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气式烟雾探测
仓库

保护仓库中的物品不受烟雾、火灾
和水的侵害
低廉的安装费用和较低的业主成本
令人满意

保护：

夹层和常规库区
高大的货架
自动装卸区
进料台

保护仓库设施远离火灾威胁
所面临的挑战

你会和用户讨论什么问题？
你会和用户讨论什么问题

为什么仓库设施需要与众不同的烟雾探测
方法？

“一场大火毁坏了Charles Saatchi的100
多个著名的艺术藏品”......

仓库设施由于下列原因而使烟雾难以探测：

同时，这场仓库大火引发了广泛的新闻调查，结果人
们发现，每年在世界各地都会发生数百起仓库火灾，
导致了各种潜在的破坏性后果。

• 仓库有很多门，且常常处于敞开的状态。气流穿堂而
过，会进一步稀释烟雾。

仓库火灾的代价不仅仅是货物或建筑物的损毁，对当
地环境的破坏、业务中断的损失，以及新闻传播所带
来的巨大负面影响都会对业务造成严重的连带破坏作
用。
如果你告诉你的用户，他们的货物已经在大火中化为
乌有，或者你在数月内无法为他们继续提供服务，这
将意味着你的买卖走到尽头了。

• 仓库内有大量的空气，烟雾在这种巨大的空间中很容
易被稀释，从而难以探测。

• 仓库的天花板通常很高，烟雾会在天花板下方发生层
化现象，只有火灾发展到一定程度、具备了足够的热
能才会使烟雾继续向上运动到达天花板处的烟雾探测
器。
• 仓库中的货架会妨碍烟雾的运动。除非火灾发展到较
为猛烈的程度。传统探测器在数小时的时间内都无法
探测到尚处于阴燃状态的火灾，因为烟雾无法到达天
花板的位置。

没有易燃物品吗？让我们近距离地观察
一下。
即便仓库中没有存放易燃货物，依然存在很大的火灾
危险。塑料包装、纸板、木制板条箱和货架等各种包
装材料在仓库中随处可见。其它可能的火灾起源还包
括：
•

热塑封装设备

• 起重叉车

•

未经许可的吸烟行为

• 计算机

•

加热装置和发热表面

• 电气设备

•

将性质相反的材料放置在临近的位置

现在，你可以明白仓库为什么会容易发生火灾了。

弹簧管卡

英国一个塑料制品仓库发生火灾，导致价值一千四
百万美元的库存货物损失。火灾的起因是什么？一
个荧光灯装置发生故障，融化的丙烯酸物质滴落到
货物上，引起了火灾。1

“可我们有喷淋系统”

可以将VESDA的采样管
网安装在天花板或房顶位
置，也可以安装在货架之
间，以确保采样点能够接
近着火点，尽可能早地探
测到烟雾

设计喷淋系统是为了保护建筑物和生命安全，而不是
为了保护业务的。火灾必须达到相当规模才能启动喷
淋系统，而水造成的破坏与烟雾和火灾本身的危害是
不相上下的。仔细看看仓库，想想货物被浸泡的后果
和烟雾破坏的结果，你会得出什么结论？

可以将VESDA探测器安
装在地面位置，方便测
试和维护

1. Loss Prevention Bulletin Issue 132, Institution of Chemical Engineers.

仓库设施都使用了哪些消防系统？
消防系统
喷淋系统

说明
通常需要通过消防规范的批准。设计喷淋
系统是为了保护建筑物而非建筑物内存放
的物品。
线性感温
安装线性感温电缆通常是为了在出现高温
电缆
时用于启动喷淋系统。这些探测器无法在
火灾的初级阶段进行探测。
对射式烟雾 建筑物变形或库存货物会妨碍射线，引起
探测器
误报。对射式烟雾探测器不够灵敏，无法
在火灾的初级阶段进行探测。
点式探测器 传统的白色圆形点式探测器通常安装在天
花板上。房间内若存在大量的空气或强大
的气流，烟雾就无法到达探测器所在的位
置，探测器也就无法探测到烟雾的存在。
此外，对安装在天花板上的点式探测器逐
个进行测试和维护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火灾发展趋势图
火灾随时间发展的过程。VESDA探测器可以在初级阶段对仓库火灾进行可靠
的探测，从而避免破坏和损失的发生。可以对探测器进行设置，使之在火灾
的极早期阶段发出多级报警。

为什么VESDA吸气式烟雾探测系统
为什么VESDA
吸气式烟雾探测系统
与众不同？
VESDA烟雾探测器利用采样管网不断地从被保护区
采集空气样品，传送至探测器。

伸缩接头

如果将采样管安装在货
架中间，就可以确保对
这里发生的火灾做出极
早期的报警

VESDA探测器能够不断
地通过采样管上的采样
孔采集仓库内的空气样
品，并将采样空气传送
回探测器

可以将采样管按垂直方
向沿墙壁或货架安装。
如果烟雾在天花板下方
层化，就可以依靠这些
采样管进行探测

之后，激光探测器会以极高的灵敏度对空气中的烟
雾总量进行检测，并将所测得的烟雾浓度与用户设
定的4级报警阈值进行对比，这样，就可以针对所
有危险做出分级响应。
例如，如果达到第一级报警阈值，就可以进行排
查；相反，在达到第三级报警阈值时，系统就会自
动联络消防队。
VESDA系统在仓库设施中使用的优越性包括：
维护简便：
维护简便：可以将VESDA探测器安装在地面位置而
非天花板上；
覆盖面积：一台探测器最大可以保护2000平方米；
覆盖面积：

Multiple Level
Sampling Points

简单的连接：
简单的连接：VESDA系统可以方便地与现有的火灾
报警控制盘和各类响应系统相连接。

Xtralis公司遍布全球的
公司遍布全球的
办事机构可以为客户提
供快捷的服务
为什么要使用VESDA
为什么要使用
VESDA系统？
系统？
在为仓库设施挑选吸气式烟雾探测系统时，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愿望

理由

为您提供
VESDA为您提供

最佳的灵敏度

对火灾进行极早期报警

VESDA可以探测到0.005 % obs/m浓度的烟雾，
发出报警信号

极宽的灵敏度范围

可以对探测级别进行设定，以适合环境的实际
情况，避免误报

VESDA探测器的灵敏度范围为0.005 - 20% obs/m

冗余的、点对点的通讯网络

可以灵活地对探测器和显示模块进行布置和编
程

VESDAnet通讯网络可以使你灵活地完成安装工作

防止误报

为了在多尘并存在其它易引起误报的因素的环
境中保持可靠的性能

VESDA探测器装备了过滤系统，可以去除导致误
报的颗粒物

多级可编程报警阈值

这样，响应措施就可以从第一级报警时的“排
查”到第四级报警时的“开启喷淋系统”分别
进行设置，与火灾的发展阶段相对应

VESDA具备可编程4级报警，可以使用户针对危险
程度做出不同响应

事件记录及报告

可以提交给法庭的材料，包括查看故障、报
警、用户操作及烟雾趋势等

每台VESDA探测器都具备事件记录的功能，可以
存储最后的18000条事件

全面的系列产品

你可以根据所要保护的区域面积选择适合的产
品

VESDA拥有市场上最全面的系列产品

绝对校准

确保对缓慢发展的初级火灾进行可重复的和可
靠的探测

VESDA是唯一具备绝对校准的空气采样式烟雾探
测器

经过认证的全球代理销售及技术支持网络

你可以得到随需应变的技术支持

VESDA产品的所有代理商均获得了生产商的认证

VESDA保护的部分仓库设施
VESDA
保护的部分仓库设施
食品加工业

汽车制造业

家具制造业

Bega Foods食品公司，TESCO食品公司
Anheuser Busch公司

Toyota（丰田）汽车公司
GE Aircraft Engines（通用）飞机发动机制造公司
Lockheed公司，MAZDA（马自达）汽车公司
Michelin Tyres （米其林）轮胎公司

IKEA（宜家家居）公司
Rooms to Go家居公司

化工行业

仓储/档案管理业
仓储
档案管理业

零售业

Jotun Paint油漆制造公司
Shell Chemical（壳牌化学品）公司

Kent Removals & Storage储运公司
Iron Mountain公司
南昌印钞厂立体自动仓库

Boots Contract Manufacturing制靴厂
Amazon.com公司，Yates公司

运输业/物流业
运输业
物流业
Qantas公司
Kerry Logistics物流公司
北京首都机场国航货运仓库
深圳万佳物流配送中心仓库
济南汽车总站高位仓库

认证

CCCF

需要更多信息？
需要更多信息
与下列中最近的Xtralis公司办事机构联系，或访问www.xtralis.com/logistics网站，获取仓库及物流设施解决方
案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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