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素烟烙尽洁净气体灭火系统



ANSUL 是江森自控消防灭火产品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作为消防产品的全球领导者。ANSUL 始终

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种类齐全、安全可靠的优质产品。全系列 ANSUL 消防产品包括手持式及轮式灭

火器，厨房灭火系统，车载灭火系统，大型干粉灭火系统，洁净气体灭火系统，二氧化碳灭火系统，

泡沫灭火系统及泄漏控制产品。ANSUL 产品正通过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和经销网络服务于世界各

地的客户。

美国 ANSUL公司于 1912年成立于美国威斯康辛州马瑞耐特市(Marinette, Wisconsin)。成立之初，

ANSUL 致力于化学工业，1939 年，ANSUL 开始涉足消防领域，在成为世界上第一家成功地生产

出干粉灭火器的企业后，消防系统的研究和开发渐渐成为 ANSUL 的主营业务。对科技的重视和对

科研的不遗余力使 ANSUL 的产品迅速地覆盖了消防灭火的整个领域，并成为现今已在世界上得到

广泛应用的多种灭火技术的创始者。创建于 1940 年的 ANSUL 消防学校现已成为世界消防业的著

名学府，迄今已培训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五万余人。

ANSUL 凭借自己雄厚的实力在中国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许多国内重要场所和设施也都选用了

ANSUL 产品作为安全的保证，包括：外交部大楼、北京地铁复八线、上海地铁二，三，四号线、

人民银行总行、工商银行总行、浦东国际机场、金茂大厦、上海磁悬浮列车线、广东地铁等近

五百个项目。在电力行业方面，ANSUL 也获得了近百个大型电力项目的辉煌业绩，为电力系统的

人员和财产安全提供了可靠的保护。

这十几年来，ANSUL 已在中国树立起了良好的信誉，获得了广大用户的好评。同时，ANSUL 已经

在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在中国境内进行全自动气体灭火系统施工、调试、

维护以及培训技术人员的宝贵经验，在同行中保持着领先的地位。

如今 ANSUL 是江森自控消防灭火产品旗下的一个品牌。

近百年来保护生命、保护财产和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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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 年首创外储压式手提灭火器

■ 1960 年首创用于金属火灾的“D”类干粉

■ 1960 年首创干粉车载灭火系统

■ 1962 年首创干式化学商用厨房灭火系统

■ 1982 年首创湿式化学商用厨房灭火系统

■ 1986 年首创化学品溢漏处理药剂

■ 1987 年首创湿式工作台灭火系统

■ 1988 年首创 3% 抗溶水成膜泡沫浓缩液

■ 1989 年首创用于灭“A”类固体火灾的泡沫

浓缩液

■ 1990 年首创商用惰性气体灭火系统：烟烙尽

（INERGEN®/IG541)

■ 1995 年首创小容量低压二氧化碳钢瓶

■ 1997 年首创低黏度泡沫浓缩液

■ 1998 年首创双药剂商用厨房灭火系统

■ 1998 年首创灭“K”类食用油类火灾的手提

灭火器

■ 1999 年首创湿式化学车载灭火系统

■ 2000 年首创蒸汽缓解及中和酸性溢漏危险物的

泡沫药剂

■ 2001 年首创用于培训的泡沫浓缩液

■ 2003 年首创目前最洁净、最环保的化学药剂

灭火系统（使用NOVECTM 1230药剂的 SAPPHIRE®

蓝宝石洁净气体灭火系统）

■ 2004 年首创快速干预灭火消防车

■ 2005 年无磁性洁净药剂手提灭火器

■ 2011 年首创 1% 抗溶水成膜泡沫浓缩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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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烟烙尽

烟烙尽是 ANSUL 研发的一款为替代 Halon 1301 不损害臭氧层的产品，是 ANSUL 现代消防理念“保

护生命，保护财产和保护环境”的核心体现。烟烙尽清洁而不导电，是一种天然灭火剂，尤其适

合于不能容忍传统灭火剂所造成的损害的场所，例如，敏感的数据存储、信息处理和系统运行电

子设备。此外，许多存档机构都是用烟烙尽保护珍贵而不可替代的物品，例如，艺术品、历史文

献和古迹。

烟烙尽—更好地保护生命

烟烙尽突出的特点之一是不会造成人身伤害。卤代烃（化学）替代品遇火会产生高度危险的氟化氢；

与卤代烃替代品不同，烟烙尽完全无毒，不会产生任何腐蚀性分解产物。而且，由于烟烙尽喷放

时不会产生雾状物，因此安全撤离通道能够保持良好的能见度。

烟烙尽—更好地保护财产

烟烙尽喷出后立即充满整个房间，并悬浮在空气中，因此能够快速而有效地扑灭火灾。作为一种

惰性气体混合物，烟烙尽绝对不会留下任何可能对财务造成损害的残渣和腐蚀性副产物。在性能

测试中，烟烙尽可轻而易举地超越 NFPA Standard 2001 的一分钟喷射容限：根据记录，烟烙尽只

需 22 秒即可扑灭 A 类火灾，17 秒扑灭 B 类火灾。

可靠的烟烙尽经过实践证明，可以提供灭火行业世界领先产品所具备的最佳性能。

烟烙尽—更好地保护环境

破坏臭氧层的 Halon 1301 已于 1993 年禁止生产。烟烙尽作为 Halon 1301 的替代品则是一种环保

型产品。烟烙尽不是合成物，而是由我们所呼吸的大气中的氮气、氩气和二氧化碳制成的。烟烙

尽喷放后立即返回大气。而且由于烟烙尽不会产生任何臭氧消耗或全球变暖潜势，因此烟烙尽绝

不会被未来的立法所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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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烙尽如何工作

烟烙尽的主要成份是 52% 氮气，40% 氩气和 8% 二氧化碳。

空气的成份中，大约 21% 氧气和少于 1% 的二氧化碳。在一般燃烧环境中只要含氧量低于 15%，

大部分物料将不会燃烧；烟烙尽喷放后，可将保护区内的含氧量降低至 12.5%，而二氧化碳的含

量会提高至 2-4%；二氧化碳含量的提高会刺激人体呼吸中枢神经，增加血红蛋白的携氧量，从而

保证人体在低氧环境下仍可正常呼吸。

烟烙尽灭火特性

■ 控制 -在开始喷放的 60 秒内，保护区内的含氧量下降至不易燃烧阶段，火情受到控制。

■ 抑制 -在含氧量下降的过程中，火势迅速减弱。

■ 灭火-烟烙尽气体的密度与空气相差不大（与空气的密度比为 1.1:1），所以，当它与空气混合后，

可较长时间停留在保护区内，以确保灭火效果；而且由于烟烙尽在喷放时没有产生温差和雾化，

可以马上恢复生产，减少火灾带来的经济损失。

烟烙尽的优势

■ 不产生任何臭氧消耗、全球变暖潜势，在大气中的存在寿命为零，完全惰性

■ 不损害敏感电子设备和不可替代物品，全天然

■ 获得 UL/ULC、FM、USCG 和许多国家批准 / 认证，环保排放保证

■ 环境保证

烟烙尽灭火系统已被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批准为可以用于通常有人员存在区域的气体灭火系统。

4



ANSUL烟烙尽，让您高枕无忧

ANSUL是商用烟烙尽（INERGEN）洁净气体灭火系统的发明者

ANSUL 作为消防行业的领导者，自 1990 年首创惰性洁净气体灭火

系统 —— 烟烙尽以来，迄今为止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始终保持

着世界领先的地位。在中国已有许多企业使用烟烙尽，如上海地铁、

北京地铁、广州地铁、上海浦东机场、广州新白云机场、广州电信

枢纽楼、中芯国际电子等重大工程。

ANSUL烟烙尽洁净气体灭火系统的整体系统及部件均通过 UL&FM国际认证

ANS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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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C 认证，

同时还获得压力容器的检测证明。

ANSUL烟烙尽—安全

■ ANSUL 烟烙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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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NSUL 烟烙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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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森自控特制的集流管，保证管道强度和管道的连接强度，确保气体喷放的安全。

■ ANSUL 烟烙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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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NSUL 烟烙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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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SUL烟烙尽—可靠

■ ANSUL 烟烙尽系统中的瓶头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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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NSUL 烟烙尽钢瓶瓶组通过 UL 严格的为期长达一年的泄漏测试。

■ ANSUL烟烙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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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NSUL烟烙尽水力计算软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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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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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UL烟烙尽洁净气体灭火系统

ANSUL 150巴烟烙尽系统

自 1995 年 ANSUL 烟烙尽洁净气体灭火系统进入中国市场以来，

ANSUL 150 巴产品已在中国许多企业使用。十几年来，ANSUL 150

巴烟烙尽系统正全天候的在全国范围内为广大地铁、电厂、银行、

通信和数据中心等关键场所提供安全可靠的保护。

ANSUL 200巴烟烙尽系统

继 ANSUL 150 巴烟烙尽系统取得卓越成绩之后，泰科在中国市

场隆重推出拥有更优化成本效益的洁净气体灭火解决方案 ——

ANSUL 200 巴烟烙尽洁净气体灭火系统。

ANSUL 200巴烟烙尽系统具有以下优势：

■ 节省钢瓶存储区域的面积，减少存储空间 (直接减少物业成本，

尤其适合钢瓶存储空间紧张，地价昂贵的区域 )节省约 25% 的

空间 =节省占地面积 =节省成本

■ 烟烙尽气体的传输距离更远

■ 减少的集流管和其他释放管件，减少部件成本

■ 减少系统的安装时间，从而减少人工成本

■ 江森自控特制的 Schedule 80 和 Schedule 160 集流管，确保管道

和连接强度，确保喷放安全

* ANSUL 200巴烟烙尽洁净气体灭火系统正广泛应用于欧洲、北美、

中东、东南亚及中国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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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烙尽气体灭火系统设备分布图

探测器探测到被保护区的火情，

即向控制器发出报警信号。

控制器触发一系列联动：发出

声光报警、关闭通风口，并在

预定延迟时间后启动烟烙尽气体

钢瓶瓶头阀上的电磁启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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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头阀开启后，烟烙尽气体从

储存钢瓶喷出，进入集流管，

通过分配管道引入保护区。

烟烙尽气体从保护区内的喷头

喷出，迅速淹没整个保护区，

扑灭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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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烙尽应用领域

烟烙尽灭火系统应用十分广泛。全淹没方式能扑灭封闭空间内

的 A 类表面火，B 类易燃液体及 C 类电气火。

烟烙尽气体不导电，不留残渣，喷放时室温保持稳定且不分解

腐蚀性物质。所以烟烙尽是保护敏感电子器材和电气设备最为

理想的气体灭火系统。

受益于烟烙尽灭火系统的应用场所包括 :

工业

■ 电厂、电子设备生产厂房、自动化生产线

■ 精密电子设备库房、易燃液体储存库、程序控制室、实验室

■ 工艺处理设备、机器人系统、颜料处理、干燥炉

商业 /事业机构

■ 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收藏室 、档案室

■ 信息中心、数据处理中心、电脑机房、磁带库

■ 医院、学校、宾馆、酒店、购物广场

■ 银行和金融大厦

通信

■ 无线电台和电视台

■ 电话交换机 、通讯中心

■ 卫星通讯站、远程基站

交通

■ 铁路信息管理中心、航空控制中心

■ 地铁高低压配电室、铁路、地铁通讯设备间

■ 舰船动力室和控制通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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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UL烟烙尽气体灭火系统设计

在进行烟烙尽气体灭火系统设计之前设计者首先要掌握下列信息：

■ 保护区的大小

■ 保护区的具体位置

■ 保护区的最低和最高位置

■ 保护区的高度

■ 保护区的容积

■ 通风系统的详细情况

■ 保护区内固定物体的占有率

■ 储存瓶的位置

掌握了上述资料后，便可确定保护区的总体积，根据保护区的最低温度和最小设计浓度，可通过

查表得出淹没系数，将保护区的总体积乘以差得的淹没系数，即可得到灭火药剂的用量。

以 ANSUL 200巴系统为例：

■ 保护区的总体积为 1000m3

■ 保护区的最低温度为 0°C

■ 保护区的最小设计浓度为 34.2%

■ 查表得出淹没系数为 0.419

■ 灭火剂量 = 1000m3x0.419=419m3

■ 选用 82 升储存瓶容量为 16.3m3

如需得到详细的计算和配置，可参阅烟烙尽气体灭火系统设

计手册。进一步深化设计需要在电脑中进行水力计算（专业

软件）。

根据最大的保护区计算储存瓶数量，采用组合分配方式保护

多个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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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UL烟烙尽气体灭火系统部件

钢瓶

钢瓶是按照美国交通部（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of United States）的适用规范和美国管理

局的规范构造、测试和标记，满足DOT的要求。钢瓶瓶组通过 UL严格的为期长达一年的泄漏测试。

瓶头阀上充装口的气体出口有明显的区别设置在安装过程中不会造成混淆，而且通过充装口可以

很简单的核实钢瓶内气体的压力。

CV98瓶头阀及启动组件

CV98 瓶头阀通过 827 巴超高压测试，提供 10 年质保，无需维护。瓶头阀采用橡胶圈通过正压密

封的形式，密封效果好，瓶头阀可以反复启动而不需更换任何备件。瓶头阀可以采用电磁启动、

气动启动和手动启动三种方式。瓶头阀上装有压力指示仪和安全爆破片，保证储存瓶的绝对安全。

选择阀

使用同一烟烙尽气体灭火系统保护多个保护区时，可采用选择阀来实现引导烟烙尽药剂流向某个

保护区。此选择阀采用电磁启动和手动启动方式。选择阀通过 UL 严格的带压状态下的 500 次循

环开关测试。

集流管

江森自控运用认证的水力计算软件，精确计算气体流速和管道强度，并据此提供的集流管用于多

个存储瓶组和保护区，中大口径的集流管都采用高强度法兰连接，安装方便且确保连接强度；另

外技术支持工程师将特别为集流管安装提供现场指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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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和连接件

连接件通过螺纹或者法兰与管道连接在一起。

减压孔板

输送管道中需要使用减压器来限制烟烙尽灭火剂的流量，从而减小减压孔板下游的灭火剂压力。

减压孔板包含一个不锈钢孔板，根据水力计算结果在上面钻所需特定尺寸的孔。孔板提供容易看

见的喷孔标识。单个储存瓶减压装置为螺纹连接，安装在烟烙尽储存瓶和管道的连接处。多个储

存瓶减压装置为法兰连接，在无选择阀的系统中，安装在最后一支储存瓶之后的管道中，在有选

择阀的系统中，安装在选择阀之前的管道中。

释放软管及启动软管组件

释放软管直径为 10 毫米 , 释放软管将瓶头阀出口连接到集流管止回阀上，能根据储存瓶在安装高

度及位置上的细微变化而灵活调节。启动软管用于接在每支钢瓶的瓶头阀上。

喷嘴

喷嘴有 10 种尺寸。系统设计时规定了用于适当流速和分布形式的喷嘴和喷孔。选择哪种喷嘴取决

于要保护的危险区域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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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UL烟烙尽的批准和认可

ANS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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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C 认证，

同时还获得压力容器的检测证明。

烟烙尽系统国内部分业绩：

上海轨道交通

南京地铁

广州地铁

北京地铁

苏州地铁

大连地铁

青岛地铁

常州地铁

南宁地铁

上海外高桥发电厂

上海漕泾发电厂

上海宝山发电厂

上海吴泾发电厂

浙江北仑发电厂

浙江乐清发电厂

浙江嘉兴电厂

国华江苏太仓发电厂

江苏昆山电厂

蚌埠电厂

烟台八角电厂

哈密红星电厂

汕尾电厂

惠来电厂

台山电厂

钱营孜电厂

鄂温克电厂

三河电厂

内蒙古赤峰大板电厂

北京建行数据中心

北京银行数据中心

青岛大剧院

上海图书馆

广州国家档案馆

微软（中国）北京技术中心

港珠澳大桥

厦门五缘湾医院

白杨河电厂

呼伦贝尔电厂

三门核电站

方家山核电站

福清核电站

香港汇丰银行

渣打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深圳发展银行

天津农村银行

北京大兴机场

广州新白云机场

广州潮汕机场

深圳机场

西安机场

广州电信

佛山电信

广州移动

沈阳移动

四川中国移动

成都移动

中央电视台 CCTV

天津电视台

广州电视塔

西安三星

深圳招商银行金融创新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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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UL培训中心

ANSUL 产品的设计制造基地位于美国威斯康辛州马瑞耐特

（Marinette，Wisconsin）。

每年，超过 5000 的人员在 ANSUL 最先进的全球技术中心接受

技术产品和行业培训：

■ 美国罗得岛州克兰斯顿 (Cranston，Rhode Island)

■ 美国威斯康辛州马瑞耐特 (Marinette，Wisconsin) 

■ 中国上海 (Shanghai，China)

■ 印度孟买 (Bangalore，India)

■ 德国科隆 (Köln，Germany)

■ 荷兰恩斯赫德 (Enschede，Netherlands)

此外，闻名世界的ANSUL消防学校（位于威斯康辛州马瑞耐特）

每年还可为数百名学员提供一流的消防培训。自 1940 年成立

以来，接受培训的学员已超过 5 万 5 千人。

目前，上海也已成立 ANSUL 培训中心，为客户提供 ANSUL 产

品的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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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万松路88号
邮编：201304
电话：021-6023 0650
传真：021-6023 0650
Info.China@tycofp.com

北京

北京市东城区祈年大街

18号院2号楼
邮编：100062
电话：010-5928 1888
传真：010-5933 3102

武汉

武汉市武昌区积玉桥临江大道

万达中心8楼0804-0804室
邮编：430060
电话：027-8574 3500
传真：027-8572 5038

江森自控

在江森自控，我们致力于改善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和娱乐环境。从优化建筑的性能，到提升环境的安全性与舒适性，我们

积极推动和建筑相关的重要成果。我们在医疗、教育、数据中心和生产制造等多领域积极实践我们的承诺。江森自控在全球有

105000名员工，我们拥有130多年的创新经验，我们是成就客户使命的力量。我们领先的建筑科技产品组合与解决方案包括Tyco®，

YORK®，Metasys®，Ruskin®，Titus®，Frick®，Penn®，Sabroe®，Simplex®，Ansul®，和Grinnell®等品牌。

更多信息，请访问公司网站：http://www.johnsoncontrols.cn/或关注官方微信“江森自控”。

广州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

珠江东路32号利通广场12楼
邮编：510623
电话：020-3897 6222
传真：020-8363 58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