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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DZERO® NL
本安装指南为 Quadzero® NL 的应用提供建议，以改善通过
舱壁、甲板、隔墙和内衬的噪音传输损失性能，同时实现
装饰性的金属箔饰面。

Quadzero® NL

Quadzero® NL 是一种高性能的铝箔面高密
度乙烯基隔音垫，批准用于海上应用，作
为舱壁和天花板的表面覆盖物或贴面，应
用在经海事认证的隔音系统之上。

工作健康与安全

• 建议使用个人防护设备 (PPE)，包括护目镜、手套和安全
服。

• 始终遵循、阅读并理解产品技术数据表和安全数据表中包
含的任何信息。

• 只要遵守本文件中的准则，该产品适合所有用户。

• 如果不确定，请咨询您当地的 Pyrotek 代表。

• 由于成卷的产品很重，在搬运时应小心谨慎，采用良好的
搬运方法，可能需要多名安装人员。

描述
Quadzero® NL 隔音垫是一种能反射噪音的致密、弹性的饰面
产品，可以做到：

• 通过限制从机房到相邻生活空间的噪音传递，有效改善船
上噪音。

• 有效减少机舱空间之间的噪音传递，增加隐私和/或保密
性。

• 比全高隔墙更灵活、经济和实用。

• 易于安装，是新建和改造应用的理想选择。

• 经验证，具有多种类型的船舶的项目历史和参考清单，是
一种安全有效的降噪方法。 

请参考我们的网站 www.pyroteknc.com，以查看关于全部产品的最新信息页面。

• 在船舶机舱、舱壁和甲板上的机房内，用经批
准/认证的隔音材料覆盖表面，以减少噪音传播

• 室内装修板的内部，以改善噪音性能

• 在金属风管、风箱的外部或内部，以减少噪音
泄漏

• 缠绕在 HVAC 管道、排气管道或管道上，以减
少噪音传递

• 可以作为柔性窗帘悬挂，移动式或永久式--以
隔离区域，并减少这些区域之间的噪音

• 应用于发电机外壳内部，以提高发电机隔音罩
的噪音衰减效果

应用

请参考我们的网站 pyroteknc.com 获取最新信息

安装时应注意的事项
• Quadzero® NL很重。超过 25kg 的卷轴需要两个人抬。

• 提供一个 “气密 “的装配可实现最佳降噪效果。

• 建议以 50mm 的重叠量密封所有接头。使用 AGC 胶带来
密封接头和边缘。参见第2页，了解 Quazdero® NL 的连
接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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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指导建议

安装 QUADZERO® NL的方法
Quadzero® NL 需要的基本安装工具（参见图片以供参考） 
A.  可伸缩的安全刀片/刀
B.  卷尺
C.  大方格尺
D.  直尺

在安装Quadzero® NL时，可能需要其他连接和紧固附件，如 AGC 胶
带或隔音钉。

QUADZERO® NL

安装 QUADZERO® NL
海事 – 甲板和舱壁
• 确保隔音材料，无论是标准的，不可燃的，还是结构防火的 

(A0，A15，A30，A60)，都按照相关供应商的安装指南和/或
防火认证来安装。

• 将 Quadzero® NL 切割成可处理的长度，并将产品用相同的钢
钉刺穿固定到位。

• 使用辅助垫圈/摩擦夹/快速夹，将 Quadzero® NL 固定到位。
• 确保所有接缝处重叠 50mm，并用经海事部门批准的胶带密
封，如 Pyrotek 的 AGC 胶带。

• 确保所有角边都重叠，并用 AGC 胶带密封。
• 如适用，应根据防火要求对贯穿件隔音处理--遵循国际海事
组织的规定和认证。在这些情况下，Quadzero® NL 可以按照
下面的方法轻松切割，以便穿透。

• 查看下面的图纸图片。

A.

B.

C.

D.

产品 卷宽 卷长 卷直径 卷重量

Quadzero® NL 2kg/m2

1350 mm

10 m

200 mm

27 kg

Quadzero® NL 4kg/m2 5 或 10 m 27 - 54 kg

Quadzero® NL 6kg/m2 10 m 81 kg

Quadzero® NL 8kg/m2 5 m 54 kg

*Quadzero® NL 10kg/m2 5 m 68 kg
* 未经国际海事组织认证

声学性能

测试 2 kg/m² 4 kg/m² 6 kg/m² 8 kg/m² 10 kg/m²

Rw 21 25 28 31 34
STC 21 26 28 31 34

在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按照ISO 15186-1:2003和10140-4:2010标准测试，

报告编号：261d, 262d, 263d, 264d & 26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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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DZERO® NL

SFP 带 PYROTEK - QUADZERO® NL 高密度负载乙烯基隔音垫

安装指南1 安装指南2 带隐蔽的气密空间

安装指南2-A 安装指南3 带隐蔽的气密空间

结构性防火措施应按照制
造商认证的解决方案安装

硬化剂
Pyrotek - Quadzero® NL - 
经IMO/USCG 认证的高
密度负载乙烯基隔音垫 
(MLV) 结构性防火措施应按

照制造商认证的解决
方案安装

隐蔽的气密空间
（至少3/4inch）

硬化剂

安装用的子框架

注意胶带重叠

见细节1

带孔的金属饰面 
(Pyrotek Sorberscreen ST)

请注意：销
钉和吊架应
安装在 SFP
制造商认证
的解决方案
上。SFP 制造
商要求的规
定距离。

Pyrotek - Quadzero® NL - 经
IMO/USCG 认证的高密度负载
乙烯基隔音垫 (MLV)注意胶带重叠

见细节1

请注意：销钉和吊
架应安装在 SFP 制
造商认证的解决方
案上。SFP 制造商要
求的规定距离。

结构性防火措施应按照制造
商认证的解决方案安装

硬化剂

见细节1

见细节1

注意胶带重叠

安装用的子框架

硬化剂

隐蔽的气密空间
(至少3/4inch)

安装用的子框架

带孔的金属饰面
(Pyrotek Sorberscreen ST)

实心金属板面或细木工板
(Pyrotek - Soundmaetal MPM)

Pyrotek - Quadzero® NL - 经IMO/
USCG认证的高密度负载乙烯
基隔音垫 (MLV)

结构性防火措施应
按照制造商认证的
解决方案安装

请注意：销钉
和吊架应安装
在 SFP 制造商
认证的解决方
案上。SFP 制
造商要求的规
定距离。

PYROTEK - QUADZERO® NL
Mass Loaded Vlnyl (MLV)

请注意：销钉和吊
架应安装在 SFP 制
造商认证的解决方
案上。SFP 制造商要
求的规定距离。



更多信息和联系方式，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pyroteknc.com

注意事项：规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本文档中的数据是基于独立实验室或制造商的测试的典型平均值，仅供参考。材料必须在预
期的使用条件下进行测试，以确定其是否合用。从声学测试结果中得出的结论由合格的独立测试机构解释。此处没有任何内容能让买方/
用户免于承担确认产品是否适合其项目需求的责任。始终征求声学、机械和消防工程师对制造商提供的数据的意见。由于个别项目种类
繁多，Pyrotek 对使用其产品的不同结果概不负责。 Pyrotek 对仅依赖所提供信息的损害或间接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不保证使用此信息或
本信息页所涉及的产品，流程或设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或权利。

免责声明：本文档受Pyrotek 标准免责声明，保证和版权条款的约束。请参阅pyroteknc.com/disclaimer。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 008-91-00-91

I N S T A L L A T I O N  G U I D E 000 I G安装指南 322 I G

Page 4 of 4
APR-22-ZH-322IG

请联系 Pyrotek® 以获得更多信息或关于您的具体应用的详细建议。

QUADZERO® NL

请注意：
• Pyrotek Quadzero® NL 在接缝处有至少 50 mm 的重叠。

• 所有接缝都要用合格的胶带密封。

• Quadzero® NL 铝箔饰面朝外，背离 SFP。

• 销钉应突出 Quadzero® NL 25mm。取决于所用垫圈的类型。

细节 1

从板材边缘到管道位置切
一条缝隙，将法兰线切割

至管道直径

在关闭管道后面的活门
之前，将管道或

Quadzero® NL 移动到位

确保管道和 Quadzero® NL 的所有连接处都
用胶带牢固固定、机械固定或用抗塑化

剂胶泥密封

a b c

安装管道、导管和管线

BHD/甲板穿透法

Bhd/ 甲板

Bhd/ 甲板

套筒/框架

硬化剂

胶带胶住的接头

认可的密封剂

电缆/管道

包装好的 SFP

经认证的电缆和管道
转运/密封系统（按制
造商的指示安装）

结构性防火 (SFP) 
将被安装在制造
商认证的解决方
案中

结构性防火措施应按
照制造商认证的解决
方案进行安装。

电缆/管道

硬化剂

固定 SFP 的速度夹

结构性防火保
护层

固定 Quadzero® NL
的速度夹

请注意：
2个独立的速度夹
1个固定 SFP 的销钉
1个固定 MLV

隔音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