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保护您的消防员吗？

从消防站内清除柴油车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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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想过清洁空气的价值？

为什么选择Plymovent（蒲利美）

 ■ 对顾客需求的真正承诺
 ■ 系统解决方案
 ■ 数十年累积的专业知识
 ■ 优质的产品
 ■ 全球性业务

我们有想过。30余年来，确保消防站的空气清洁一直是我们的业务。我们提供优质产品，保护消
防队员和其他人员免受柴油车尾气的侵害。我们提供广泛的废气抽排系统，并有全面的工程服务支
持。请联系我们，了解什么是对客户需求作出承诺的真正意义。



  

3

消防站内车辆的有害尾气排放是对消防员健康最大的致癌风险，可能给消防部门带来严重
的法律责任。 

使用Plymovent（蒲利美）车辆尾气捕获清除系统能为您的消防站消除这种风险。无论是
现有的消防站，还是新的全套承包设施，我们推荐的全自动的启动/断离源头捕获系统都
是控制消防站尾气排放的方法。  

这是您的消防队员应得的。

消除柴油车尾气的威胁

化学品 对健康的影响*
苯 第1A类，对人类是致癌物
多核多环芳烃 第2A类，怀疑对人类是致癌物
苯甲基 第2A类，怀疑对人类是致癌物
甲醛 第2A类，怀疑对人类是致癌物
苯并呋喃 第2B类，对人类有可能是致癌物
一氧化碳 威胁到人类生命
一氧化氮 威胁到人类生命

*资料来源: OSHA.gov

柴油尾气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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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捕获

Plymovent（蒲利美）的源头捕获系统: 
行业的标准

实现一个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在浮尘尚未散布到周围环境之前就从源头捕
获，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需要清除的空气量，从而降低了在空气处理设备上的总投资，
也减少了能源的总消耗。

我们的系统，不论是气动系统还是磁性系统，一个关键的部件就是其密封管口设计：  
Grabber®（拐脖）。由于有了Grabber®（拐脖），Plymovent（蒲利美）系统具有几乎100%
的源捕获性能，能满足各种法规要求。  
 
将Grabber® （拐脖）连接到尾气管，捕获并消除几乎所有的排放烟尘，此外，它还非常简单
易用:  
 磁性系统，只要将它贴上尾气管就行了。我们称之为Plymovent（蒲利美）的“咔嗒密 

 封”则。 
  气动系统，只需将它贴上尾气管，推动填充阀，就可快速确保任何尺寸的尾气管完 
 密封；捕获并消除任何有害排烟逃逸进入消防站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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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用途

每个系统都是设计用于消除有害的废气，提供一个更健康的工作环境。基于多年空气
处理行业的业务经验，Plymovent（蒲利美）开发了一种完全可靠的方法，我们称之
为“工程解决方案”。  

这一方法确保我们在为您的工作环境提供洁净空气的最佳方案的同时，兼顾经济效益
和运行效率等重要因素。

Plymovent（蒲利美）的宗旨是提供安全、易用、合规的优质系统，并提高消防人员的
生活质量。因此，我们设计开发了一系列的源头捕获系统来满足您消防站的需求：

 ■ 倒入系统 – 用于单车车库。
 ■ 穿驰系统 – 用于穿驰式贯通车库，最多能有四台车。
 ■ 垂直排气管导轨系统 – 用于带顶部排气管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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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风机
我们提供处理风量
范围广大的风机，
能满足各种应用中
大多数的要求。

平衡装置
 ■ 可调
 ■ 坚固而质轻
 ■ 备份安全链
 ■ 封闭外壳

软管总成
 ■ 多种长度
 ■ 耐高温

导轨
我们提供的各种铝制导
轨，可适应不同实用需
求。

软管鞍形托
 ■ 调整方便
 ■ 充分托持（对软管）
 ■ 延长软管寿命

STR / SBT滑车
 ■ 自承重
 ■ 内置滑轮
 ■ 可调缓冲垫
 ■ 双向释锁

VSR（垂直排气管导轨）
捕集器

 ■ 进气导气口
 ■ 密封的进气门
 ■ 能做两边横向各30厘米侧

移。

垂直排气管导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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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方案是您的最佳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根据您的需求，专门客制柴油车尾气清除系统。

控制器
我们提供全自动控制系
统，最有效地运作您的排
气系统。

安全断离器
 ■ 保护系统免于受损
 ■ 360度旋转
 ■ 软性覆层
 ■ 无软管梗阻
 ■ 易于操作和处理

Grabber®（拐脖）
 ■ 几乎100%的密封
 ■ 耐高温
 ■ 气动和磁性系统 
 ■ 适合各种应用的尺寸

倒入系统穿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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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入系统

SBT系统的主要优势:

 ■ 各种型号能处理深达12米的倒入式
车库穴

 ■ 在出口自动断离
 ■ Grabber®（拐脖）从垂直位接驳
 ■ 铝制导轨：坚固质轻
 ■ 端子通过橡胶减震器吸收滑车动能

止停。
 ■ 可根据车辆速度调节的释锁点。
 ■ 预装的黄/黑抽气软管
 ■ 通过独特的自动Grabber®（拐脖）

管口能作近100%的源捕获；有适
应所有应急车辆尾气管尺寸的各种
管径。

 ■ 风机由尾气传感器控制，自动启
动-停止

 ■ 安全断离耦合；防故障系统，易于
重新接驳

 ■ 适用于现有的和新设计建造的消防
站

滑动平衡器导轨系统（SBT）已成为世界各地的消防和应急
车辆车排控制的标准。

SBT 系统是倒入式设备库的首选，设计用于连接任何机动
车辆的尾气管，能捕获近100%的废气排放。SBT系统适用
于车辆尾气管距车库门12米以内的倒入式单车库穴。这是
一个包括风机启动和将系统从驰离车辆断离的全自动化系
统。SBT系统完全合规，并且入库车辆和系统的连接一步到
位。如果您在寻找一种车辆倒入前能够在库门就接驳，并且
在驰离时能自动断离的尾气清除系统，SBT将是您的最佳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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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驰系统

直轨系统(STR)是穿驰式贯通设备库的首选。

Plymovent（蒲利美）的STR系统设计用于连接任何机动车
辆的尾气管并捕获近100%的尾气排放。这个系统适用于穿
驰式贯通车库，或串停达四台车辆的车库。从风机启动到
驰离车辆的自动断离，系统内一切都是自动化的，当车辆
入站时，和系统的连接一步到位，此外，STR系统符合法
规要求，具有实心整体铝挤制型材导轨，坚固耐用。

STR系统的主要优势:

 ■ 各种型号的处理能力长达30米
 ■ 排气软管适合所有类型的车辆
 ■ 在出口自动断离
 ■ 全场清除有害排放
 ■ 减速减震系统
 ■ 前后门释锁
 ■ 可扩展设计
 ■ 处理高达四辆串停车辆
 ■ 可根据应急出发速度调整释锁点
 ■ 通过独特的自动Grabber®（拐脖）

管口能作近100%的源捕获；拥有适
应所有应急车辆尾气管尺寸的各种管
径。

 ■ 风机由尾气传感器控制，自动启
动-停止

 ■ 安全断离耦合；故障保全系统，易于
重新接驳

 ■ 适用于现有的和新设计建造的消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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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排气管导轨系统

垂直排气管导轨系统(VSR)是具有向上排气烟囱并需要穿
驰设备库的车辆的解决方案。

Plymovent（蒲利美）的VSR系统设计用于带顶部排气管
的车辆。无需操作人员干预，“V”型捕捉器引导车辆排气
管进入导轨构架。导轨构架是一个悬浮系统，整个系统
可作侧向运动，自动和车辆排气管校直对接。系统从风
机启动到断离都是全自动。除了完全合规，VSR系统具
有实心整体铝挤制型材导轨，坚固耐用。

VSR系统的主要优势:

 ■ 浮动悬挂
 ■ 可调式捕捉排气管
 ■ 适合任何车辆排气管
 ■ 整体铝制导轨
 ■ 全自动系统
 ■ 系统可扩展到几乎任何长度
 ■ 设计用于空载和满载车辆的适配锥

型口
 ■ 能做两边横向各30厘米侧移
 ■ 柔性管道连接
 ■ 密封橡胶唇口
 ■ 横移后自动复位
 ■ 安全缆线；防故障
 ■ 适用于现有的和新设计建造的消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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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使用控制设备：

 经济因素
全自动控制的系统将使您能够
大大降低您的用电和能源消
耗，这将为您的消防站创造一
笔严谨可行的投资。

 环境因素
我们产品系列中的控制设备使
系统能按需使用。安装了我们
的控制设备之后，由于系统仅
在需要时启用，能减少电力消
耗，降低加热成本。显然，降
低能源消耗也对全球环境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
投资Plymovent（蒲利美）系
统不仅为您减少能源使用，节
省开支，也可以让您为减缓全
球变暖出一份力。

...关于柴油车尾气

 ■ EPA（环保署）确定柴油车平均尾气颗粒大小为0.2微米，这些颗粒通
常无法用肉眼看见。

 ■ 柴油车排气微粒往往太小，无法用车载过滤器捕获，微粒过滤器也无法
捕获有毒气体，活性炭过滤器也仅能部分过滤。Plymovent（蒲利美）
源捕获系统能捕捉这些微粒和气体，可以将它们在进入消防站前就驱散
到户外。

 ■ 在消防车离站时，柴油废气被强力驱除。Plymovent（蒲利美）源捕获
系统可防止废气弥散进入消防站*和生活区。

 ■ Plymovent（蒲利美）源捕获系统在柴油废气进入消防站之前就将其捕
获，防止了柴油废气进入呼吸区。  

 ■ 柴油车尾气微粒和废气悬浮于空气中，因此，人一旦呼吸就会受到含有
这些物质的空气污染。 

 ■ 像所有的燃烧设备一样，柴油车尾气中含有氮氧化物。氮氧化物会损伤
肺组织，降低人体对呼吸道感染的抵抗力，并恶化哮喘等慢性肺部疾
病。 

 ■ Plymovent（蒲利美）源捕获系统采用密封管口系统，这已为过去30多
年中逾50,000例安装所证明。** 

* 尾气抽吸系统的运作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适当的系统设计、操作程序、以及维护和保养。污染的暴露量在安装后要作检查，
此后也要定期检测，以确保符合适用法规的要求和暴露限值。 

** Plymovent（蒲利美）系统按合规要求制造，请确保系统正确的设计、操作、维修和保养。

重要事实…



 

www.plymovent.com

SUBSIDIARIES

DISTRIBUTORS

Plymovent（蒲利美）关心您所呼吸的空气质
量，我们向全球提供产品、系统和服务，确保
工作环境的空气洁净。

我们尊重环境和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多年来积
累的经验以及真诚满足客户要求的态度，使我
们能真正为您提供所需要的解决方案。

附注
我们在世界各地安装了超过50,000个源捕获系统。以下是部分示例：

China Hong Kong
England Norfolk
England Oxfordshire
Finland Helsinki 
France Lisses
France Cateau
France Noailles
France Nanterre
Germany Munich
Germany Berlin
Germany Cologne

Spain Granada
Sweden Stockholm
Sweden Gothenburg,
Sweden Malmö
USA Baltimore County, MD
USA  Boston, MA
USA  Chicago, IL
USA  Cincinnati, OH
USA  Dallas, TX
USA  Detroit, MI
USA  Las Vegas, NV

Germany Frankfurt
Germany Bremen
Germany Kassel
Germany Hamburg
Hungary Budapest
Ireland Dublin
Italy Bologna
Montenegro Podgorica
New Zealand Aukland
Portugal Azores Islands
Serbia Belgrade

USA  Lexington, KY
USA  Los Angeles, CA
USA  Raleigh, NC
USA  Charlotte, NC
USA  Atlantic City, NJ
USA  Kansas City, KS
USA  New Orleans, LA
USA  Winnepeg, Manitoba
USA  Camrose, Alberta

Plymovent (Shanghai) 
Trading Co. Ltd
Room 201-202, 
Riverside Building 
No. 385, Lao Hu Min Road
Shanghai  200237 

T +86 21 6126 3929
F +86 21 6126 3930
E infochina@plymovent.com

蒲利美（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老沪闵路385号3号楼（河畔楼）201室
邮编：200237
电话：+86 21 34616323
传真：+86 21 34616328
邮箱：infochina@plymovent.com

www.plymoven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