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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企业生产，储藏或运输可燃液体，一场毁灭性的大火总是会在您的脑海浮现。快使用可靠

的 ANSUL 灭火泡沫产品，尽可能做好准备吧。

二十世纪 60 年代，安素与美国海军合作开发了最早的泡沫兼容的干粉；并随后引入双药剂概念，将

干粉的快速灭火能力与水成膜泡沫（AFFF）的防止复燃能力结合在一起。1988 年，安素化学家发明

了 ANSULITE 3x3 泡沫浓缩液，第一代抗溶性水成膜泡沫溶液能够作为 3% 浓缩液用于极性溶剂和烃

类可燃物。今天，安素为您提供大量高品质的泡沫浓缩液、药剂储罐、比例混合设备和泡沫喷放设备。

自从 1939 年以来，安素领导灭火行业，一直不断地创新技术，提供更好的服务。安素提供多种任何

地方都能得到的优质泡沫药剂和设备，同时专注于开发新的解决方案，并改进现有的产品。

严峻的险情需要真正的办法

要了解泡沫的威力，追本溯源

■ 穷举测试

■ 每个组件的质量和可靠性

■ 全球授权代理商网络

■ 保险商实验室认可

■ 工厂联合研究所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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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灭火泡沫？

灭火泡沫由三种成分构成：泡沫浓缩液、水和空气。浓缩液与水混合（按比例），生成一种泡沫溶液。

泡沫溶液与空气（吸入的）混合产生泡沫，这些泡沫流动性很强，迅速地流到液体表面上。泡沫本

身是大量稳定的充满空气的小泡泡，密度比油、汽油或水低。

平衡压力比例混合是用于泡沫系统的最常见的方法。在比例混合器的入口，泡沫浓缩液压力与水压

力配合使得适量的泡沫浓缩液配量流入水流中。

在一个吸气喷放设备作用下，泡沫溶液流过喷孔，经由空气入口，进入膨胀区产生膨胀的泡沫。

在非吸气设备中，泡沫液不与空气混合直到溶液第一次经过喷孔和喷放出口。

泡沫如何发生作用？

灭火泡沫通过将液体可燃物与其燃烧所需的空气（氧气）隔离来达到灭火效果。根据泡沫药剂的类型，

通过以下方式中的一种来完成灭火：

■  泡沫覆盖到可燃物表面，抑制大火，隔离火焰与可燃物表面

■  泡沫冷却可燃物、邻近热体和火源

■  可燃蒸气能与空气混合，泡沫可以抑制可燃蒸气的热量释放

水成膜泡沫药剂在烃类可燃物表面上形成一种

水成薄膜。抗溶性浓缩液（AR-AFFF）在极性

溶剂可燃物上形成聚合隔膜。

泡沫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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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压力比例混合器

泡沫浓缩液

水 泡沫溶液

吸气喷放

非吸气喷放

空气

■  卡车装载区

■  炼油厂

■  管线泵站

■  发电厂

■  飞机场

■  直升机机场

■  海运

■  生产车间

■  大量泄漏

■  储罐

泡沫药剂可以在哪些场所使用？

■  海运码头

■  仓库

■  危险品泄露保护区

■  化工厂

■  海上平台

■  飞机库

■  消防车辆

■  采矿设备

氧气

水成薄膜或聚合隔膜

泡沫覆盖层

可燃物

有效泡沫药剂

A 类泡沫药剂

按配方使用无氟表面活性剂，A 类泡沫可以减少水表面的张力，形成有粘性的覆盖层，抑制可燃蒸气，

同时冷却可燃物。

作用在地面上或者空气中，SILV-EX 泡沫能够立即喷湿、冷却和隔绝大火。尤其对森林火灾和煤矿、

发电厂（煤场）、建筑物、轮胎与橡胶厂、木材厂及纸张仓库的火灾特别有效。

ANSUL-A 泡沫专门针对 A 类可燃物质设计生产，可兼容用于压缩气体泡沫系统（CAFS），使用范围

从 0.1% 到 1.0%。

B 类泡沫药剂 

安素提供多种泡沫灭火剂帮助扑灭 B 类火灾（石油相关产品、可燃液体、液化天然气和橡胶）。

ANSULITE水成膜泡沫（AFFF）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类运输系统，使它们的用途达到极致。是机场、精炼厂、

生产车间、城市消防部门和其他涉及运输、加工和处理可燃液体场所的消防首选。安素 AFFF 可按 1%、

3%、和 6% 浓缩液或按 1% 和 3% 防冻浓缩液配制。

ANSULITE 抗溶性 AFFF 浓缩液（AR-AFFF）基于 AFFF 的化学性质增加了一种聚合物，对极性溶剂，

如乙醇，和烃类可燃物，如汽油引起的火灾都很有效。1988年，安素化学家发明了安素 3x3泡沫浓缩液，

第一代抗溶性 AFFF 能够用作 3% 浓缩液作用于极性溶剂和可燃物。随后安素科学家们改进了配方，

使其具有更低的黏性。安素ARC 3%或6%可根据可燃物的种类 —— 烃还是极性溶剂按比例进行配制。

蛋白泡沫液被推荐用来扑灭烃类可燃物火灾，按 3% 浓缩液可以产生稳定的机械性泡沫，这些泡沫具

有膨胀性好和防止复燃能力强的特点。特别是蛋白泡沫液可用于保护可燃和易燃液体储藏、运输和

加工的场所。

用合适的泡沫对付相应的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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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蛋白泡沫液相比，氟蛋白泡沫浓缩液有更好的控制和灭火能力，流动性更强，可更好地抵抗可燃

物的污染。氟蛋白泡沫液作用于烃类物抑制气化，并被公认为是一种对烃类可燃物储存罐液下喷射

灭火十分有效的灭火剂。

安素氟蛋白泡沫液可作为 3% 浓缩液具有极强的抗可燃物污染的能力，并表现出很好的防止复燃的

能力，特别对大量烃储存和加工区，例如炼油厂和石化设备发生的火灾尤其有效。

高倍数泡沫液

高倍数泡沫浓缩液对像液化天然气（低温燃料）之类的可燃物在驱散和抑制蒸气方面尤其有效，可

与空气吸入泡沫发生器一同使用，用于全淹没和立体火灾（仓库、船货仓、矿井）的大片区域。高

倍数泡沫基于烃表面活性剂和溶剂的综合，对大多数种类的烃泄露和封闭区火灾都十分有效。

JET-X 高倍数泡沫可作为 2.75% 的浓缩液用于所有的 A、B 类和液化天然气火灾。JET-X 泡沫液与

JET-X 高倍数泡沫发生器一起使用时，能够淹没大型房间和封闭空间扑灭各种可燃物泄露的火灾。也

可将 JET-X 泡沫液和中倍数设备一起使用。

■  将水对建筑和物品造成的损害降至最低

■  比起需要大量水的喷水灭火系统，危险品泄露减少了

■  对电气设备的损害微乎其微

* 也可用于低温度产品类型 

** 关键设备：

† 特定极性溶剂需要使用吸气式喷嘴

AFFF（水成泡沫液）

ANSULITE 1% 浓缩液 * ANSULITE 3% 浓缩液 * ANSULITE 6% 浓缩液

批准 / 认可 想了解经批准和认可的产品，请阅读泡沫灭火剂数据表

推荐泡沫设备 ** （1, 2, 3A, 3B, 4, 5, 6, 7） （1, 2, 3A, 3B, 4, 5, 6, 7） （1, 2, 3A, 3B, 4, 5, 6, 7）

特性
可以产生高品质的泡沫液 —— 可通过各种输送系统包括非吸气
喷嘴使用 —— 极强的灭火能力 —— 有效防止复燃

典型应用
城市消防部门、飞机场、炼油厂、石化设备、生产车间或任何涉及运输、加工和处理可燃
液体的场所

A 类可燃物 适用

B 类可燃物（碳氢化合物）

泄露 强烈推荐 —— 吸气和非吸气喷嘴 †
储罐（上面） 推荐

储罐（水面下） 推荐

顶部喷淋系统 推荐 —— 吸气和非吸气式喷嘴

AFFF（水成泡沫液）

ANSULITE 3x3 低粘度 3% 浓缩液 ANSULITE ARC 3% 或者 6% 浓缩液

批准 / 认可 想了解经批准和认可的产品，请阅读泡沫灭火剂数据表

推荐泡沫设备 ** （1, 2, 3A, 3B, 4, 5, 6, 7） （1, 2, 3A, 3B, 4, 5, 6, 7）

特性
低粘度泡沫浓缩液在所有灭火泡沫液中唯一能
够作为 3% 浓度液作用于烃和极性溶剂可燃物

多功能灭火泡沫液设计为 3% 浓度作用于碳氢
化合物类可燃物，6% 作用于极性溶剂可燃物

典型应用 任何涉及极性溶剂或碳氢化合物类可燃物的场所或作业

A 类可燃物 适用

B 类可燃物（碳氢化合物和
/ 或极性溶剂）

泄露 强烈推荐 —— 吸气和非吸气喷嘴 †
储罐（上面） 推荐

储罐（水面下） 推荐

顶部喷淋系统
强烈推荐 —— 对 B 类
混合可燃物十分有效

推荐 —— 吸气或非吸
气喷嘴

A 类泡沫液

SILV-EX 浓缩液 ANSUL-A 浓缩液

批准 / 认可 想了解经批准和认可的产品，请阅读泡沫灭火剂数据表

推荐泡沫设备 ** （1, 2, 3A, 3B, 4, 7, 8）
特性 特别针对 A 类可燃物包括木头、纸张、煤、橡胶和塑料火灾设计

典型应用
森林和草原火灾、煤矿和煤场火灾、橡胶轮胎
火灾、建筑物火灾

煤矿和煤场火灾、橡胶轮胎火灾、建筑物
火灾

A 类可燃物 强烈推荐

B 类可燃物（碳氢化合物） 不推荐用于多数 B 类可燃物火灾。使用喷淋系统的特殊应用，请咨询安素业务部。

1    手持式喷嘴

2    喷射器

3A  标准洒水喷头 

3B  泡沫 —— 水两用洒水喷头

4    平衡压力比例混合器

5    泡沫室 

6    高背压泡沫发生器

7    泡沫炮

8    中等和高倍数泡沫产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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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倍数泡沫

JET-X 浓缩液

批准 / 认可 想了解经批准和认可的产品，请阅读泡沫灭火剂数据表

推荐泡沫设备 ** （2, 4, 8）
特性 对各种类型泄露火灾都具有有效的灭火能力。用于高倍数和中等倍数设备

典型应用
飞机库、仓库、液化天然气蒸气驱散装置、船舶货舱区、煤矿和煤场火灾、橡胶轮胎火灾、
建筑物火灾

A 类可燃物 推荐

B 类可燃物（碳氢化合物）

泄露 有限制使用 —— 中等倍数喷嘴

储罐（上面） 不推荐

储罐（水面下） 不推荐

顶部喷淋系统 不推荐

蛋白泡沫液

3% 蛋白浓缩液

批准 / 认可 想了解经批准和认可的产品，请阅读泡沫灭火剂数据表

推荐泡沫设备 ** （1, 2, 3B, 4, 5, 7）

特性
产生高稳定性的空气泡沫 —— 良好的膨胀性 —— 出色的防复燃能力 —— 能够和各类水使
用于最常规的泡沫硬件设备 

典型应用 用于烃大量储藏区和加工区 —— 例如炼油厂和石化设备

A 类可燃物 适用

B 类可燃物（碳氢化合物）

泄露 推荐 —— 仅使用吸气喷嘴

储罐（上面） 推荐

储罐（水面下） 不推荐

顶部喷淋系统 推荐 —— 仅与泡沫 —— 水喷头使用

氟蛋白泡沫

3% 氟蛋白泡沫浓缩液

批准 / 认可 想了解经批准和认可的产品，请阅读泡沫灭火剂数据表

推荐泡沫设备 ** （1, 2, 3B, 4, 5, 6, 7）

特性
更好的控制和灭火能力，比蛋白泡沫液流动性更强——出色的防止可燃物污染的能力——良好
的防复燃能力

典型应用 用于烃大量储藏区和加工区 —— 例如炼油厂和石化设备

A 类可燃物 适用

B 类可燃物（碳氢化合物） 泄露 推荐 —— 仅使用吸气喷嘴

储罐（上面） 推荐

储罐（水面下） 推荐

顶部喷淋系统 推荐 —— 仅与泡沫 —— 水两用喷头使用

* 也可用于低温度产品类型 

** 关键设备：

† 特定极性溶剂需要使用吸气式喷嘴

1    手持式喷嘴

2    喷射器

3A  标准洒水喷头 

3B  泡沫 —— 水两用洒水喷头

4    平衡压力比例混合器

5    泡沫室 

6    高背压泡沫发生器

7    泡沫炮

8    中等和高倍数泡沫产生器

以下图表和描述说明了典型泡沫 —— 水两用喷水系统的操作。尽管系统有多个类别，但一个基本的

泡沫系统总是需要泡沫灭火剂存储罐、比例混合设备、一个或多个喷放设备、一个手动和 / 或自动火

灾探测和启动系统。

湿式泡沫 —— 水两用喷淋系统： 

1  可燃液体仓库的贮藏架上突发大火。

2   高温使喷头中的玻璃球爆裂，开始喷水。

3   如果需要水流通过报警单向阀，打开水压泡沫浓缩液阀门，进入泡沫比例混合器。

4   泡沫浓缩液从贮气袋流到比例混合器在那里按设计好的溶液比例与水混合。

5   当泡沫溶液通过喷头喷放到火灾现场时，就会产生泡沫。

泡沫 —— 水两用喷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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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泡沫灭火剂以外，一个确定的泡沫系统一般由比例混合设备、喷放设备和探

测 / 控制组件组成。

比例混合设备 —— 将泡沫浓缩液引入水流生成泡沫溶液。有很多按比例调配

的方法，但是固定管道泡沫系统一般使用平衡压力比例混合设备。

■ 泡沫液皮囊罐系统 —— 使用保险商实验室认可的泡沫液软袋储存泡沫浓缩

液。系统水压挤压泡沫液软袋，在同样压力下将泡沫浓缩液送进比例混合器。

不需要外部动力源，而且几乎不需要维护保养。

■ 压力泵撬块 —— 与大气储存罐配合使用。当泡沫浓缩液从储存罐泵入比例

混合器时，一个自动压力平衡阀会调解泡沫浓缩液压力，使其与水压配合。

■ 线内平衡压力比例混合器 —— 与压力泵撬块类似，除了包括自动平衡阀在

内的比例混合装置，它是可以远离泵和储存罐的。在泡沫浓缩液回水管中增加

一个压力控制阀，保持恒定的压力。

泡沫喷放设备 —— 不仅可以产生膨胀的泡沫还可将其射向目标。吸气器件将

空气与泡沫溶液相混合，形成大量膨胀的泡沫，各种非吸气器件可以与一些低

膨胀泡沫剂一起使用。

■ 泡沫炮 —— 用来控制大量喷射水流的水平和垂直方向。水摆泡沫炮以水压

为动力，可以从一侧到另一侧自动摆动。遥控泡沫炮使用电操纵杆控制水平、

垂直方向和水流形式。其他泡沫炮则通过使用人工操纵舵杆或操舵室来控制。

■ 喷头 —— 可以为吸气型和非吸气型。在雨淋喷水灭火系统中，吸气喷头可

用于蛋白和氟蛋白泡沫液。和水成膜泡沫灭火剂一起使用的非吸气喷头更经济，

适用于开放雨淋或闭式喷头喷水系统。

■ 泡沫室和泡沫发生器 —— 为吸气器件，使泡沫液沿着储罐内壁留到液体表

面上，保护可燃液体储罐。

■ 泡沫发生器 —— 将高倍数泡沫溶液喷涂在筛网上，将空气吹在涂有高倍数

泡沫的筛网上以产生大量的泡沫。由于它具有高倍数比，因而只需要很少量的

水来产生大量泡沫。

在很多消防应用中，一套自动探测和控制系统是必不可少的。温度探测器或者

快速反应火焰探测器向电子控制盘提供信号。控制盘提供重要输出功能（拉响

警报、关闭燃料泵、水流监测、监视阀，启动泡沫系统）。

泡沫系统组件

当评估使用哪种泡沫浓缩液时，要考虑三个要素：这种灭火剂得到批准和认可了吗？公认的独立检测机

构保险商实验室（UL）和工厂联合研究所（FM）以及联邦政府和国际机构，建立产品性能标准。厂商

成立之初就必须符合标准，并提交产品进行后续测试。安素泡沫浓缩液一直以来均符合规定的技术要求。

安素泡沫浓缩液在将环境影响和人员暴露在险境中的机率降至最低的同时，也最大化发挥灭火性能。

所有的浓缩液无论是在自然中还是在污水处理设备中都是可降解的。

储存期间，安素泡沫浓缩液仍然保持稳定性，灭火性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安素 AFFF、JET-X 高倍

数泡沫液和 SILV-EX A 级泡沫浓缩液贮藏期限为 20 到 25 年。所有的非合成安素泡沫剂的一般贮藏

期限为 7 到 10 年。

保证泡沫液质量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由美国国家消防协会标准 17 推荐的定期测试，测试周期为一年

一次。为方便起见，客户可以直接把样品送到安素进行就地测试（pH，密度，折射率和灭火性能），

再附上评估和建议。

安素对待正确使用泡沫浓缩液像对待产品本身一样重视。建议所有参与使用泡沫系统的人员参加两

个阶段的培训，每个阶段为期两天。泡沫系统设计和专门培训 包括所有设计、设备选择、泡沫液剂

应用和固定泡沫系统的安装等环节。泡沫系统服务和维修培训侧重于各种系统校正服务和维护程序。

安素消防学校含课堂教学，但更重视实地培训。实际上，在为期三天的培训中通过模拟实际 22 种不

同可燃液体和气体火灾，每个学生都能学会正确的灭火技术。

新的消防技术中心是占地 10,600 平方英尺的最先进的综合措施，为客户提供灭火科学和业务综合培

训服务。有视野开阔的户外试验场的观看区，还包括技术产品和技术培训教室、会议室、多功能产

品展厅和实地培训及产品示范火场。

自从 1939 年以来，安素领导灭火行业，不断地革新技术，创造出更好的产品。安素提供可选范围最

多的泡沫剂和设备，如果您的企业生产、储存或运输可燃液体，就和安素一样做好充分准备吧。

您信赖安素设备。所以，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是要保证在您最需要保护的时候，您都信心十足。让

安素成为您事业的消防伙伴吧。

对泡沫液进行测试

培训是关键

不仅专注泡沫灭火业务 —— 更关注保护人类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