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防灭火产品
仓储喷淋保护解决方案



江森自控

全球多元化技术和工业领域的领导者，致力于为 150 多个国家的广大客户提供服务，在楼宇产品和技术、综合解决方案和基于信息的

零售解决方案领域为全球领军企业。

消防灭火产品 (Fire Suppression Products) 是汇聚了众多全球知名消防产品品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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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 ANSUL®，HYGOOD，TYCO® 和 HAIDUN 品牌经过不断的发展，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树立起了良好的信誉，获

得了广大用户的好评，在同行业中始终保持着领先及高端的地位。我们将持续创新和革新技术，成为您消防事业的合作伙伴。

仓库消防保护面临的挑战

据统计，仅 2013 年，中国发生火灾 15 万多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 22 亿元，1000 多人丧生火海。储存了大量物资的仓库，毫无疑

问应当是消防保护的重中之重，如果缺乏有效的保护，一旦发生火灾，必将造成巨额经济损失，甚至造成人员伤亡。例如，2013 年 7

月 2 日，长沙火车南站附近一仓库突发大火，持续近 6 小时，9000 多平米的仓库被烧毁，直接经济损失数亿元。 

同时，仓库消防保护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品类繁多的货物，具有不同的可燃性危险程度。常温、低温、冷库，不同的仓库对消防保

护也提出了截然不同的需求。如何有效地进行仓库消防保护，是业主、工程商面临的首要问题。只有选择最可靠的产品，选择能够提

供一流技术支持和服务的消防产品供应商，才能完美解决仓库消防保护所面临的挑战。

■ 仓库高度:30.8米,货架高度:28米,中间层专用■ 仓库高度:30.8米,货架高度:28米

TY-B TY-B G4/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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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FR-363 下垂型
■ 仓库高度：13.5米,货架高度：12米

袋装发泡塑料
 
仓库最高9.0m
货物最高7.5m
喷头压力7.0bar

箱装发泡塑料 

仓库最高9.0m
货物最高7.5m
喷头压力3.5bar

袋装不发泡塑料

仓库最高9.0m
货物最高7.5m
喷头压力5.0bar

I、II级、沥青制品、箱装不发泡塑料

仓库最高12.0m
货物最高10.5m
喷头压力5.0bar

K 系数 K=14.0 (202) 方向 下垂型

螺纹口径 DN20 BSPT 动作温度 74℃ ,100℃

典型布置间距 3.0 X 3.0 （m）；

最大 / 最小间距 3.7 m/2.4 m

最大保护面积 9.0 m2

最高无货架喷头设计 12.0 m 仓库高度，10.5 m 货物堆高，5bar@12 个喷头

认证 UL, C-UL, FM, NYC,CH, HK, LPC, VdS, CCC

喷头外观 天然黄铜

K 系数 K=16.8 (242) 方向 直立型

螺纹口径 DN20 BSPT 动作温度 74℃

典型布置间距 3.0 X 3.0 （m）；

最大 / 最小间距 3.7 m/2.4 m

最大保护面积 9.0 m2

最高无货架喷头设计（NFPA13） 10.5m 仓库高度，9.0 m 货物堆高，3.5bar @12 个喷头

认证 FM, CCC

喷头外观 天然黄铜

箱装发泡塑料 

仓库最高9.0m
货物最高7.5m
喷头压力2.5bar

I、II级、沥青制品、箱装不发泡塑料

仓库最高10.5m
货物最高9.0m
喷头压力3.5bar

ESFR-242 直立型

■ 早期抑制快速响应

■ 易熔合金直立型

■ 可保护大多数覆膜封装或无覆膜封装普通材料，包括纸箱包装的非发泡塑料

■ 主要用于仅在天花板安装喷头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仓库高度 10.5 米以下，储存高度 9.0 米以下，无需货架内喷头

ESFR-202 下垂型

■ 早期抑制快速响应（ESFR）

■ 易熔合金下垂型

■ 设计用于货架仓库等多种仓库类型

■ 可保护大多数覆膜封装或无覆膜封装普通材料，包括纸箱包装的非发泡塑料

■ 仓库高度 12.0 米以下，储存高度 10.5 米以下，无需货架内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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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装发泡塑料
 
仓库最高9.0m
货物最高7.5m
喷头压力7.0bar

箱装发泡塑料 

仓库最高9.0m
货物最高7.5m
喷头压力3.5bar

袋装不发泡塑料

仓库最高9.0m
货物最高7.5m
喷头压力5.0bar

I、II级、沥青制品、箱装不发泡塑料

仓库最高12.0m
货物最高10.5m
喷头压力5.0bar

K 系数 K=14.0 (202) 方向 下垂型

螺纹口径 DN20 BSPT 动作温度 74℃ ,100℃

典型布置间距 3.0 X 3.0 （m）；

最大 / 最小间距 3.7 m/2.4 m

最大保护面积 9.0 m2

最高无货架喷头设计 12.0 m 仓库高度，10.5 m 货物堆高，5bar@12 个喷头

认证 UL, C-UL, FM, NYC,CH, HK, LPC, VdS, CCC

喷头外观 天然黄铜

K 系数 K=16.8 (242) 方向 直立型

螺纹口径 DN20 BSPT 动作温度 74℃

典型布置间距 3.0 X 3.0 （m）；

最大 / 最小间距 3.7 m/2.4 m

最大保护面积 9.0 m2

最高无货架喷头设计（NFPA13） 10.5m 仓库高度，9.0 m 货物堆高，3.5bar @12 个喷头

认证 FM, CCC

喷头外观 天然黄铜

箱装发泡塑料 

仓库最高9.0m
货物最高7.5m
喷头压力2.5bar

I、II级、沥青制品、箱装不发泡塑料

仓库最高10.5m
货物最高9.0m
喷头压力3.5bar

ESFR-242 直立型

■ 早期抑制快速响应

■ 易熔合金直立型

■ 可保护大多数覆膜封装或无覆膜封装普通材料，包括纸箱包装的非发泡塑料

■ 主要用于仅在天花板安装喷头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仓库高度 10.5 米以下，储存高度 9.0 米以下，无需货架内喷头

ESFR-202 下垂型

■ 早期抑制快速响应（ESFR）

■ 易熔合金下垂型

■ 设计用于货架仓库等多种仓库类型

■ 可保护大多数覆膜封装或无覆膜封装普通材料，包括纸箱包装的非发泡塑料

■ 仓库高度 12.0 米以下，储存高度 10.5 米以下，无需货架内喷头。

袋装发泡塑料 

仓库最高9.0m
货物最高7.5m
喷头压力5.0bar

箱装发泡塑料 

仓库最高9.0m
货物最高7.5m
喷头压力2.5bar

袋装不发泡塑料

仓库最高9.0m
货物最高7.5m
喷头压力3.5bar

I、II级、沥青制品、箱装不发泡塑料

仓库最高12.0m
货物最高10.5m
喷头压力3.5bar

K 系数 K=16.8 (242)

螺纹口径 DN20 BSPT 动作温度

方向                             下垂型

74℃ ,100℃

典型布置间距 3.0 X 3.0 （m）；

最大 / 最小间距 3.7 m/2.4 m

最大保护面积 9.0 m 2

最高无货架喷头设计 12.0 m 仓库高度，10.5 m 货物堆高，3.5bar@12 个喷头

认证 FM, NYC, LPC,VdS, CCC

喷头外观 天然黄铜

ESFR-242 下垂型

■ 早期抑制快速响应

■ 易熔合金下垂型

■ 可保护大多数覆膜封装或无覆膜封装普通材料，包括纸箱包装的非发泡塑料

■ 主要用于仅在天花板安装喷头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仓库高度 12.0 米以下，储存高度 10.5 米以下，无需货架内喷头

TY-B 

下垂式和直立式，中间层

■ 5mm玻璃泡

■ 配有挡水板的中间层（货架内）喷头。

■ 工厂装配完整，带有挡水板。

■ 用于无需喷头保护架的场所。

K 系数 K=5.6 (80.6) · K=8.0 (115.2) 

螺纹口径 DN15 BSPT，DN20 BSPT

喷头外观 天然黄铜、镀铅、涂防腐蜡、
镀铅后涂防腐蜡

SIN TY3153、TY3251、
TY4153、TY4251

技术数据 TFP351

TY-FRB 

下垂式和直立式，中间层

■ 3mm玻璃泡

■ 配有挡水板的中间层（货架内）喷头。

■ 工厂装配完整，带有挡水板。

■ 用于无需喷头保护架的场所。

K 系数 K=5.6 (80.6) · K=8.0 (115.2) 

螺纹口径 DN15 BSPT，DN20 BSPT

喷头外观 天然黄铜、镀铅

SIN TY3133、TY3231、
TY4133、TY4231

技术数据 TFP356

TY-L 

下垂式和直立式，中间层

■ 易熔合金型

■ 配有挡水板的中间层（货架内）喷头。

■ 工厂装配完整，带有挡水板。

■ 用于无需喷头保护架的场所。

K 系数 K=5.6 (80.6) · K=8.0 (115.2) 

螺纹口径 1/2" NPT · 3/4" NPT

喷头外观 天然黄铜

SIN TY3113、TY3211、
TY4113、TY4211

技术数据 TFP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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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装发泡塑料 

仓库最高12.0m
货物最高10.5m
喷头压力5.0bar

箱装发泡塑料 

仓库最高12.0m
货物最高10.5m
喷头压力4.0bar

袋装不发泡塑料

仓库最高12.0m
货物最高10.5m
喷头压力4.0bar

I、II级、沥青制品、箱装不发泡塑料

仓库最高13.5m
货物最高12.0m
喷头压力3.5bar

K 系数 K=16.8 (363)

螺纹口径 DN25 BSPT 动作温度

方向                             下垂型

74℃ ,100℃

典型布置间距 3.0 X 3.0 （m）；

最大 / 最小间距 3.7 m/2.4 m

最大保护面积 9.0 m 2

最高无货架喷头设计 13.5 m 仓库高度，12.0 m 货物堆高，3.5bar@12 个喷头

认证 FM, CCC

喷头外观 天然黄铜

ESFR-363 下垂型

■ 早期抑制快速响应

■ 易熔合金下垂型

■ 可保护大多数覆膜封装或无覆膜封装普通材料，包括纸箱包装的非发泡塑料

■ 主要用于仅在天花板安装喷头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 仓库高度 13.5 米以下，储存高度 12.0米以下，无需货架内喷头

TY-B 

下垂式和直立式，中间层

■ 5mm玻璃泡

■ 配有挡水板的中间层（货架内）喷头。

■ 工厂装配完整，带有挡水板。

■ 用于无需喷头保护架的场所。

K 系数 K=5.6 (80.6) · K=8.0 (115.2) 

螺纹口径 DN15 BSPT，DN20 BSPT

喷头外观 镀铬

SIN TY3153、TY3251、
TY4153、TY4251

技术数据 TFP351

TY-FRB 

下垂式和直立式，中间层

■ 3mm玻璃泡

■ 配有挡水板的中间层（货架内）喷头。

■ 工厂装配完整，带有挡水板。

■ 用于无需喷头保护架的场所。

K 系数 K=5.6 (80.6) · K=8.0 (115.2) 

螺纹口径 DN15 BSPT，DN20 BSPT

喷头外观 镀铬

SIN TY3133、TY3231、
TY4133、TY4231

技术数据 TFP356

TY-L 

下垂式和直立式，中间层

■ 易熔合金型

■ 配有挡水板的中间层（货架内）喷头。

■ 工厂装配完整，带有挡水板。

■ 用于无需喷头保护架的场所。

K 系数 K=5.6 (80.6) · K=8.0 (115.2) 

螺纹口径 DN15 BSPT, DN20 BSPT

喷头外观 天然黄铜

SIN TY3113、TY3211、
TY4113、TY4211

技术数据 TFP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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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1 湿式报警阀

■ 4”、6”和 8”（DN100、DN150 和 DN200）报警阀可垂直或水平安装

■ 系统内出现相当于一个或多个喷头动作的稳定水流之后，可自动启动电动和 / 或水力报警装置

■ 全球最常用的报警阀

■ UL、FM、CCC认证

DV-5A 预作用阀

预作用系统 (不得配合ESFR喷头应用)

用于保护对渍水损失非常敏感的场所，例如数据机房、博物馆、会议大厅。在接到电子报警

信号但不确定是否真实发生火灾时，预作用系统会优先动作并发出警报，在喷头动作前可采

取其他措施将初期火灾扑灭或等待喷头受热动作直接喷水灭火，系统可用于冷冻区域等需要

最大限度避免喷水的场所。

■ 规格：3"、4"、6"、8"( DN80、DN100、DN150、DN200）

■ UL、FM、CCCf认证

G1 和 G4 型喷头保护架

G1/S1 和 G4/S3 型配有挡水板的喷头保护架

■ 设计用于 TY-B、TY-FRB、TY-L 和 TY-FRL 系列喷         

   头，当这些喷头安装于易受碰撞的区域时，用来防止于 

   机械或物理损坏。

■ 坚固的保护架设计用于将喷头受损的可能性降至最小。

■ 挡水板用于货架内或格栅状夹层下方或其他需要保护喷 

   头不受上方喷头洒水影响的区域。

■ 可与 1/2" or 3/4" NPT 喷头配合使用。

外观 红色涂漆、镀铬

技术数据   TFP780

G1 S1

G4

G4/S3（配有挡水板）

G2 型喷头保护架、WS-2 型挡水板和

WSG-2 型配有挡水板的喷头保护架

 

 

 

外观 红色涂漆、镀铬

技术数据   TFP782

WSG-2（配有挡水板） WS-2 挡水板

G2

G4

设计用于  ELO-231、ELO-231B 或 ELO-231FRB 系列喷头，

当这些喷头安装于易受碰撞的区域时，用来防止于机械

或物理损坏。

坚固的保护架设计用于将喷头受损的可能性降至最小。

挡水板用于货架内或格栅状夹层下方或其他需要保护喷

头不受上方喷头洒水影响的区域。

可与 1/2" or 3/4" NPT 喷头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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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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森自控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公司承诺在 2040 年前实现净零

碳排放。作为智慧、健康和可持续建筑的全球领导者，我们凭借超过 135 年的创新经验，运用全面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OpenBlue

及建筑科技领域完整的产品和解决方案组合，为医疗、教育、数据中心、机场、体育场和生产制造等众多领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蓝图。

江森自控在全球 150 多个国家拥有 100,000 名专业员工，旗下拥有多个业内值得信赖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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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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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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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