範圍 5 - 40 °C
顏色 紅色
儲存及運輸溫度範圍 -5 - 40 °C

抗霉及
抗黴菌

防火磚 CFS-BL

應用
● 臨時或永久密封電纜、電纜束及電纜槽的牆壁和樓板孔
● 電纜、電纜束和電纜槽

優點
● 安裝容易，無須電氣工具
● 由於產品為預固化且隨時可用，使安裝更經濟
● 電纜無須塗上防火塗料
● 電纜可於滲透邊緣緊密安裝
● 最佳的重覆穿孔方案

訂購品名 包裝內容 包裝數量 品號
CFS-BL 1x 防火磚 CFS-BL 1 pc 2062863

請瀏覽喜利得網站查詢最新產品資訊

https://www.hilti.com.hk/firestop-and-fire-protection-systems/firestop-block-and-plug-systems/r4134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dhFXiN4y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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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複合薄板 CFS-COS

應用
● 用於防火牆,身地的大型開口
● 可配合防火套筒使用
● 防火複合薄板含遇火膨脹物料，配合不銹鋼底面，使安裝更快捷

優點
● 用於防火牆,身地的大型開口 (達4小時)
● 配合防火套筒使用, 使電線管理更容易
● 用螺紋錨栓, 氣動式釘槍作緊固,提升防火安裝效率

技術資料
產品應用所需溫度範圍 -30 to 48°C
耐冷耐熱範圍 -30 to 120°C
膨脹比例 1:18
儲存及運輸溫度範圍 -30 to 48°C
顏色 銀色
尺寸（長*寬*高） 910 x 910 x 3.8 mm
遇火膨脹 是
1) 77°F/25°C 及 50% 相對濕度; 從生產日起

訂購品名 包裝內容 包裝數量 品號
防火複合薄板 CFS-COS 1x CFS-COS 防火複合薄板 4 pc 2135884

請瀏覽喜利得網站查詢最新產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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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熱線: 香港 8228 8118, 澳門 00800 8228 8118 電郵: hksales@hilti.com

技術資料
適用基材 混凝土, 磚石
約略混合率 3:1 (灰漿與水重量比)
工作時間（大約） 45 分鐘
固化密度-最小值 700 kg/m³
28天後 最大抗壓強度 2.9 N/mm²
產品應用所需溫度範圍 5 - 80 °C
耐冷耐熱範圍 -10 - 80 °C
儲存及運輸溫度範圍 5 - 30 °C
保質期1) 12 個月
顏色 灰色
1) 77°F/25°C 及 50% 相對濕度; 從生產日起

抗霉及
抗黴菌

防火泥 CP 636

應用
● 永久阻隔中大型牆壁及樓板孔中的電纜、電纜槽及非易燃管道的 

火勢穿過
● 單一、多種及混合穿孔
● 可配合其他產品，適用於中大型穿透在混凝土或磚石中
● 升降機門框

優點
● 優異應用特性

訂購品名 重量 包裝數量 品號
CP 636 20KG 20 kg 1 pc 334897

請瀏覽喜利得網站查詢最新產品資訊

https://www.hilti.com.hk/firestop-and-fire-protection-systems/firestop-coating-systems%2c-cushions-and-mortars/r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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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影片

訂購品名 重量 包裝數量 品號
ROCK WOOL 1.2X0.6-50/D160 - 5 pc 3435517
CP 670 6KG 6 kg 1 pc 376023

請瀏覽喜利得網站查詢最新產品資訊

防火塗層 CP 670

應用
● 永久阻隔中大型牆壁及樓板孔中的空孔、電纜、電纜槽、非易燃 

及易燃管道的火勢穿過
● 特別適合大型開孔

優點
● 不含溶劑及游離硅
● 安裝後立即生效
● 隔煙

技術資料
適用基材 石膏板, 混凝土, 磚石
約略密度 1470 kg/m³
產品應用所需溫度範圍 5 - 40 °C
耐冷耐熱範圍 -40 - 100 °C
儲存及運輸溫度範圍 5 - 30 °C
保質期1) 15 個月
顏色 白色
1) 77°F/25°C 及 50% 相對濕度; 從生產日起

抗霉及
抗黴菌

https://www.hilti.com.hk/firestop-and-fire-protection-systems/firestop-coating-systems%2c-cushions-and-mortars/r3592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Hgicapr-DhD_9Olyzs5PxwdexWCdf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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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影片

防火塗層板 CP 670

技術資料
適用基材 石膏板, 混凝土, 磚石
尺寸（長*寬*高） 1200 x 600 x 50 mm
約略板材密度 160 kg/m³
產品應用所需溫度範圍 5 - 40 °C
耐冷耐熱範圍 -40 - 100 °C
儲存及運輸溫度範圍 0 - 40 °C
顏色 白色

應用
● 永久阻隔中大型牆壁及樓板孔中的空孔、電纜、電纜槽、非易燃 

及易燃管道的火勢穿過
● 特別適合大型開孔

優點
● 不含溶劑及游離硅
● 安裝後立即生效
● 隔煙

訂購品名 尺寸(長*寬*高) 包裝數量 品號
CP 670 1200x60x50 white 1200 x 600 x 50 mm 16 pc 236673

請瀏覽喜利得網站查詢最新產品資訊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gicapr-DhD_9Olyzs5PxwdexWCdf00a/view
https://www.hilti.com.hk/firestop-and-fire-protection-systems/firestop-coating-systems%2c-cushions-and-mortars/r59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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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品名 尺寸(長*寬*高) 包裝數量 品號
CP 651N-S 300 x 40 x 30 mm 30 pc 3826241)

CP 651N-M 300 x 80 x 30 mm 15 pc 3826251)

CP 651N-L 300 x 170 x 30 mm 6 pc 3826261)

1) 此為非存貨項目，如欲查詢具體交貨時間，請與您的喜利得代表聯絡。

請瀏覽喜利得網站查詢最新產品資訊

防火墊 CP 651N

應用
● 在施工階段臨時密封牆壁及樓板上的開孔

優點
● 快速簡便的安裝
● 無需特殊工具
● 由於具有優化的防火墊尺寸，使用非常經濟
● 可再使用，具經濟性
● 安裝後立即生效
● 抗撕裂，無塵安裝

技術資料
適用基材 石膏板, 混凝土, 磚石
約略密度 350 kg/m³
產品應用所需溫度範圍 -30 - 35 °C
耐冷耐熱範圍 -40 - 120 °C
儲存及運輸溫度範圍 -30 - 40 °C
顏色 白色

抗霉及
抗黴菌

https://www.hilti.com.hk/firestop-and-fire-protection-systems/firestop-coating-systems%2c-cushions-and-mortars/r1005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vA0SUH2XrvwI9gpV5B7qcBbnIXuIoh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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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繃帶 CFS-B

應用
● 不可燃金屬喉管及絕緣膠喉防火應用
● 管道材料：銅、鋼及其他導熱性比銅低的金屬(如鑄鐵、不銹鋼等)
● 各類隔熱絕緣物料
● 適合混凝土、磚石及石膏板開口使用

優點
● 高度靈活— 適用於多種隔熱絕緣材料、管道材料及管道直徑
● 安裝快速容易—無需鑽孔或使用額外工具
● 無需干擾裝於牆身或地面內的管道絕緣材料
● 最小厚度，便於狹窄空隙安裝
● 高彈性，達致最佳靈活度
● 良好隔音特性

技術資料
適用基材 混凝土，磚石，石膏板
膨脹溫度（大約） 210 °C
膨脹率（不受限，可達） 1:14
儲存及運輸溫度範圍 -5 - 50 °C
長度 10 m
顏色 灰色
厚度 2 mm
寬度 125 mm

抗霉及
抗黴菌

訂購品名 包裝數量 品號
CFS-B 1 pc 429557

請瀏覽喜利得網站查詢最新產品資訊

* 請諮詢您的喜利得代表聯絡有關不同管道應用資料。

https://www.hilti.com.hk/firestop-and-fire-protection-systems/firestop-collars%2c-wraps-and-bandages/r477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_N1T352F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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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圈 CP 643 N

應用
● 膠喉直徑由 20 至 160 mm
● 適合 PVC，PE 和 HDPE 水喉
● 於牆壁及地板使用
● 污水喉、輸水管、食水管

優點
● 定位鎖定原理，關閉快速容易
● 在狹窄空間準確安裝
● 靈活拉環位置，方便緊固
● 一買即用

技術資料
適用基材 混凝土, 石膏板, 磚石
膨脹溫度（大約） 250 °C
膨脹率（不受限，可達） 1:17
儲存及運輸溫度範圍 -5 - 50 °C

304330
304331

抗霉及
抗黴菌

https://www.hilti.com.hk/firestop-and-fire-protection-systems/firestop-collars%2c-wraps-and-bandages/r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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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圈 CP 644

應用
● 密封易燃水喉，直徑由 180 mm 至 250 mm ，穿越防火牆和防

火層

優點
● 一買即用的防火圈，配有熱鍍鋅的鋼鐵保護殼
● 定位鎖定原理，關閉快速容易
● 靈活鈎位置，方便緊固

技術資料
適用基材 混凝土、石膏板、磚石
膨脹溫度（大約） 210 °C
膨脹率（不受限，可達） 1:17
儲存及運輸溫度範圍 -5 - 50 °C
顏色 金屬灰

抗霉及
抗黴菌

訂購品名 外部直徑 包裝數量 品號
CP 644-180/7” 228 mm 1 pc 3043391)

CP 644-200/8” 257 mm 1 pc 3043401)

CP 644-225/9” 289 mm 1 pc 3043421)

CP 644-250/10” 319 mm 1 pc 3043431)

CP 644-250/10” US 319 mm 1 pc 3043441)

1) 此為非存貨項目，如欲查詢具體交貨時間，請與您的喜利得代表聯絡。

請瀏覽喜利得網站查詢最新產品資訊

https://www.hilti.com.hk/firestop-and-fire-protection-systems/firestop-collars%2c-wraps-and-bandages/r3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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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影片

防火電纜圈 CFS-C EL

應用
● 適用於豎井牆、塗層板、間隔牆、加氣混凝土、磚石和混凝土
● CFS-B 防火繃帶，CFS-C EL 防火圈和 Conlit 無需距離
● 經批准可搭配 PVC, PP, PE 和各種標準聲管使用
● 配置測試包括管道彎頭、傾斜管道和與牆壁間隙有限的管道
● 聲管經過絕緣和聲音去耦測試

優點
● 處理污水、屋頂排水和氣動管道靈活的解決方案
● 適用於非標準應用的問題解決器
● 無盡的解決方案：一種產品適用於所有應用
● 適合非常複雜的管道配置
● 容易安裝

技術資料
基礎材料 石膏板, 加氣混凝土, 混凝土, 磚石
膨脹溫度 (大約.) 210 °C
膨脹率 （不受限，可達） 1:19
儲存及運輸溫度-範圍 -30 - 50 °C
長度 3 m

訂購品名 管 直徑-範圍 包裝內容 包裝數量 品號
CFS-C EL 16 -160 mm 1x 防火電纜圈 CFS-C EL, 18x 閉薄鋼板 CFS-C EL, 22x 掛鉤 CFS-C EL 短的 1 pc 2075120

請瀏覽喜利得網站查詢最新產品資訊

抗霉及
抗黴菌

https://www.hilti.com.hk/firestop-and-fire-protection-systems/firestop-collars%2c-wraps-and-bandages/r1841700
https://youtu.be/iIe0HmuaocY


9

   9

375

防火產品系列

客戶熱線: 香港 8228 8118, 澳門 00800 8228 8118 電郵: hksales@hilti.com

防火帶 CP 648-E

應用
● 可燃喉管穿孔

優點
● 無須特殊工具
● 容易裁剪
● 安裝快捷
● 靈活性高

技術資料
適用基材 混凝土, 石膏板, 磚石
膨脹溫度（大約.） 210 °C
膨脹率（不受限，可達） 1:19
儲存及運輸溫度範圍 -5 - 50 °C
長度 10 m
顏色 灰色
尺寸（長*寬*高 ） 10000 x 45 x 5 mm
高度 5 mm

抗霉及
抗黴菌

訂購品名 包裝數量 品號
CP 648-E-W45/1.8” 1 pc 304310

請瀏覽喜利得網站查詢最新產品資訊

https://www.hilti.com.hk/firestop-and-fire-protection-systems/firestop-collars%2c-wraps-and-bandages/r3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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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影片

防火套筒 CFS-SL GA

應用
● 密封單電纜和電纜束的透孔
● 適合牆、天花板和地板的中小型圓孔
● 適合石屎、磚石及乾牆使用

優點
● 安裝和檢查快速容易
● 安裝後立即生效
● 堅固
● 防煙效果一流
● 容易維修及加裝電纜

技術資料
適用基材 混凝土, 磚石, 石膏板
膨脹溫度（大約） 160 °C
膨脹 是
儲存及運輸溫度範圍 -5 - 50 °C
產品應用所需溫度範圍 -5 - 50 °C
耐冷耐熱範圍 -30 - 100 °C
認證 FM, UL, BS, EN
可拆除（及重複使用） 可以
聲學性能 可提供測試報告

訂購品名 外徑 建議開孔尺寸 牆身/地台厚度 包裝數量 品號
CFS-SL GA Small 63 mm 66-73 mm 100-200 mm 1 pc 2178492
CFS-SL GA Medium 110 mm 113-122 mm 100-200 mm 1 pc 2178493
CFS-SL GA Long 110 mm 113-122 mm 200-300 mm 1 pc 2178494

請瀏覽喜利得網站查詢最新產品資訊

抗霉及
抗黴菌

3. 4.

5.

1a. 要安裝2” 防火套  
      筒, 用2.5” 孔鋸      
      開孔
1b. 要安裝4”的防火          
      套筒,用4.5” 孔
      鋸開孔

2. 將套筒放入牆身或
    樓板開孔

3. 將金屬盤順時針旋  
    轉直至到達牆身。
    在的牆另一側重    
    複步驟

4. 要打開防火套筒:
    a) 在牆壁一側按  
   下開關夾子
    b) 逆時針旋轉防
    火套筒

5. 要關閉防火套筒:
    a) 在牆壁一側, 按 
   下開關夾子
    b) 順時針旋轉防  
   火套筒，直到擰  
   緊為止 

https://www.hilti.com.hk/firestop-and-fire-protection-systems/firestop-cast-in-and-sleeve-devices/r522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zepN13W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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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熱線: 香港 8228 8118, 澳門 00800 8228 8118 電郵: hksales@hilti.com

防火電纜塗料 CP 678

應用
● 保護室內安裝電纜槽中的電纜和電纜束
● 符合 IEC 60332-3-22 A 類標準，抑制火勢蔓延
● FM 認證（防火電纜塗料）
● 用於發電廠、通訊事業、工業用廠房、石油化工廠、造紙廠、    

各種工廠和生產設備線
● 用刷子或真空噴霧槍即可塗敷

優點
● 膨脹性
● 溶性，無味和不含溶劑
● 纖維及石棉
● 不影響電纜載流量
● 快速固化，固化後仍保持彈性
● 不影響電纜的塑膠外皮

技術資料
化學品級別 丙烯酸脂
重量 20 kg
產品應用所需溫度範圍 5 - 40 °C
耐冷耐熱範圍 -30 - 80 °C
儲存及運輸溫度範圍 5 - 30 °C
保質期1) 18 個月
顏色 白色
1) 77°F/25°C 及 50% 相對濕度; 從生產日起

抗霉及
抗黴菌

訂購品名 重量 包裝內容 包裝數量 品號
CP 678 20KG 20 kg 1x 防火電纜塗料 CP 678 1 pc 334892

請瀏覽喜利得網站查詢最新產品資訊

https://www.hilti.com.hk/firestop-and-fire-protection-systems/cable-protection/r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