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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高效  应用广泛

卢森宝亚消防技术装备卢森宝亚消防技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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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水枪是消防人员保护建筑设施、营救他人以及保护自身生

命安全的有力武器。为此，卢森宝亚始终将确保产品的实用功

能、卓越性能以及完美品质视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进行消防灭火作业的过程中，消防水枪是消防人员最为重要且应用极为

广泛的器材装备之一。消防水枪能有效阻止火势的蔓延，从而真正帮助消

防人员达成拯救生命的使命。 

领先科技  经济实惠领先科技  经济实惠  

作为卢森宝亚产品家族的新成员，全新推出的 RTE FX 系列多功能消防水

枪在实用性、人体工学设计以及操作性能等方面皆具有领先同类产品的优

异表现。尽管卢森宝亚在该产品的工装夹具及高端零部件的研发方面进行

了大量的投入，但这并不妨碍这款消防水枪成为志愿消防队员以及消防部

门的经济实惠之选。

卢森宝亚多功能消防水枪

时刻整装待命……

品牌即承诺：卢森宝亚品牌即承诺：卢森宝亚

作为应急服务的开创先驱和合作伙伴，卢森宝亚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多年来

一直扮演着行业引领者的角色。凭借独一无二的超强实力，我们致力于为

消防灭火和抢险救援等每一个关键的危急时刻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无论是防火安全系统，还是各类应急车辆，无论是数字应用程序，还是个

人技术装备，作为消防产品系统供应商的卢森宝亚以其出色的竞争实力和

丰富的行业经验称雄业界，威名远扬。对于卢森宝亚而言，完美意味着在

承袭企业百年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进取，砥砺前行。这也正是我们在

消防灭火和灾难控制技术领域始终坚持锐意创新、勇于超越的根本原因所

在。通过与客户的深入交流，为客户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在客户最需要

我们的时候，充当客户最坚实的后盾。助四海英杰，保天下平安！备战危

急时刻，火场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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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良装备  每战必胜

只需一款消防水枪， 便可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 只需一款消防水枪， 便可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 

消防水枪是消防灭火以及其他紧急救援作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装备之一。  

消防水枪最主要的应用领域包括：

室内灭火室内灭火

扑灭火源是消防人员在出警作业过

程中所承担的一项关键使命。在对

室内火灾进行扑救时，消防人员往

往需要进行近距离的作业。卢森宝

亚水枪独特的中等喷射角度设计，

实现了对消防水枪喷射宽度与喷射

射程的同步优化。

工业灭火工业灭火

工业厂房一旦发生火灾，很有可能

形成极大的火势。为了保护消防人

员免受极端高温的伤害，可以使用

消防水枪的开花喷射模式，以形成

一个散射幅度极大的防护水幕。在

扑救气体火灾时，消防人员也可以

有效地借助这一喷射模式来完成相

关管道的关闭切断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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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宝亚的这款消防水枪具

有使用灵活、操作简便等特

点，可确保操作人员从容应

对和控制各种灾情。



烟气冷却烟气冷却

使用消防水枪对烟气进行冷却降温，

这在消防水枪的实战应用中占据了越

来越大的比例。消防人员在进入冒着

熊熊烈火的建筑物时，处于高温状态

的烟气很有可能因为与氧气的接触而

发生燃爆现象。此时使用消防水枪的

中等喷射角度灭火，可以有效地对烟

气进行冷却降温，从而有助于防止因

烟气导致的二次火灾。

远距离灭火远距离灭火

室内火灾也可能要求消防人员从更远

的距离扑灭火源。在遇到此类情况

时，消防人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消

防水枪的喷射角度进行随意的调节，

以确保最佳的使用效果。

室外灭火室外灭火

从室外扑灭火源对远距离的精准作业

提出了最高的要求。如果需要从安

全距离扑灭火源以及保护附近的建筑

物，消防水枪的直流喷射模式可谓最

为理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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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 
设计





RTE FX 系列多功能消防水枪

消防水枪中的顶配之选消防水枪中的顶配之选

RTE FX 的问世进一步拓展了卢森宝亚消防水枪的产品系列。这款消防水枪结合了最先进的前沿

技术，引入了简单而直观的操作理念，采用了最优质的材料，运用了一流的制造工艺，不仅确

保了产品的卓越性能，同时也提升了产品的成本效益。

RTE FX 采用阳极电镀铝、不锈钢以及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作而成，是一款无需维护保养的消防

灭火装备。

操作简便  更加安全操作简便  更加安全

RTE FX 系列多功能消防水枪融合了多项创新设计。其中最为重要的一

点就是便捷易用的快速攻击功能，这一设计极大地增强了产品的操作

简便性。即使是在能见度为零的情况下，这款消防水枪也能确保消防

人员选择正确设置。直观简洁的操作系统，旨在确保消防人员能够随

时随地对产品进行最佳的控制，同时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对操作人员

的培训需求。这款消防水枪的滑阀设计独特，可对喷射流量进行精确

自如的调节：向后拉动控制手柄的幅度越大，消防水枪的喷射流量则

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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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攻击位置快速攻击位置

使用快速攻击位置时，要将流量设置和喷
射模式设置调置在平行线上，使二者对
齐，以达到室内灭火的最佳启动位置。这
一设计使消防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立即
通过触感识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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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设计 品质保证

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成败

RTE  FX系列消防水枪之所以能成为消防灭火的一大作

战利器，体现于诸多细节的精心设计。例如，这款消

防水枪的喷头采用了弹簧加载式设计，可有效吸收冲

击力。长度适中的流量控制手柄既实现了使用的便利

性，又确保了良好的抓握感。控制手柄及手柄表面的

独特设计使得操作人员即使在佩戴了手套的情况下也

能安全可靠地握紧消防水枪。接口的前端设有一个安

装凸耳，可用于将消防水枪安装于楼梯等物体之上。

  旋拧式接旋拧式接口口管段管段

  可提供各种类型的可提供各种类型的  
标准接标准接口口

  实用的安装凸耳实用的安装凸耳

技术参数技术参数  

型号型号 RTE FX 235 EN RTE FX 400 EN

可调节流量 可调节流量 
[升/分][升/分]

约 40 
约 130 
约 235

约 130 
约 235 
约 400

最远喷射射程最远喷射射程 约 39 米 约 46 米

长度长度 约 32 米 约 32 米

重量重量 约 2.2 千克 约 2.2 千克

产品的喷射流量和喷射距离均为在0.6兆帕工作压力条件下的性能指
标。产品的长度和重量均为配备卡式65接口时的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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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新型 FX ERGO 手柄手柄  
确保最佳的操纵性和完美的抓握感

  附加的手柄护套附加的手柄护套    
采用减振材料制作而成

  减振和耐磨性能出色的螺纹连接减振和耐磨性能出色的螺纹连接

  新型滑阀新型滑阀    
可实现对喷射模式的精准控制

  经久耐用、安全可靠的链轮经久耐用、安全可靠的链轮  
可适应最严苛的作业条件

  快速攻击设计快速攻击设计 
使用简单直观

  三种最大流量设置三种最大流量设置

  新型新型  FX  减震器减震器  
带内置弹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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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E FX
新型多功能消防水枪

订购信息订购信息

RTE FXRTE FX 235 EN 400 EN400 EN

BSP 1 1/2 英寸英寸  IG 2790001 2790501

内扣内扣80管牙接口管牙接口 2790506

内内扣扣C管牙接管牙接口口 2790002 2790502

内内扣扣65管牙接管牙接口口 2790005 2790505

BSS 336 2 1/2    
英寸（公端）英寸（公端）

2790004 2790504

NH 1 1/2 英寸英寸  2790003 2790503

低倍率泡沫管枪低倍率泡沫管枪 279005 279005

中等倍率泡沫管枪中等倍率泡沫管枪 279004 279004

    

内扣80或内扣65接口 低倍率泡沫管枪

本宣传资料中的文字及图片仅供参考，其并不具有约束效力。图示中可能包含有需要另行付费的选装配置。卢森宝亚有可能不定期对本产品进行技术改进。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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