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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还是整个庞大的数据管理中心，它们都面临着各自特有的消防安全挑战。

对于安全的极致追求，促使我们创建优秀的解决方案来保护您所关心的一切 —— 人员、设备和系统。

安全的极致追求

ANSUL 200bar 烟烙尽洁净气体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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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面的保护
■ 火灾探测与灭火

■ 不会损坏宝贵财产

■ 应用广泛

保护人员
■ 无毒

■ 由人类呼吸的气体组成

■ 不产生阻碍逃生的浓雾

保护环境
■ 不会破坏臭氧层

■ 不会排放温室气体

■ 保证符合未来的法律规范

在消防探测和灭火方面你想要的是来自业界领导者的顶级产品。烟烙尽洁净气体灭火系统正是这样

的产品。事实已经证明可靠的烟烙尽系统能够保护您业务中的生命财产安全。

灭火性能优异

释放后烟烙尽气体迅速淹没保护区并保持浓度，快速有效地抑制火灾。

有多快？在性能测试中，INGERGEN 气体轻松超过了 NFPA2001 标准规

定的 1分钟释放时间，扑灭A类火灾仅需 22秒，扑灭B类火灾仅需 17秒。

保护财产

跟火灾一样，传统药剂也可能损坏精密设备，比如数据储存、信息处

理和系统运行元件等维持业务运营的设备。

烟烙尽是一种洁净、无破坏性且纯天然灭火药剂，不会损坏宝贵的设

备。许多档案机构都采用烟烙尽来保护不可替代的物品，例如艺术品、

历史文件和文物。

保护人的生命

烟烙尽气体没有毒性，不会产生腐蚀性分解产物。而卤烃等药剂会在火焰条件下产生危险等级的氟

化氢。烟烙尽气体还在气其它许多方面保护人员。例如在释放时烟烙尽气体不会产生浓雾，因此逃

生通道仍然可见。此外，在扑灭火焰时烟烙尽不会耗尽氧气，人员仍可保持安全和健康。在可能出

现的紧急疏散时这一点非常重要。事实上，即使身处灭火浓度的烟烙尽气体环境中，人员仍可呼吸

到与正常条件相同的氧气量。

保护环境

烟烙尽气体不是合成物，它完全由我们平时呼吸的气体：氮气、氩气和二氧化碳组成。释放之后，

这些气体只不过是以其自然形态回归大气而已。

由于可能破坏臭氧层，Halon 1301 的生产已在 1993 年被禁止。而烟烙尽气体不会造成臭氧层破坏或

全球变暖，同时我们保证它能符合未来的环保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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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烙尽系统的广泛应用

烟烙尽灭火系统的应用十分广泛：

■ 自动磁带存储库

■ 洁净 / 专业制造厂房

■ 计算机与数据处理设施

■ 控制室

■ 文化与历史景观

■ 数据中心

■ 医院与重要医疗设施

■ 图书馆 / 档案馆 / 珍稀图书储存

■ 船舶 / 近海 / 海军

■ 矿山

■ 博物馆和艺术画廊

■ 发电设施 电信设施

一流的探测和灭火性能

即使火灾还没有达到燃烧阶段，烟烙尽系统就能探测

并扑灭它。这种探测与控制系统源于微处理器控制面

板与高敏感烟雾、温度和火焰探测器，以及专用药剂

分配组件的配合使用。

发生火灾时，控制面板还将发出声音警报、关闭大门

并停止受保护的设备。系统可全天候工作，还安装有

手动释放装置。

没有其它的灭火产品能像 ANUSL 这样提供全面的解决

方案或达到 ANUSL 的产品质量 —— AUNSL 的产品线

十分广泛，从烟烙尽自动探测与灭火系统到轮式和手提

灭火器无一不有。ANUSL 产品拥有遍布全球的经销商

网络，经销商全部经过厂家培训，是业界最大、最有资

质的经销商网络。与泰科合作来保护您的业务，不仅仅

是防火，更可防止传统灭火药剂带来的潜在危害。

尽责保护的理念

保护生命。保护财产。尽责的消防保护意味着确保使产

品达到最佳应用，使系统达到最佳效果。同时泰科消防

产品也致力于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作为您的顾问，泰科

将与您就应用进行沟通，满足您对消防保护的期望，同

时也将通过产品创新和环境保护展现我们的责任感。 



安全可靠节省空间

让您高枕无忧

ANSUL 200 Bar 烟烙尽整体系统拥有 UL/ULC、FM、USCG 和许多国家的批准 / 认证，以及中国国家

固定灭火系统和耐火构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认可，同时还获得压力容器的检测证明。

安全

■ 每一个储存钢瓶出厂时都经过美国运输部 (DOT，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of United States)

委托机构的测试，并获得 DOT 的测试报告，保证安全。

■ CV98 瓶头阀通过 827 巴（12000 磅 / 平方英寸）超高压测试，无需维护，并提供 10 年质保。

■ 特制的集流管，保证管道强度和管道的连接强度，确保气体喷放的安全。

■ 瓶头阀气体释放口具有安全反弹装置，如在钢瓶安装或搬运过程中不慎将瓶头阀启动，释放口内安

全反弹装置启动，瓶内气体通过瓶头阀缓慢释放，不会由于高速喷射而对操作人员造成伤害。

■ 释放软管是加强橡胶管，经过了极高的压力测试，一端安装有止回阀，使瓶头阀很容易实现背压启

动方式，在未连接钢瓶时，气体不会通过软管泄漏。释放软管的特殊构造，使得烟烙尽系统不需要

增设更多的泄压装置，而能保证钢瓶与集流管的安全。

可靠

■ 系统中的瓶头阀、1" 和 2" 选择阀、止回阀均通过 UL 严格的带压状态下的 500 次循环开关测试，

确保可靠。

■ 钢瓶瓶组通过 UL 严格的为期长达一年的泄漏测试。

■ 瓶头阀和选择阀可以通过电动方式直接启动,无需复杂管线,确保系统运行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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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烙尽系统的广泛应用

系统的优势

■ 减少钢瓶数量

■ 减少钢瓶存储空间，节省约 25% 的钢瓶间面积

■ 减少集流管和其他释放管件

■ 减少系统的安装时间

■ 泰科特制的 Schedule 80 和 Schedule 160 集流管，确保管道和连接强度，确保喷放安全

系统设计：

■ 保护区的体积为：1000m3

■ 保护区最低温度：20℃

■ 保护区的最小设计浓度为：36.6%

■ 淹没系数：0.456

■ 灭火剂量 = 1000m3×0.456 = 456m3

以 ANUSL 200 Bar 烟络尽系统为例：选用 82 升钢瓶容

量为 16.3m3。

所需钢瓶数 = 456/16.3 = 27.98 取 28 只。

以 ANUSL 150 Bar 烟络尽为例：选用 82 升钢瓶容量为

12.4m3。

所需钢瓶数 = 456/12.4 = 36.77 取 37 只。



独特卖点及技术指标

ANSUL 200Bar 烟烙尽系统
独特卖点指标 1 系统整体通过 UL&FM 认证

客户的声音

“我需要安全可靠的系统， 发生火情的时候，一定要能把火灭掉，
要靠得住！” 

“我们的设备价值非常高，我们无法承受火灾带给设备的损伤”

“我们需要购买保险”

客户的需要 安全可靠，让人高枕无忧的系统

客户获得的利益
对关键资产，人员安全，正常运营，环境保护有安全可靠的保障，享
受高枕无忧

特点 整体系统通过 UL&FM 认证

技术指标描述

ANSUL 200Bar 烟烙尽洁净气体灭火系统

参照 ANSUL INERGEN® 200 BAR 系统设计、安装、再安装与维修手册
安素部件号 430149-2 安装手册第 4 页；

“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FILE NO. EX-4510 FM APPROVAL NO. 
3022155”

招标书或相关文件技术指标描述参考样本：

4.3 系统功能需求及技术指标

4.3.1 设计采用参数

管网子系统设备须通过国家消防产品检测中心检测合格，并获得中华
人民共和国质量监督检疫总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制造许
可证（压力容器），并且系统须至少整体通过 UL、FM 两种认证之一

ANSUL 200bar 烟烙尽洁净气体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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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卖点及技术指标

ANSUL 200Bar 烟烙尽系统
独特卖点指标 2

钢瓶瓶组（瓶头阀 + 钢瓶 + 启动器）通过 UL 为期一年的泄漏测试，在
一年的时间内气体的泄漏量不超过总量的 0.5%

客户的声音

“我需要安全可靠的系统， 发生火情的时候，一定要能把火灭掉，
要靠得住！” 

“我们的设备价值非常高，我们无法承受火灾带给设备的损伤”

“我们需要购买保险”

客户的需要 安全可靠，让人高枕无忧的系统

客户获得的利益
对关键资产，人员安全，正常运营，环境保护有安全可靠的保障，享
受高枕无忧

特点
钢瓶瓶组（瓶头阀 + 钢瓶 + 启动器）通过苛刻的为期一年的泄漏测试，
在一年的时间内气体的泄漏量不超过总量的 0.5%

技术指标描述

ANSUL 200Bar 烟烙尽洁净气体灭火系统

参照 UL 标准
UL 2127
ISBN 0-7629-0409-7
Inert Gas Clean Agent
Extinguishing System Units，第 24 页：
32 One-Year Time Leakage Test
32.1 An extinguishing system cylinder/valve assembly
including actuating components, shall not show
leakage greater than 0.5 percent of the operating
pressure at 70°F (21°C).  

招标书或相关文件技术指标描述参考样本：

4.3 系统功能需求及技术指标

4.3.1 设计采用参数

管网子系统设备须通过国家消防产品检测中心检测合格，并获得中华
人民共和国质量监督检疫总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制造许
可证（压力容器），并且钢瓶瓶组（瓶头阀 + 钢瓶 + 启动器）通过为
期一年的泄漏测试，在一年的时间内气体的泄漏量不超过总量的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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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卖点及技术指标

ANSUL 200Bar 烟烙尽系统
独特卖点指标 3 

在系统释放中需要动作一次的部件（瓶头阀，选择阀 *，止回阀，启
动器等）均通过 UL 严格的带压状态下的 500 次动作循环测试

* 3” 和 4” 选择阀除外 

客户的声音

“我需要安全可靠的系统， 发生火情的时候，一定要能把火灭掉，要靠得住！” 

“我们的设备价值非常高，我们无法承受火灾带给设备的损伤”

“我们需要购买保险”

客户的需要 安全可靠，让人高枕无忧的系统

客户获得的利益
对关键资产，人员安全，正常运营，环境保护有安全可靠的保障，享
受高枕无忧

特点

在系统释放中需要动作一次的部件（瓶头阀，选择阀 *，止回阀，启动
器等）均通过严格的带压状态下的 500次动作循环测试。确保安区可靠。

* 1” 和 2” 选择阀

技术指标描述

ANSUL 200Bar 烟烙尽洁净气体灭火系统

参照 UL 标准
UL 2127
ISBN 0-7629-0409-7 Inert Gas Clean Agent
Extinguishing System Units，第 22 页：
29 500 Cycle Operation Test
29.1 An extinguishing system unit, including discharge valve, actuation 
devices, and similar moving parts, shall operate as intended for 500 
operations without malfunction or damage. Following this test, the 
component shall show no leakage at the normal operation pressure at 
70°F (21°C).
29.2 A selector and manifold check valve, including actuation devices, 
shall operate as intended for 500 operations without malfunction or 
damage. Following this test, the valve shall comply with the Valve 
Leakage Test, Section 24. 

招标书或相关文件技术指标描述参考样本：

4.3 系统功能需求及技术指标

4.3.1 设计采用参数

管网子系统设备须通过国家消防产品检测中心检测合格，并获得中华
人民共和国质量监督检疫总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制造许
可证（压力容器），并且在系统释放中需要动作一次的部件（瓶头阀，1”
和 2” 选择阀，止回阀，启动器等）均通过严格的带压状态下的 500 次
动作循环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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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卖点及技术指标

ANSUL 200Bar 烟烙尽系统
独特卖点指标 4 瓶头阀和选择阀可以通过电动方式直接启动，无需复杂管线

客户的声音

“我需要安全可靠的系统， 发生火情的时候，一定要能把火灭掉，
要靠得住！” 

“安装不要管线太多，要方便，而且便于维护”

客户的需要 安全可靠，设计灵活，安装方便，便于维护

客户获得的利益 安全可靠的保护，系统设计灵活，安装方便，便于维护

特点
瓶头阀和选择阀可以通过电动方式直接启动，无需复杂管线，确保系
统安全可靠过 UL&FM 认证

技术指标描述

ANSUL 200Bar 烟烙尽洁净气体灭火系统

参照 ANSUL
INERGEN® 200 BAR 系统
设计、安装、再安装与维修手册

烟烙尽系统有三类启动方式：手动、气动与电气

招标书或相关文件技术指标描述参考样本：

4.4 主要设备及部件技术要求

4.4.1 瓶头阀
瓶头阀应至少具有电动和手动启动方式

4.4.2 选择阀
选择阀应优先采用电动启动方式



ANSUL 200bar 烟烙尽洁净气体灭火系统

独特卖点及技术指标

ANSUL 200Bar 烟烙尽系统
独特卖点指标 5 

钢瓶在出厂时都通过严格的 DOT3AA3000 标准的测试，每只钢瓶都有
DOT（美国运输部）水压测试报告

客户的声音 “我需要安全可靠的系统， 高质量的钢瓶”

客户的需要 安全可靠，不用担心钢瓶的质量

客户获得的利益 安全可靠，高枕无忧

特点
每一只钢瓶在出厂时都通过严格的 DOT3AA3000 认标准的测试，每只
钢瓶都有 DOT 水压测试报告

技术指标描述

ANSUL 200Bar 烟烙尽洁净气体灭火系统

参照 ANSUL
INERGEN® 200 BAR 系统
设计、安装、再安装与维修手册

钢瓶运输组件
钢瓶符合 DOT3AA3000 认证

招标书或相关文件技术指标描述参考样本：

4.4 主要设备及部件技术要求

4.4.2 灭火剂储存钢瓶

钢瓶须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压力容器），能提供充气钢瓶长途运输过程
需采取的安全保障措施，并需提供 DOT 认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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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卖点及技术指标

ANSUL 200Bar 烟烙尽系统
独特卖点指标 6

水力计算软件通过 UL&FM 认证，确保精确的系统喷放时间，喷放压力
和喷放浓度，确保系统的可靠运行

客户的声音

“我需要安全可靠的系统， 发生火情的时候，一定要能把火灭掉，
要靠得住！” 

“我们的设备价值非常高，我们无法承受火灾带给设备的损伤”

客户的需要 安全可靠，高枕无忧

客户获得的利益
对关键资产，人员安全，正常运营，环境保护有安全可靠的保障，享
受高枕无忧

特点
水力计算软件通过 UL&FM 认证，确保精确的系统喷放时间，喷放压力
和喷放浓度，确保系统的可靠运行

技术指标描述

ANSUL 200Bar 烟烙尽洁净气体灭火系统

参照 ANSUL
INERGEN® 200 BAR 系统
设计、安装、再安装与维修手册

UL 认证 EX4510。FM 认证 (P.I.) 3022155。ULC 认证 CEx1151

招标书或相关文件技术指标描述参考样本：

4.3 系统功能需求及技术指标

4.3.1 设计采用参数

管网子系统水力计算软件应为结合自身产品特点而专门开发的软件，
计算方法符合《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370-2005）相关规定，
确保系统工程设计的准确性，为本工程提供安全、可靠的产品。通过
水力计算可确保精确的系统喷放时间，喷放压力和喷放浓度，确保系
统的可靠运行。（水力计算软件通过 UL&FM 认证）

4.4 主要设备及部件技术要求

4.4.10 喷嘴

喷嘴型号应通过软件精密计算后确定，确保系统灭火有效和喷射安全。
（水力计算软件需通过 UL 认证）

4.4.11 减压装置

减压装置开孔直径应根据水力计算精确开孔。（水力计算软件需通过
UL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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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Bar 烟烙尽系统规格数据 / 规格

环境影响

说明

烟烙尽灭火剂是一种包含以下三种自然存在的气体的混合物：氮气、氩气和二氧化碳。由于烟烙尽

灭火剂是从地球大气里存在的气体中生成的，因而不产生任何臭氧消耗潜势，不会导致全球变暖，

也不会造成特殊化学物种长期存在于大气中。由于烟烙尽灭火剂是由大气中的气体组成的，因此不

会造成与化合而成的 Halon 替代性灭火剂关联的毒性问题。

ANSUL 制造的烟烙尽灭火系统是一种工程设计系统，采用一个固定喷嘴灭火剂输送网络。 此系统按

照美国全国消防协会 (NFPA)2001 标准“清洁剂灭火系统”进行设计和安装。如果设计适当，烟烙尽

会通过把氧含量降到助燃水平以下来扑灭 A、B 和 C 类火灾中的明火。

烟烙尽灭火剂还通过 FMRC 进行的惰化能力测试。那些测试表明，在处于 40%-50% 的设计浓度时，

烟烙尽灭火剂成功地惰化丙烷 / 空气混合物和甲烷 / 空气混合物。

系统可以通过探测和控制设备自动开动，从而自动执行系统操作，并根据需要提供本地和遥控手动

操作。配件用来提供报警、通风控制、关门或其它辅助性关闭或功能。

当把烟烙尽灭火剂喷射到房间中时，它引入特有的气体混合物，使人在减少氧气的大气中也可以呼吸。

ANSUL 随产品提供系统安装与维护手册，其中包含有关组件的信息以及有关设计、操作、检查、维

护和重新装料的程序。

此系统由经过制造商培训的授权分销商进行安装和维修。

基本用途 — 烟烙尽系统尤其适合于扑灭如下场所发生的火灾：必需或需要不导电介质的区域、清理

其它灭火剂时会引起问题的区域、被正常占用的危险区域或需要使用无毒性灭火剂的危险区域：

■ 计算机室

■ 底层

■ 磁带存储库

■ 电信 / 开关设备

■ 资料密室

■ 工艺设备

■ 所有正常占用或未占用的电子区域，这些区域存放非常敏感或不可替代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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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和材料 — 基本系统由存放于高强度合金钢瓶中的灭火剂构成。可以使用各种类型的致动器（手

动或自动）将灭火剂释放到危险区域。灭火剂通过一个由管道和喷嘴组成的网络输送并喷射到危险

区域。 每个喷嘴上都钻有一个固定喷孔，目的是向受保护的区域进行均匀喷射。在需要三个或更多

钢瓶的大型危险区域，采用一种用螺钉固定或焊接的管道歧管组件。 钢瓶通过一个灵活的喷射弯头

和止回阀组件与输送管道或歧管连接起来。

其他设备包括 — 控制面板、释放装置、遥控手动报警按钮、转向滑轮、压力释放器、火警铃和报警

器以及气动开关。设计整个系统时需要全部或其中部分设备。

烟烙尽灭火剂 — 烟烙尽灭火剂是由以下三种惰性（氧气稀释）气体组成的混合物：52% 的氮气、

40% 的氩气和 8% 的二氧化碳。烟络尽气体通过把氧含量降到助燃水平以下实现灭火。当把烟络尽

灭火剂喷射到房间中时，它引入特有的气体混合物，使人在减少氧气的大气中也可以呼吸。烟烙尽

灭火剂实际上增强人体吸收氧气的能力。房间中的正常大气包含 21% 的氧气和不到 1% 的二氧化碳。

如果氧含量降到 15%，多数普通可燃物都会停止燃烧。烟烙尽灭火剂将把氧含量降到大约 12.5%，而

把二氧化碳含量增加到大约 3%。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会加快人的呼吸速度以及增强人体吸收氧气的

能力。简单地说，人体受到二氧化碳刺激而更深和更快地吸收，以补偿大气中较低的氧含量。

钢瓶— 钢瓶是按照美国交通部 (DOT) 的使用规范构造、测试和标记的。钢瓶必须至少满足 DOT 

3AA3000 的要求。

钢瓶组件 — 钢瓶组件采用钢结构，涂油一层红色标准漆面。有一种尺寸。每个钢瓶都配备有一个压

力阀座型阀门，阀门上还装有压力表。阀门由锻压黄铜制成，与带有防漏密封垫的钢瓶相连接。阀

门还包括一个安全泄压装置，它按照 CGA 测试方法以 4000-4480 磅 / 平方英寸 (276-309 巴 ) 的压

力泄压。钢瓶充气压力在 70°F 下为 2900 磅 / 平方英寸 (21°C 下 200 巴 ). 钢瓶带有维护记录卡，并

附有装运帽。装运帽连接到每个钢瓶颈部的螺纹圈上，以便运输时保护阀门。钢瓶序列号和出厂日

期都印在每个钢瓶颈部附近。

电启动器— 灭火剂瓶的电启动是通过与控制系统连接的电启动器完成。该启动器可用于危险环境中，

其环境温度范围在 32°F 到 130°F(0°C 到 54°C) 之间。在辅助或补偿应用中，可以在启动器上安装一

个手动柄启动器。

手动或气动启动器 — 瓶头阀上的手柄启动可采用三种手动启动器。手动启动通过拉动启动器上的握

柄完成。

探测系统 — 控制系统用于需要自动电子控制系统启动 烟烙尽系统的应用中。此控制系统用来根据

从火灾探测装置收到的信息控制三个固定灭火或报警系统。探测系统可以使用交叉、计数、独立或

优先区（计数）概念来配置探测电路。 此控制系统已按照针对A类计算装置的 FCC适用规章进行测试。

喷嘴 — 喷嘴设计通过钢瓶的存储压力限制烟烙尽灭火剂的喷射流量。喷嘴有 360° 和 180° 两种喷射

形式。系统设计指定了适用于适当流速及分送形式的喷嘴和孔大小。喷嘴选择取决于受保护的危险

情况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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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安装

产品说明

适用标准：烟烙尽系统符合 NFPA 2001 标准“清洁剂灭火系统标准”及 EPA 计划 SNAP“重要新替

代品政策”。

系统通过 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Inc. (UL) 和 FM 认证。

灭火剂通过 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Inc. (UL) 和 FM 认证。

所有系统组件和配件必须由经过制造商培训的人员进行安装。所有安装工作都必须按照制造商的设计、

安装、操作、检查、重新装料和维护手册中载明的指导原则进行。

管道和连接件 — 系统歧管结构必须能够承受 3000 psi(206.9 bar) 以上的压力。 节流组件下方的输

送管道结构必须能够承受流量计算确定的最大下游压力。

钢瓶组件 — 烟烙尽系统必须根据制造商的设计、安装、操作、检查、重充和维护手册的规则进行设

计和安装。环境温度限制为 32°F-130 °F(-0°C-54°C)。 所有控制系统旨在用于室内应用，温度范围

在 32°F 到 120°F 之间 (0°C-49°C)。

减压孔板 — 需要减压孔板限制分流管道中烟络尽灭火剂的流量，从而减小孔板下游的灭火剂压力。

减压孔板包括一个不锈钢孔板，根据水力计算结果在上面钻出所需特定尺寸的孔。 孔板提供容易识

别的喷孔标识。减压孔板有九种尺寸：1/2 英寸、3/4 英寸、1 英寸、1 1/4 英寸、1 1/2 英寸、2 英寸、

2 1/2 英寸、3 英寸及 4 英寸 N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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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维护是确保灭火系统有效发挥作用的一项重要工作。因而必须由 ANSUL 授权分销商按照 NFPA 2001 以

及制造商的设计、安装、重新装料和维护手册进行。更换 ANSUL 系统上的组件时，请只使用 ANSUL

认证的零件。

技术服务

有关正确设计与安装的信息，请与当地烟烙尽系统授权分销商联系。ANSUL 应用场所工程部可为您

解答有关设计与安装的问题。

最终用户 FAQ( 常见问题）烟烙尽洁净气体灭火系统

200Bar 烟烙尽是否比 150Bar 烟烙尽
系统危险

不是。ANSUL 200Bar 烟烙尽和 ANSUL 150Bar 同样安全，不
会因为系统压力的增高而增加危险系数。

200Bar 烟烙尽是否可以节省空间？
是的。和 150Bar 系统相比，根据系统保护空间的大小和相关
要求，最多可以节省 25% 的钢瓶存储空间。

200Bar烟烙尽是否可以减少钢瓶数量？
减少相关管件？减少安装维护时间？

是的。200Bar 烟烙尽系统和 150Bar 系统相比，需要较少数量
的钢瓶及相关安装管件和辅件，同时减少系统的安装维护时间。

200Bar 烟烙尽系统集流管客户可以
自行采购吗？

不可以。为了确保安全，请向江森自控公司采购 200Bar 烟烙
尽特制集流管。

什么是烟烙尽洁净气体灭火剂？

烟烙尽灭火剂用于工程洁净灭火剂和灭火系统，使用固定喷头
药剂分配网络，实现全淹没应用。

烟烙尽灭火剂是三种自然气体的混合物：52% 的氮，40% 的氩，
以及 8% 的二氧化碳。

烟烙尽灭火剂的灭火原理是什么？
烟烙尽灭火剂的工作原理是把氧气含量降至可燃水平以下且保
持安全的氧气呼吸环境，以此扑灭 A、B 和 C 类危险的表面火。

烟烙尽灭火剂可在有人区域释放吗？

是的，但是 NFPA 2001 规定人员要撤离所在区域，主要原因
是燃烧物质会释放可能的有害副产品。

与其他惰性气体灭火剂不同，烟烙尽灭火剂包含少量的二氧
化碳。二氧化碳大幅提高人们在烟烙尽环境下的呼吸能力，
可在氧气降低的环境下维持生命安全。

烟烙尽灭火剂和化学洁净灭火剂的
不同之处在哪儿？

由于烟烙尽灭火剂源自地球大气中存在的气体，因此该灭火剂
有以下特点：

●  零臭氧消耗潜能

●  不会加剧全球变暖

●  不会带来在大气中长期存在的化学混合物

因为烟烙尽灭火剂由未经化学分解的气体构成，因此在热气环
境下，该灭火剂不会带来化学灭火剂常会产生的酸性气体。

烟烙尽灭火系统拥有多少个钢瓶？

系统一般包括一个或几个钢瓶，具体取决于危险区域的大小。

为了满足不同的空间平面，钢瓶可安装在危险区域内或在远离
危险区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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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用户 FAQ( 常见问题）烟烙尽洁净气体灭火系统

一套系统可以覆盖多个危险区域吗？ 使用换向阀门，一组钢瓶可保护多个危险区域。

如何启动烟烙尽系统？
系统可通过手动、气动或电动方式开启。使用 AUTOPULSE 控
制装置可自动电气启动系统。

释放烟烙尽灭火剂会使受保护房间的
压力过大吗？

与所有的洁净气体灭火系统一样，在安装烟烙尽灭火系统时，
要根据《安素设计与安装手册》的要求，安装适当的减压孔。
减压孔能消除房间内压力过大或过小的情况。

烟烙尽灭火剂会对数据中心的硬盘驱
动器造成损害吗？

实践表明，高分贝高频率的物质会干扰硬盘驱动器的性能。

仅仅向包含硬盘驱动器的区域释放烟烙尽灭火剂不会损害硬盘
驱动器。

我们已找到合适的安装方法，可最大程度降低数据中心环境下
产生的扰乱性噪音。详情请参阅我们有关“烟烙尽音响测试”
的意见书（表 F-2012029）。

在烟烙尽灭火剂释放的时候，我的数
据中心（或其他电子设备）可以继续
使用吗？

由于通电电子设备通常是火灾的一大原因，因此不建议继续
使用。NFPA 75 信息技术设备保护书第 8.4.2.1 条提到，“在
开启气态灭火剂全淹没系统时候，必须断开所有电子设备的
电源……”

我的烟烙尽系统多久需要维护一次？
维护是维持消防系统表现的关键步骤。必须由安素授权经销商
定期检查系统，间隔不超过 1 年，每 6 个月检查钢瓶内的药剂
容量。

在火情扑灭且房间通风后，我该怎么
处理受保护区域中的烟烙尽灭火剂？

由于烟烙尽灭火剂是大气气体混合物，因此用过后的烟烙尽灭
火剂会回归大气。

在释放灭火剂后，我该如何恢复我的
烟烙尽灭火剂系统？

您当地的安素授权经销商将会为您的烟烙尽系统充气，使其恢
复工作能力。

烟烙尽灭火剂会因为对环境的影响而
被禁用吗？

烟烙尽灭火剂拥有 20 年的环境保证。在安装后的 20 年内，泰
科保证政府监管机构不会以下列任何一个环境问题禁用和限制
烟烙尽灭火剂。

●  臭氧消耗潜能

●  全球变暖潜能

●  气体在大气中的存在时间

●  灭火剂分解产品

存在限制条件；请参阅《烟烙尽环境保证书》

( 表 F-2004122)。

白皮书烟烙尽洁净灭火剂人体安全实验

介绍

接触场景

在全淹没灭火应用中，哈龙（Halon）已不再作为洁净的气态灭火剂使用。目前较常用的是两类替代

灭火剂 —— 惰性气体及卤烃灭火剂。这是因为两者的洁净度、效力及绝缘特性均较为理想。

除这些特性以外，替代灭火剂应确保人员安全，其安全水平也必须在采用精确测量人体影响的程序

进行全面试验之后以文件形式加以证明。卤烃灭火剂与惰性气体灭火器采用的人体安全试验程序截

然不同。INERGEN® 灭火剂造成的生理结果与其它可用的惰性气体灭火剂也有明显差别。所有的惰性

气体灭火都是将空气中正常的 21% 氧含量降至 10-14% 的水平，无一例外。但是，只有 INERGEN 灭

火剂在达到灭火浓度时含有向大脑供氧所需的二氧化碳（CO2），其水平等于或高于正常呼吸的空气。

通常情况下，人不应接触任何设计浓度的洁净灭火剂。符合 NFPA 2001：洁净灭火剂标准 [1] 和 ISO 

15420：气态灭火系统标准 [2] 的一般设计原则要求采用报警及延时措施，在释放洁净灭火剂之前应

留出充足的时间疏散受保护区域。但并非受保护区域内的所有人员在任何情况下均能撤离，这或是

因为无法终止的重要工作（如紧急状态下的核电站），或是因为受伤导致一人或多人无法行动或失

去意识。也有可能是火被扑灭后但区域内洁净灭火剂尚未清除时员工试图再次进入危险区域，因而

接触到灭火剂释放后的空气环境。

评估任何接触状况的关键因素是时间和灭火剂浓度。 

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作用 —— 最长预期时间内的最高浓度 —— 决定了可能对人体生理造成的不利影

响。最可能的接触时间大约为几分钟。NFPA 2001[3]在时间及浓度组合的基础上对接触场景加以限制。

接触时间最长为 5 分钟，浓度则每种灭火剂各有不同。

安素股份有限公司，Marinette, WI 54143-2542 白皮书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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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Bar 烟烙尽系统规格数据 / 规格

卤烃洁净灭火剂

哈龙 1301 毒性试验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进行 [4]。标准化试验协议指让狗接触空气中选定浓度的哈龙，

随后监控狗的心脏是否有不规则跳动迹象 —— 表明该物质有“心脏致敏作用”。心脏致敏作用是某

些卤烃的特性，会使人类的心脏对人体承受压力时自然分泌的肾上腺素产生敏感，并可能导致威胁

生命的不规则心跳 [5]。之所以选择这一参数进行试验是因为在哈龙 1301可能产生的任何生理影响（例

如高浓度产生的麻醉作用）中，其对于人体的威胁最大。越接近灭火系统实际设计浓度时，心脏致

敏更可能发生，感觉也更为剧烈。

20世纪 90年代早期，哈龙替代剂出现。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 [6]和其它国际机构均要求进行类似试验，

所选的试验协议以哈龙 1301 试验协议为基础，即：狗接触的浓度为消防所需设计浓度或更高。根据

这些协议，两种最常用卤烃灭火剂的 NOAEL 水平（无明显损害作用水平）设定如下 [7]：

HFC-227ea                     9.0%
HFC-23                           50%

容许的接触时间随浓度变化而有所不同。

有关卤烃毒物学数据的主要问题是需要将动物数据类推以估算对于人类产生的影响。

这一估算采用电脑化模型预测特定接触浓度下血液吸收卤烃的速度，并将血液中的预测卤烃浓度与

导致狗过敏的浓度进行对比 [8]，而不会进行任何实际人体测量。由于无法获得人类实际接触狗类试

验用浓度的数据，狗的心脏致敏以及人类可能发生的心脏致敏之间没有相互调整和验证的关系。尽

管这些估算可能以最先进的科学为基础，但依然只是估算。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试验只关注一种可能的不利影响——心脏致敏。当然，这一影响可能非常严重，

但不进行人体试验我们无法了解卤烃设计浓度是否会导致身体或智力损害，因而限制人类逃离危险

区域的能力。事实上设计浓度通常有一个小的调整余量，即比 NOAEL 值低 10%[9]。

特定种类的卤烃剂已进行了一些人体试验，但采用的并不是以上概述的消防接触场景的浓度（如针

对医疗药物吸入器推进剂进行的试验 [10]）。如果不对所需设计或更高浓度的卤烃灭火剂进行广泛的

人体试验，这些灭火剂的人体安全性将始终是个问题。

A. 历史上的人体试验

B. 二氧化碳效应

与卤烃灭火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惰性气体洁净灭火剂人体试验早已广泛进行。事实上，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人们已经获得了大量完整的数据 [11，12，13，14，15，16，17，18，19，20，21]。这是

因为惰性气体灭火系统产生的条件与海底或高空飞行环境相同。从潜水艇到航天飞机，人们对志愿

者进行严格控制、记录完整的实验，以广泛测试低氧（缺氧）环境对人体产生的影响。

而且，实施的试验不仅测量呼吸量、血液及大脑充氧系数等生理数值，也包括认知和运动技能，以

确定人员撤离危险区域的能力。

此类试验、生理测量和行为表现测量的程序和结果在 C 部分和 D 部分讨论。我们还分析了两种惰性

气体 —— 即 INERGEN 灭火剂（含二氧化碳）以及所有其它惰性气体灭火剂（不含二氧化碳）

—— 以表明在添加了少量二氧化碳的 INERGEN灭火剂产生的巨大有益作用。在讨论人体试验结果之前，

说明缺氧环境产生的生理影响以及 INERGEN 灭火剂中二氧化碳在缺氧环境中对人体安全产生积极影响

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即使吸入空气中所含氧气浓度降低（缺氧），将氧气输送至大脑主要也还是受到若干普通的、与动脉

血中二氧化碳水平和氧分压有关的生理控制机制的影响。为补偿呼吸空气中降低的氧气水平，身体首

先会增加呼吸次数，以限制动脉血氧分压的降低。其次，降低的动脉血氧分压往往会导致脑部血管轻

微膨胀。尽管如此，对于缺氧状态的每一种正常反应在某种程度上均受到同时出现的动脉血二氧化碳

分压（PCO2）降低的抵消和限制，这导致随着呼吸的增加，呼出的二氧化碳也更多。

正常量的二氧化碳对呼吸、动脉血充氧和大脑血流量这些反应均有有利影响，某种程度上这是额外碳

酸使得血液酸度增加产生的作用。此外，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的改善能使血红蛋白解离曲线发生变化，

增加血红蛋白对脑组织的氧气输送。二氧化碳会对呼吸产生若干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充当脑及其它组

织正常充氧和酸度的微调参数。

因此在 INERGEN 灭火剂中加入二氧化碳能使这些自然机制发挥作用，并导致血氧量增加、大脑血流量

增加，向脑组织输送氧气的效率也更高。这些机制在人体内原本就预先存在，因此不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由于这一“二氧化碳作用”，相比任何不含二氧化碳的惰性气体，INERGEN 灭火剂能使人更长时间地

承受较低的吸入氧气水平。

惰性气体洁净灭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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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人体测试结果 - 生理测量

在过去 60 年内，添加及不添加二氧化碳的低氧空气环境人体影响测试以广泛进行。我们将集中关注

最近进行的系列测试。这些测试中控制状态及影响的测量大部分以逐秒、逐次心跳的方式进行。下列

七张曲线图是三种不同空气环境下同一组对象的平均值：正常空气（21%氧气-正常含氧量控制指定）、

未添加二氧化碳的 10% 氧气（缺氧 -其它惰性气体灭火系统产生的空气环境）、添加 4% 二氧化碳的

10% 氧气（低氧 / 二氧化碳 - INERGEN 空气环境）。中等运动强度（50 瓦 -相当于每小时步行 3 英里

的强度）以及静止状态均进行估算。

呼气末氧分压对于 10%氧气及 10%氧气 /4%

二氧化碳的反应静止状态和 50瓦运动强度
7个对象的平均值 ±标准差均值

呼气末氧分压针对呼吸即将结束时从每位对象口

中获得的气体取样，测量肺部深处气体氧分压。

请注意本曲线表中（图 1），在呼吸几次 10% 氧

气的空气后，由于吸入空气的含氧量较低，潮气

氧分压迅速降低。这一降低由于二氧化碳的存在

而马上减缓，这是因为体二氧化碳对呼吸产生快

速而有益的生理影响。

呼气末氧分压对于 10%氧气及 10%氧气 /4%

二氧化碳的反应静止状态和 50 瓦运动强度
7个对象的平均值 ±标准差均值

在这一图表中，反应肺部深处气体及动脉血二氧化

碳分压的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在单纯的缺氧条件下

也显示了明显的下降，这是因为缺氧导致呼吸增加。

但是，由于 INERGEN 含有二氧化碳，实际上该数

值显示增加。图 2 显示了对呼吸及脑充氧有促进作

用且极其快速的反应。我们记得血液中的二氧化碳

能控制若干机制，使得呼入的氧气能更有效地在人

体内传输，因此从呼吸、动脉充氧和大脑血流量的

快速改善来看，一分钟后 44 mm Hg 与 39 mm Hg

之间的差异显然非常显著。 未添加二氧化碳的缺

氧空气环境会导致血液失去二氧化碳，因而会对重

要人体器官的充氧产生相应的负面影响。

D. 人体测试 - 智力表现

除了如上所述反复测量到达大脑的氧气含量和氧分压，了解这一充氧水平是否能使处于 INERGEN 空气

环境内的个人发挥正常智力功能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功能对于撤离危险区域必不可少。确切地说，

做出决定以及处理单词和数字的能力 S 是可以测量的重要因素。

再次实施人体试验 [16]。在普通室内氧气水平下进行标准认知能力测试，随后在吸入 10% 不含二氧化

碳的氧气（不含二氧化碳的惰性气体产生的缺氧空气环境）时测试，最后在呼吸添加 4% 二氧化碳的

10% 氧气（INERGEN 空气环境）时测试。

不含二氧化碳以及含 4%二氧化碳的缺氧状态
(10%氧气 ) 对于智力表现得分的影响
( 控制状态百分比 ±标准差均值，N=8)

呼气末氧分压针对呼吸即将结束时从每位对象口

中获得的气体取样，测量肺部深处气体氧分压。

请注意本曲线表中（图 1），在呼吸几次 10% 氧

气的空气后，由于吸入空气的含氧量较低，潮气

氧分压迅速降低。这一降低由于二氧化碳的存在

而马上减缓，这是因为体二氧化碳对呼吸产生快

速而有益的生理影响。

图 8 的结果清晰地显示呼吸 10% 氧气的空气导致

表现大幅度下降，在转而呼吸 INERGN 空气时又

回到高分区域。表现的恢复恰好对应 INERGN 空

气环境内大脑获得更多氧气这一事实。

同一系列的测试也表明，只有当吸入的氧气水平

低于 14% 时才会观察到认知能力降低 [21]。尽管

如此，惰性气体灭火剂通常采用设计浓度，及将

氧气浓度降至 10-12%的范围。在此缺氧程度下，

“二氧化碳效应”对于保持认知和精神运动功能

而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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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根据上述显示的动态试验证据，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二氧化碳效应”确实存在。它能引起即时反应

并能在更长时间段内在灭火设计范围的下限部分提供氧气水平公差——不论静止还是运动状态——远

长于 NFPA 2001 规定的五分钟接触时间。此外，这些数据均从人体而非动物试验获得，并包括生理测

量机表现衡量。

特别要说明的是，在起初的几分钟内，含有 4% 二氧化碳的 10% 氧气 INERGEN 空气环境：

●  其呼气末氧分压比不含二氧化碳的空气环境高 20%。

●  其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位于期望或高于正常的水平。

●  其动脉血红蛋白饱和度为90%，并保持稳定，相比而言，不含二氧化碳时饱和度为70-80%，且会下降。

●  提高大脑中动脉的血流速度，使之高于正常空气接触水平的 10%，不添加二氧化碳时则降低 10%。

●  提高大脑氧气流量水平，使之高于正常水平 10%，而无二氧化碳时则降低 15%。

认知测试显示，在 INERGEN 空气环境内受测的智力表现即使有所下降也微不足道，而其在不含二氧化

碳的惰性气体产生的低氧条件下则大幅度下降，因而确认在缺氧状态下添加二氧化碳的有益作用。生

理和认知测试共同表明，在无二氧化碳、氧气浓度为 10% 的空气环境内，个人受到的不良影响可能非

常严重，并可能丧失撤离危险区域的能力。而添加了二氧化碳的 INERGEN 灭火剂则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生理数据也确认，“ 二氧化碳效应 ” 能迅速发挥作用，在一分钟时间内对所有受测功能带来有益影响，

甚至有可能在第一个呼吸周期内就开始发挥作用而且，有益作用至少持续 10 分钟，而且毫无疑问会

大大超出。最后必须再次说明，本文件内采用的所有数据均来自灭火设计浓度下的实际人体测试，无

动物测试、类推、计算机模型、假定或预测的必要。

换气量对于 10%氧气及 10%氧气 / 4%二氧化碳
的反应静止状态和 50瓦运动强度
7个对象的平均值 ±标准差均值

图 3 清晰地表明了接触低氧（缺氧）空气环境

时对于每分钟呼吸换气量立即产生的影响。在

INERGEN 空气环境内呼吸时，第一分钟内的吸

入量基本上翻了一倍，而不添加二氧化碳时只

是稍稍增加。这里增加是正常的生理机制，目

的是为了通过肺部向身体提供更多氧气。在任

何消防场景下，身体调节的速度远短于可能的

接触时间，而 20 升 / 分钟与 10 升 / 分钟之间的

差异通常是主观无法忽视的。

心率对于 10%氧气及 10%氧气 / 4%二氧化碳
的反应静止状态和 50瓦运动强度
7个对象的平均值 ±标准差均值

图 4显示心率事实上受体内不同控制系统的控制，

并可以用以控制呼吸。尽管静止状态下缺氧对于

心率的影响较微小，但图片的确显示含二氧化碳

导致的心跳增加小于单纯的缺氧状态，不论静止

或运动状态均如此。

血红蛋白氧气饱和度对于 10%氧气及 10%氧气 / 
4%二氧化碳的反应静止状态和 50瓦运动强度
7个对象的平均值 ±标准差均值

正常的血红蛋白氧容量大约为每 100 毫升血液 19

毫升氧气。将这一数值设为 100%，图 5 显示了

在 INERGEN 空气环境内呼吸时保持的血红蛋白氧

容量饱和度水平大大高于未添加二氧化碳的 10%

氧气。这一作用也是在开始的几分钟内开始显现。

10 分钟后，INERGEN 空气环境内的饱和度保持在

90% 以上，而非 INERGEN 空气环境已降至 75%，

并且还在不断下降。

大脑中动脉血流速度对于 10%氧气及 10%氧气
/ 4%二氧化碳的反应静止状态和 50瓦运动强度
7个对象的平均值 ±标准差均值

达到大脑的氧气含量是达到大脑的血流量乘以血

液中所含氧气的结果（图 6）。在 INERGEN 空气环

境内呼吸时，血红蛋白中氧气保持在高水平，流经

大脑的血流量增加，这也是自然生理调节的结果。

我们再次注意到这一效果发生在接触后的第一分钟

内。如果不添加二氧化碳，血流量起初会下降，然

后也只是随着动脉血充氧的减少而缓慢上升。这一

情况极端严重，因为没有二氧化碳发挥作用，氧分

压、由血红蛋白运送的氧气量和流向大脑的血液流

量均较低。这一切使得大脑组织内的氧分压也较低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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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氧气及 10%氧气 / 4%二氧化碳对于大脑
氧气流量的影响静止状态和 50瓦运动强度
7个对象的平均值 ±标准差均值

大脑氧气流量的百分比变化根据图 5 和图 6 内

的数据计算，并在图 7 中显示。该曲线图显示

在 INERGEN 空气环境中添加二氧化碳会产生极大

的有益作用。相比在正常 20% 氧含量的大气环

境内持续呼吸，第一分钟内达到大脑的氧气量实

际增加了 10% 以上。换言之，接触含 10% 氧气

的 INERGEN 空气环境的个体不但不会受到缺氧的

不利影响，事实上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因为大脑

获得的氧气供应比在海平面正常呼吸空气时更多

[17]。相比而言，个体在接触由未添加二氧化碳的

惰性气体灭火剂造成的 10% 氧气环境两分钟内，

大脑的氧气供应减少大约 15%，这可能影响其正

确行动能力（参见 D 节）。在最初的几次呼吸内

对所含的二氧化碳做出反应，因而对氧流量和大

脑充氧产生有益作用也非常重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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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市亚伯拉罕 •林肯总统

图书馆及博物馆

20,280 ft3 (574.3 m3) 珍宝画廊

6,540 ft3 (185.2 m3) 地下展区

挑战

保护全球最大的林肯档案与艺术品博物馆

解决方案

ANSUL® 烟烙尽洁净气体灭火系统

美国第 16 任总统亚伯拉罕 •林肯与其说是一个历

史人物，不如说是一段传奇，时至今日，

从学者到学童，无不对他无比敬佩，并加以研究。

那些林肯用过的珍贵物品，比如他孩童时期的书

籍、著名的高筒礼帽，现在都保存在亚伯拉罕 •林

肯图书馆及博物馆中。这两家场馆保存的珍贵资

料可供学者、历史学家和调查家族史的谱系学家

研究之用，八年级的学生们则对馆内的全息影像

着迷不已。

在这里需要保护的是珍宝画廊和地下展区。为保

护馆内珍藏免遭火灾侵袭，也为了避免传统灭火

系统对展品的损害，图书馆选择了 ANSUL 烟烙尽洁净气体灭火系统。

由于这两个区域都对外开放，灭火药剂还必须对人无害。而使用大气气体作为灭火剂的烟烙尽系统对

人员、财物和环境完全无害，是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的最佳选择。

“现在，烟烙尽系统保护着馆内最宝贵的林肯用品、博物馆珍品画廊和地下展区。”收购部门负责人

Gary Stockton 表示。

江森自控消防灭火产品为灭火系统和药剂提供 20 年环保承诺，对药剂提供 20 年无公害释放保证。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AURORA露天采矿设备

挑战

保护电动挖掘铲免于五种电气危害

解决方案

ANSUL® 烟烙尽洁净气体灭火系统

一家全球最大的垂直整合化肥企业运营着一座

年产数百万吨磷酸盐矿石的矿山。要完成这里的

生产，公司需要像电动挖掘铲这样的高技术、高

价值设备。

但要保护此类设备颇具挑战性，比如要使用洁

净、不导电的药剂才能不对这些敏感的电气设备

造成附带损害。只有适宜的保护才能最大程度地

减少设备停工时间并保持生产连续性。

除了保护矿山设备，保证员工安全也十分重要。

泰科的核心价值观就包括高度重视“人员和环境

安全”。选择对人员和环境无害的灭火药剂也符

合泰科一直以来对安全的坚持。

为电动挖掘铲安装烟烙尽洁净气体灭火系统即可应对上述挑战。五个独立的烟烙尽系统（与两个干

粉系统一道）保护设备免于五种电气危害。所有这些系统的探测和控制功能由 AUTOPULSE 微处理

器控制面板完成，该面板专为智能探测和控制设计。由大气气体构成的烟烙尽药剂对人员和环境完

全无害，可以达到保护员工的目的。

江森自控消防灭火产品为灭火系统和药剂提供 20 年环保承诺，对药剂提供 20 年无公害释放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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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加州传媒集团

数据处理网络

两层，面积 16500 平方英尺 (1533 m2)

挑战

保护数据处理网络免于火灾和附带损害

解决方案

ANSUL® 烟烙尽洁净气体灭火系统

美国康涅迪克州纽黑文常春藤盟校珍稀图书与手稿图书馆

面积 125,000 平方英尺 (11613 m2)

挑战

保护数百万册珍稀图书与手稿

解决方案

ANSUL® 烟烙尽洁净气体灭火系统

对全球最大的传媒集团而言，保护其数据处理中

心内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网络处理器无疑非常重要。

不过公司对其称之为“环境性”的坚持也必须重

点考虑。

因此公司选择的灭火系统必须满足严格的标准，

它必须能保护敏感的电气设备和宝贵的数据，同

时还必须环保。灭火系统的优势要包括能够保护

员工、保护设备而不会造成附带损害，还要尽可

能地减少火灾中设备的停机时间。

对这个数据中心而言，能够应对所有挑战的无疑

是烟烙尽洁净气体灭火系统。烟烙尽系统没有导

电性，不使用水扑灭火灾，可保护高价值的重要设备不受损害。

此外，该公司还想替换现有的会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灭火药剂。相较而言，烟烙尽系统使用的是大气气体，

对环境无害。因此，对于一家在保护人员和财产的同时力求环保的企业，烟烙尽系统是最佳选择。

江森自控消防灭火产品为灭火系统和药剂提供 20 年环保承诺，对药剂提供 20 年无公害释放保证。

康涅迪克州的纽黑文坐落着常春藤盟校珍稀图书

馆，走入图书馆，大理石外壁把光线柔和地反射

到各种各样的珍稀资料上，在建筑物的中心，矗

立着一座玻璃塔，里面有各类书籍。

这家图书馆收藏有数十万册书卷和几百万份手

稿，藏品包括查尔斯 • 狄更斯和本杰明 • 富兰

克林的著作，还有著名的古腾堡圣经。它是全球

最大的珍稀图书与手稿图书馆之一：是学生、教

师和学者们进行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中心。

这些收藏需要防火保护，也需要防止传统灭火剂

例如水等带来的潜在损害。在这里进行保护面临

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但 ANSUL 烟烙尽洁净气体灭火系统能够提供解决方案。首先，测试已经证明烟

烙尽系统释放十分柔和，甚至一页纸都不会被吹动。其次，馆内空间也限制了能够应用的药剂类型。

而烟烙尽药剂的气体浓度使得系统的最低设计浓度保持时间要大于NFPA-2001要求的 10分钟。最后，

系统不得不安装在较远的位置。这使得烟烙尽药剂的流动距离较长，安装药剂储罐的位置更为灵活。

毫无疑问烟烙尽系统是保护此类珍贵物品的最佳选择。此外，环保的烟烙尽药剂完全无害，为图书馆、

员工和参观者提供了多方位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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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消防灭火产品（Fire Suppression Products）

对于化学灭火系统、水灭火系统和机械解决方案的不断研究和开发，使消防灭火
产品（Fire Suppression Products）

是一个汇聚了全球普遍信赖与公认品牌的战略业务部门，包括业内的先进品牌 Simplex®，ANSUL®，

HAIDUN，HYGOOD，Pyro-Chem，SKUM，TYCO® 以及 GRINNELL® 等。

消防灭火产品 (Fire Suppression Products) 为商业、工业、公共机构、政府机构以及住宅提供消防灭

火解决方案和辅助的楼宇构建解决方案。我们重点研究和开发以化学和水为基础的消防技术，提供创

新的技术方案和全球认证。我们的主要产品包括手提式消防设备、火灾探测及自动灭火系统、灭火剂、

喷淋系统、阀门、管道产品和配件。

■ 首创全自动集成式喷淋灭火系统

■ 首创自动温感喷头

■ 首创商业化厨房设备灭火系统

■ 首创可持续性惰性洁净气体灭火系统

■ 首创住宅大范围和早期抑制快速响应喷头 (ESFR)

■ 首创非道路车载设备的干粉和双介质灭火系统

■ 首创玻璃球喷头

■ 首创外储压式灭火器

■ 首创可生物降解的环保型“A”类泡沫液

■ 首创住宅用喷头

■ 首创有毒气体抑制型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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