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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n 通过 UL/ULC 认证

n 获得 FM 批准

n 全淹没式灭火，对扑灭 A、B 和 C 类火灾非常有效

n 适合于保护高价值资产的清洁剂

n 长期而持久地取代 Halon、HFC 和 PFC 

应用场所 

ANSUL SAPPHIRE™ 清洁剂灭火系统采用 3M™ Novec™ 1230 消防液
作为灭火剂。Novec 1230 消防液可以有效地用于如下领域的全淹没式灭
火应用场所：

n 数据处理中心

n 磁带存储库

n 资料密室

n 所有正常占用或未占用的电子区域，这些区域往往存放非常敏感或不可
替代的设备

n 电信设施，包括蜂窝站点和交换中心

n 军事系统，包括战斗用车辆和船舶轮机舱

n 运输设备，包括商船和公共交通车辆

n  娱乐设施，包括游艇和赛车

环境影响

SAPPHIRE 清洁剂灭火系统采用 3M Novec 1230 消防液。这种消防液
的臭氧消耗潜势为 0.0，在大气中的存在寿命只有五天，全球变暖潜势为 
1.0。Novec 1230 消防液在美国 EPA（执行 TSCA 法）和欧洲 ELINCS 
登记注册。它符合 SNAP（重要新替代品政策）的注册要求，并获得批
准，可作为 Halon 1301 的替代品，在占用空间的全淹没式灭火应用场所
使用。 

说明

SAPPHIRE 灭火系统是一个采用固定喷嘴的自动灭火系统，它使用针对 
A、B 和 C 类火灾的 3M Novec 1230 消防液。 

此系统根据美国全国消防协会 (NFPA) 2001 标准“清洁剂灭火系统”进行设
计和安装。它通过 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Inc. (UL) 和 Underwriters 
of Canada (ULC) 认证，并获得 Factory Mutual (FM) 批准。

此系统能够自动探测和开动以及/或者遥控手动开动。 

此灭火系统的探测部分允许通过 AUTOPULSE 探测和控制系统自动探

测。同时还提供多个不同的探测选项，例如，感烟或空气采样。

接触设计浓度最大 10% (NOAEL) 的 Novec 1230 消防液也不会危害健
康。有关接触要求，请参阅 NFPA 2001。与使用卤代烷相同，EPA 和全
国消防协会建议，避免不必要地接触任何灭火剂，并且人员应尽快撤离受
保护区域，以防灭火剂遇火分解的产物造成损害。

同时还提供系统安装与维护手册，其中包含系统组件的相关信息以及有关
设计、操作、检查、维护和重新装料的程序。

此系统由经过制造商培训的授权分销商进行安装和维修。

基本用途 – SAPPHIRE 灭火系统尤其适合于扑灭如下场所发生的火灾：
必需或需要不导电介质的区域、清理其它药剂会引起问题的区域，或者
需要使用无毒性灭火剂的正常占用危险区域。

构成和材料 – 基本系统由存放于钢制容器中的灭火剂构成。可以使用各
种类型的致动器（气动式和电动式）将灭火剂释放到危险区域。灭火剂
通过管网和喷嘴分散并喷射到危险区域。喷嘴上钻有固定数量的喷孔，
目的是向受保护区域进行均匀的喷射。在需要多个灭火剂箱的大型火灾
区域，可以利用开动设计来开动多个灭火剂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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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附加设备 – AUTOPULSE 探测和控制面板、释放装置和警报、闸门和
警告标志。设计整个系统时需要全部或其中部分设备。

3M Novec 1230 消防液 – Novec 1230 消防液（NFPA 2001 和 ISO 
14250 中引用为 FK-5-1-12）是一种氟化酮（或氟酮），其化学结构
为 CF3CF2C(O)CF(CF3)2。它是一种清澈、无色、无味的液体，用氮气

进行超级增压，并作为整套 SAPPHIRE 灭火系统的一部分存放在高压
灭火剂箱中。虽然以液态存放，但 Novec 1230 消防液喷出后即变为
气体，这使其成为一种适用于多种火灾的有效的全淹没式灭火剂。作为
一种清洁灭火剂，它喷射后不留残渣，也不会影响敏感的高价值电子设

备。有关更多详情，请参阅3M Novec 1230消防液数据页（表格编号 

F-2003127）。

灭火剂箱组件 – 灭火剂贮藏箱按照 DOT4BW450 制造而成，包含一个灭
火剂箱，上面装有一个阀门和内置虹吸管。灭火剂箱有八种容量可供选
择。灭火剂可按 1 磅的增量进行充装。粘贴在灭火剂箱上的铭牌显示灭
火剂重量和总重。

电动致动器 – 需要使用 24 VDC 电动致动器以电动方式开动灭火剂箱阀
门。从 AUTOPULSE 控制面板接收电子信号，此控制面板操作致动器中
的螺线管。这可使致动器打开灭火剂箱阀门并喷射灭火剂。在多个灭火
剂箱系统中，只需在主灭火剂箱阀门上安装一个电动致动器。其余灭火
剂箱将通过 1/4 英寸不锈钢软管以气动方式开动，该不锈钢软管安装在
每个指示压力端口之间。

气动致动器 – 气动致动器需要以气动方式开动灭火剂箱。致动器根据位
于 ANSUL AUTOMAN II-C 释放设备中的氮气筒的压力进行操作。当气
动致动器增压时，内置致动器活塞向下推动阀杆，这就打开灭火剂箱阀
门，并使灭火剂喷射出去。

AUTOPULSE 探测和控制系统 – AUTOPULSE 探测和控制系统专

门用于监测固定的火灾危险。控制系统在接到一个或多个启动装置（例
如，即手动报警按钮或探测器）的输入信号后，可自动开动灭火系统。
控制系统包含有内置电源、串联应急电池和固态电子设备。

ANSUL AUTOMAN II-C 释放装置 – ANSUL AUTOMAN II-C 释放装置
由金属外壳（包含一个装有弹簧的穿刺针释放机制）、开动卡匣、电路
以及用于电器连接的输入/输出接线条组成。ANSUL AUTOMAN II-C 释

放装置以气动方式自动开动 SAPPHIRE 灭火系统。当给 AUTOPULSE 
控制系统接线时，它会提供监控的电器探测与释放。也可以使用释放外
壳上的按钮手动开动。

喷嘴 – 可以提供六种尺寸的排放喷嘴。喷嘴设计为以 360°或 180°方
式喷射灭火剂。喷嘴尺寸和喷孔尺寸根据“湍流程序”(Hydraulic Flow 
Program) 来确定。

湍流程序 – SAPPHIRE 灭火系统是根据 Hughes Associates, Inc. 开
发的一个湍流程序而设计的系统。此程序可预测通过一个管网的 Novec 
1230 灭火剂和氮气的两相流。输入有关外壳的详细信息，该程序就会计
算所需的软管尺寸、喷嘴喷口尺寸、平均喷嘴压力和喷射时间。由于系

统设计计算对于灭火系统的成功非常关键，只有经工厂培训的人员才有
权进行系统计算。

技术数据

适用标准 – SAPPHIRE 灭火系统符合 NFPA 2001 标准“清洁剂灭火系统
标准”以及 EPA 计划 SNAP(重 要新替代品政策)。

系统通过 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Inc. (UL) 和 Underwriters Labora-
tories of Canada (ULC) 认证，并获得 Factory Mutual (FM) 批准。

安装

所有系统组件和配件必须由经过制造商培训的人员进行安装。所有安装工
作都必须按照制造商的设计、安装、操作、检查、重新装料和维护手册中
载明的指导原则进行。

销售渠道和价格

销售渠道 – SAPPHIRE 灭火系统通过多数州和许多海外国家/地区都有的
一个独立分销商网络进行销售和维修。

价格 – 价格因所选系统类型、尺寸和设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技术服务

有关正确设计与安装的信息，请与当地 SAPPHIRE 灭火系统授权分销商
联系。应用场所工程部可为您解答有关设计与安装的问题。

表示更新后的内容。

3M NOVEC 是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 3M 公司的商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