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火灭火的快捷途径

– 细水雾系统  –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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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量更少，灭火效果更佳

防火系统必须具备安全性和可靠性。然而，在许多情况下，

除了纯粹的防火功能之外，其他因素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节

省资源、可持续发展、个性化、灵活的设计、美观或环保。

对于其他防火系统达到极限而无能为力的场合，高压细水雾

系统可取而代之，成为完美的替代方案。

FOGTEC（德国雾特）细水雾系统利用雾化后的净水来灭火。

水在60至200 bar压力范围内被雾化，生成达到美国消防协

会颁布的《细水雾消防系统标准》（NFPA-750）一级标准的

微小雾滴，水雾表面积巨大，是传统水喷淋系统的100倍。一

种独特的灭火方式产生两种独特的效果：火灾周围整个区域

的密集降温效果；火源处的局部氧气置换效果。这两种效应

综合作用，能迅速消耗掉火灾释放的能量，比其他防火系统

要快得多。同时，保护人员和财产免受热辐射和水渍损害。

	X 降低灭火用水对环境的破坏，对
人员更安全（无需预警时间）

	X 用水量极小，显著降低了水渍损
害

	X 火灾现场损害更小，停工时间缩
短

	X 独特的构造具备特殊的灵活性，
能保护资源，高效利用材料

	X 借助小型系统配置（管道和水
箱），与建筑物融为一体

	X 降温效果出色，能更好地保护人
员和物料不被热辐射所伤

高压细水雾– 
无污染的替代方案

专家团队 - 服务于全球

20年来，FOGTEC（德国雾特）一直是高压细水雾技术领域的

领先企业。借助多年积累的行业经验，我们能以项目为核心

进行规划，并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我们在全球有超过45家

系统合作伙伴，有利于将各国特有的消防法规与最佳的各级

本地现场服务完美结合。我们的专家知识渊博，从规划阶段

一直到安装和维护，始终伴您左右。我们与国家和地方监管

机构和保险公司配合，为最终客户和系统合作伙伴提供24小

时呼叫和服务培训，这也是我们广泛产品组合中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

高压细水雾–无污染的替代方案

通过测试和认证

无论是认证程序、研究项目还是用户特定的测试系列，所有系统

和部件都要经过火灾测试。我们的系统由检验机构（如VdS、FM或

TÜV）进行测试，并且制造过程通过了ISO 9001-2000认证。

FOGTEC（德国雾特）是国际细水雾消防协会（IWMA）的创始成员，

也是诸多国际技术委员会的常任委员。

连续火灾测试 

与气体灭火或水喷淋灭火系统不同，细水雾系统不能根据房

间容积或区域覆盖面积进行设计。因此，所有国际指令、指

导方针和认证机构都要求通过火灾测试来证明细水雾系统的

灭火效率。

FOGTEC（德国雾特）根据各项国际规范和标准开展火灾测

试，或者根据个别项目的特殊要求来执行这些测试；测试中

通常会有独立第三方在场，比如认证机构。

高压细水雾的优点高压细水雾的优点

降温效果 氧气置换效果

20 Vol %

19 Vol %

18 Vol %

17 Vol %

16 Vol %



54 FOGTEC（德国雾特）系统 - 灵活运用标准化部件

采用不同驱动装置的液压单元

FOGTEC（德国雾特）系统的工作压力

范围为60-200 bar。高压用于雾化水

并使细水雾高速喷出。压力通过泵组

单元产生，流速可控制在25-1000升/分

钟。

泵组为模块化单元，无需投入大量的

资金或精力，就能轻松扩展系统。泵

组单元可通过电动机或柴油发动机驱

动。

FOGTEC（德国雾特）
系统 - 灵活运用标
准化部件

喷头

特殊的细水雾喷头是所有FOGTEC（德

国雾特）系统的核心。水以雾滴形式

从喷头喷出，允许根据具体应用要求

调节喷雾模式（喷雾角度）、流速和

雾滴分布。根据系统情况，可以使用

与水喷淋灭火系统类似的开式喷头或

玻璃泡喷头。

如果防火系统是通过火灾报警系统激

活的，则采用开式喷头，管网中无

水。在湿式系统中，管网中有水，将

采用玻璃泡喷头。预作用系统也可以

与火灾报警系统组合使用。有一系列

不同的喷头类型可选用，例如隐蔽式

喷头。

简洁紧凑的瓶组系统

在较小规模的应用中，瓶组系统是泵组系统的经济替代方

案。瓶组系统由独立的水瓶和氮气瓶构成，通过歧管互连。

触发后，所有水瓶会通过200 bar的氮气加压。

瓶组系统可以手动激活，也可以通过火灾报警系统发出的电

气信号激活。

管网和区域控制

整个管网中的管道全部为不锈钢管，耐腐蚀性更强。管径范

围在10-40 mm，相与常规系统中使用的黑色钢管相比，能节

省更多的空间，也更容易集成。

发生火灾时，只有独立火灾报警系统探测到火灾的区域中的

开式高压细水雾系统会激活。系统通过区域阀控制，区域阀

配备有相应的测试单元。另一种激活开式系统的办法是，触

发受火灾影响的区域内每个单独喷头的玻璃泡，使玻璃泡破

碎。

通过PLC控制

防火系统通过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进行操作，可以对其编程，适合安装在室

内。PLC通过一个触摸屏进行操作，方便系统运行和维护；屏幕上的语言可根据自

己的需要进行选择，也可连接其他系统（例如：火灾报警系统）。系统状态利用自

动生成的协议实时监控。

另外，还会报告错误消息、故障或维护间隔。维护本身也可以通过系统远程执行。

FOGGUN壁挂式消防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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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

营业中断可能会给酒店造成毁灭性的

打击。高压细水雾防火系统的用水量

极低，能把水渍损害降到最低水平，

从而大大缩短了无法正常营业的时

间。另外，此系统还有以下优点：

• 管径和水箱小，改造工作简单

• 用水量极少

• 灭火系统只是短时间中断运营

• 造型美观，能与建筑周围环境融

为一体

• 降温效果强大，让逃生人员能更

安全地疏散

医院

疏散医院的病患是一个非常复杂

而 又 耗 时 的 过 程 。 如 果 发 生 火

灾，FOGTEC（德国雾特）系统大范围

的降温效果能为病患撤离赢取更多的

时间，让医护人员和病患能安全地疏

散。与其他系统相比，优点还有：

• 用水量极少，有利于保护敏感、

昂贵的医疗设备

• 也适合用于保护实验室和洁净室

的设备

• 灭火系统只是短时间中断运营

• 易于改造，不影响正常运营

档案馆 - 博物馆 - 图书馆

档案馆、博物馆或图书馆等机构通常

存放着独一无二的无价物品和文件。

火灾本身会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但同

时还会产生水渍损害。为此高压细水

雾系统成为一种安全的替代方案：

• 强大的集中降温效果，灭火用水

量低，对展品、藏书和文件起到

保护作用

• 泵组单元和管道占用空间小，改

造工作简单

• 有可能取得更好的保险条件

• 分散安装到天花板内，与天花板

融为一体

在工业厂房、公共建筑、住宅楼等设施的防火工作
中，一般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人员安全、想办法解
决复杂、有局限性的施工措施，或保护物业本身。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建筑物会采用高压细水雾防
火系统。

建筑物防火

历史建筑物中的改造工作

历史建筑物的价值几乎无法估量。但

是，一般来说，它们的建筑结构设计

中并没有考虑到防火系统。所以在安

装管网和必要的水箱时，因空间有

限，往往不可能安装传统的水喷淋灭

火系统。

然而，高压细水雾系统却可以轻松集

成到这些建筑物中，而且其强大的降

温效果和极小的用水量也有利于保护

建筑结构。

办公大楼

缺乏适当的结构性防火系统是办公楼

中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在许多情况

下，玻璃幕墙或敞露的钢梁都不具备

必需的耐火性。高压细水雾的降温和

热辐射屏蔽效果极果，还能针对特定

楼内区域进行定向降温。其他优点包

括：

• 能解决所有办公楼区域中缺乏结

构性防火系统的问题

• 允许自由建筑设计

• 外形美观，能与新建或现有办公

楼融为一体

海南三亚希尔顿酒店 天津 INDIGO 酒店 上海浦东新区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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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和服务器机房

在这些区域中，若是没有安装制冷系

统或制冷系统不合格，则散热不充分

会增加火灾风险。烟雾产生的间接损

害通常比火灾本身造成的损害要严重

得多。尤其是燃烧的塑料电缆绝缘层

会释放出腐蚀性废气和烟尘颗粒，在

沉降作用下会下落到驱动器和数据介

质上，很可能给驱动器和数据介质造

成破坏。

细水雾能够吸附烟灰颗粒，清洗部分

水溶性气体。这样一来，就极大地限

制了火灾造成的损害。

设备间和变压器

设备间和变压器的电压很高，这也意

味着有短路的风险。变压器和设备间

通常位于封闭的房间，因此会导致火

势迅速蔓延，产生巨大能量。在很多

情况下，当发现火灾时往往已经太

晚，不可能阻止进一步的损害，更不

必说彻底避免损失了。

FOGTEC（德国雾特）系统可以直接集

成在电子设备区，因此能够在最初阶

段就高效地扑灭火灾。用水量少，能

显著降低这些类型设备中的危险。

电缆隧道和管道

电缆隧道和管道内敷设着所有电源线

及大量数据通信电缆，但到目前为

止，因缺乏合适的消防系统，其中大

多数电缆隧道和管道鲜少受到恰当的

消防保护。原因无外是担心消防系统

灭火时会产生的水渍损害。FOGTEC（

德国雾特）系统能避免这些特定的风

险。电缆着火时会达到极高的温度，

因此强大的降温效果能极大降低损害。

要想保护电缆管道或隧道两侧的电缆

架，通常在天花板正中位置安装一排

喷头即可满足防火要求。因此，不管

是全新安装还是作为改造工作的一部

分来安装FOGTEC（德国雾特）系统，

都简单易行。

IT设备、EDP设备和电源基础设施是每一项业务乃
至整个公司的神经中枢。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它们
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再加上联网程度越来越高，服
务中断很可能会产生不可预见的后果。

这些设备可能会发生短路或系统过载，这是隐蔽的
特殊火灾风险。一旦发生火灾，很可能会因火灾或
水渍损害，而面临数据丢失、系统中断和电源故障
的风险。

IT和电源基础设施

所有优点概述所有优点概述

	X 100%环保，对人完全无害 

	X 立即激活，无需预警或延迟 

	X 不需要封闭房间  

	X 面积不限   

	X 可保护房间，也可保护夹层

地板

	X 吸附烟灰颗粒，清洗烟气 

	X 水渍损害最小  

	X 不用依赖于灭火剂制造商 

	X 灭火介质不会产生腐蚀性副

产物

山东广电中心综合业务楼 万国数据上海数据中心 上海崇明长江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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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测试单元

在发动机测试单元，试样中的温度会

变得非常高，常常会引发火灾。因

此，采用主动消防灭火设备至关重

要。FOGTEC（德国雾特）系统特别针

对这一领域，提供了能替代气体灭火

设备的环保方案。雾特的系统能有

效、高效地扑灭火灾，不会对现场任

何人员构成危险。

无需封闭房间，也无需预警或疏散。

只有极小的火灾损害，停工时间保持

在最低水平。

数控机床和液压机

数控机床或液压机故障将导致生产链

中断，造成生产延误，在最糟糕的情

况下，会导致长时间停工

运营者通常会选择高压细水雾，主要

原因是它能使机床保持高可用性，而

且灭火用水量极小，缩短了因系统中

断产生的停工时间。

喷漆车间/涂装线

油漆着火时，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能达

到非常高的温度。所以必须尽快控制

并扑灭发生的喷溅和溢漏火灾，从而

把任何间接损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细水雾降温效果快是一大优点。

立即扑救能迅速阻止火灾蔓延，减少

业务中断。

工业火灾危险所波及的范围相当大。通常工业中所
用的燃料和润滑剂会有致使火灾迅速蔓延的潜在危
险。每一台设备、每一条生产线，甚至整个工厂中
都存在火灾危险。

因此，采用局部保护和全淹没保护将非常有用。

广泛用于各行各业

储存和生产易燃液体

易燃液体溢漏火灾往往蔓延速度极

快，会释放出有毒的烟气，会危及人

员安全、造成生产停工和污染环境，

破坏风险无法估量。因此，要求这类

产品的运营者依法落实防火措施，避

免发生火灾，符合仓库或存储设施中

与易燃液体相关的技术法规要求，始

终蓄有消防水。在这类场合中，一般

会采用气体或泡沫灭火系统。

但细水雾也能达到同样的灭火效果，

而且对人员和环境完全无害。

涡轮机和发电机

涡轮机和发电机火灾通常很难探测

到，或者可能完全发现不了。尤其是

缺乏自由空间时，往往在安装常规

消防系统时有问题。FOGTEC（德国雾

特）系统的喷头和管道直径都较小，

无需封闭房间，也无需减压风门，是

这类场合的完美解决方案。

发电厂

发电厂正常运营对于公众和发电厂运

营商来说都十分重要。停机时间导致

公共钱包的重大经济成本。危险区域

可以使用火灾风险评估来确定。在此

评估的基础上，可以利用专门针对这

类危险区域配置的固定式细水雾系统

来防火。利用细水雾的移动式灭火系

统和壁挂式消防栓也可用作 主要灭火

工具。

通过这种方式，将防火系统融入到现

有的防火规范和理念之中。

长春一汽

上海汽车

沃尔沃张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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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的理念 - 
地铁系统总体消防理念

列车和车站通常聚集有大量乘客，再

加上地下交通系统中可选择的逃生通

道有限，因此对防火理念构成了非常

特别的挑战。目前，运营商只能通过

大量投资来解决这些挑战。FOGTEC（

德国雾特）提出了“明智的理念”，

它把机车车辆和车站的防火措施巧妙

地整合在一起，帮助铁路运营商提高

了运输基础设施的可用性，同时大大

降低了投资和运营成本。

雾特防火系统把站台、自动扶梯、设

备间、购物区、电缆隧道和列车全部

被纳入到保护范围内。

铁路系统

全 球 各 地 用 于 保 护 机 车 车 辆 的

FOGTEC（德国雾特）系统超过10,000

套。FOGTEC（德国雾特）火灾报警系统

和防火系统常常会联合使用。事实证

明，尤其是乘客区，细水雾是最合适的

防火方法。另外它也适用于机车和机房

防火。 细水雾系统符合越来越严格的

机车车辆安全要求，能更透明地了解乘

客区的情况，不必使用防火隔断。

船舶和海上石油平台

FOGTEC（德国雾特）系统能保护船舶

和海上石油平台的机舱和燃气轮机以

及起居区。船舶和海洋工业不可避免

地有着严格的安全要求，出于稳定性

原因，必须尽可能减少用水量，因此

高压细水雾成为控制海洋环境火灾风

险的理想系统，

洁净室和实验室

洁净室和实验室有严格的卫生要求。

细水雾系统适用于所有实验室类型。

系统灭火的用水量极低，能保护仪器

和技术设备，对可能在现场的人员

无害。喷头和管网全部采用高品质不

锈钢材料，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系统腐

蚀，避免不希望的颗粒物出现并沉积。

移动式防火

消防队和工业运营商会采用FOGTEC（

德国雾特）移动式消防系统。这种系

统极为紧凑，能集成到小型消防车

上，例如越野车或轻型货车，也适合

在危险区域远程控制使用。

对于离消防队距离比较远的企业或

公司，或者逃生通道较长的大型公

司，FOGTEC（德国雾特）移动式消防

系统可作为快速响应系统，其应用价

值相当显著.

隧道系统

大量的研究表明，只有在火灾刚刚有

苗头的时候就尽快得到控制，才能有

效防止隧道中发生大火，避免火势蔓

延。仅仅依赖结构性防火或排烟系统

的常规防火办法，不能保证达到这一

防火水平。

细水雾系统能显著提高隧道的安全性

和可用性。FOGTEC（德国雾特）开发

的细水雾系统为扑灭世界各地隧道火

灾立下了汗马功劳。

工业油炸场所和厨房深度油炸
场所

油脂引燃的火灾很难用大量水来扑

灭，事实上这种灭火方式很可能会导

致情况恶化，引发爆燃和爆炸。

FOGTEC（德国雾特）细水雾系统只单

单利用净水就能扑灭这些类型的火

灾，灭火效果格外好。系统喷出的微

小雾滴会覆盖在油脂表面上，雾滴会

立即蒸发，从而使火焰窒息。系统喷

头上采用了特殊的特氟龙帽，因此不

会发生喷嘴堵塞问题。

金属表面通过细水雾降温后，减少了

复燃的可能性。使用化学剂灭火的系

统在灭火后，需要进行极为耗时的清

洁工作，会导致关联运营中断。

FOGTEC（德国雾特）中国工程
项目实例

天津博物馆

上海徐汇法院

北京武警档案馆

上海检察院档案馆

北京中南海图资楼

天津INDIGO酒店

上海浦东新区档案馆

海南三亚希尔顿大酒店

沃尔沃张家口动力总成

沃尔沃大庆汽车涂装线

天津诺和诺德制药厂机房

上海崇明长江隧道电缆隧道

上汽研发中心风动及整车测试

万国数据上海外高桥数据中心

山东广播电视中心综合业务楼

无锡联新科创投资集成电路厂房

长春一汽研发中心动力总成大楼

FOGTEC（德国雾特）移动系统
中国项目

海南某岛礁

河北唐山电厂

天津海河隧道

北京中央档案馆

北京烟草物流中心

天津于家堡交通枢纽

北京中国人寿数据中心 

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公司

四川中石化西南油气田公司

北京地铁7号、8号、10号线

黑龙江鸡西滨港特种车有限公司

中国神华68万吨新疆煤化工项目

连云港中钞特种防伪科技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消防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细水雾系统是专门针对实际需求情况设计开发的。
这种系统简洁紧凑，具有独特的细水雾特性和可持
续性，几乎可以替代所有应用中的防火方案。

几乎没有应用限制



14 15案例

埃及博物馆
意大利都灵

慕尼黑电视塔
德国

安特卫普美术馆
比利时

麦加钟塔
沙特阿拉伯

巴登州立医院
奥地利

林特河-利默恩发电厂
瑞士

议会图书馆
阿曼马斯喀特

英帕拉铂金采矿公司
南非勒斯滕堡

博世-库里提巴
巴西

天津桥园桥文化博物馆
中国

凤凰剧院
意大利威尼斯

技术图书馆
捷克共和国布拉格

西贝莱斯广场
西班牙马德里

北京档案馆新馆
中国

易北爱乐厅
德国汉堡

麦加地铁
沙特阿拉伯

电缆隧道项目
新加坡

鲁斯坦帕夏清真寺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奥胡斯医院
丹麦

索契火车站
俄罗斯

巴拉姆大学
黎巴嫩埃尔巴拉曼德尔

苏格兰银行
英国爱丁堡

拜耳易燃液体仓库
德国

宝马
德国慕尼黑

英国石油公司
德国波鸿

法国国家档案馆
法国巴黎

海德堡印刷机公司
德国

科隆火车总站
德国

三星生产线
韩国

假日酒店 
奥地利维也纳

蒂森克虏伯喷涂工厂 
德国

布达佩斯地铁1 & 4号线 
匈牙利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 
德国柏林

塔塔浦那油漆厂
印度

英迪拉·甘地纪念博物馆
印度新德里
 
India

科隆
总部

巴黎 维也纳

孟买

上海



FOGTEC（德国雾特）系统的优点FOGTEC（德国雾特）系统的优点

	环保

	对人安全

	降温效果快

	减少热辐射

	用水量低

	水渍损害最小

	无需预警时间

	安装简单，节省空间

	系统部件要求的安装空  

  间最小

	通过玻璃泡或火灾报警   

  系统激活

	可替代气体和水喷淋灭 

  火系统

联系方式

科隆 . 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