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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宝亚消防技术装备卢森宝亚消防技术装备

多功能 • 大功率 • 小身形多功能 • 大功率 • 小身形

应急人员的自保武器 • 人员营救的必配装备



一机多用
通风排烟 • 冷却降温 • 产生泡沫





应急人员自身安全的必配装备应急人员自身安全的必配装备

消防灭火作战，成败于初始阶段。

消防排烟机——抵达火场的第一装备消防排烟机——抵达火场的第一装备

有毒的烟气、糟糕的能见度低和灼人的高温：这是佩

戴自给式空气呼吸器的救援人员在对燃烧着熊熊烈火

的建筑物实施前锋灭火作战时所面临的重重困难。专

为满足此类应用需求而设计制造的高性能消防排烟机

可以真正免除应急救援人员的种种后顾之忧。作为第

一消防装备的消防排烟机架设在进风口前方并且启动

其运行，它可以带来很多优点，并为应急人员以及被

救人员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

 ▪ 即时提供新鲜空气给应急人员和被烟气所困人员

 ▪ 迅速疏散建筑物内部烟气以获得更好的能见度

 ▪ 有助于对逃生和救援路线实施烟气控制

 ▪ 使闪燃风险减至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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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佩佩戴自给式空气呼吸器的救援人员提供更多的安全戴自给式空气呼吸器的救援人员提供更多的安全

保障保障

消防排烟机是消防灭火战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装备之

一，它可以很好地协助应急救援人员以最快的速度，

安全高效地完成各种危险的室内灭火作业。在某些情

况下，消防排烟机甚至是直接决定能否对室内火灾实

施有效扑救的先决条件。通过有效的通风排烟，可以

达到显著改善火场能见度的目的，从而有助于佩戴自

给式空气呼吸器的救援人员进一步加快作战速度。消

防排烟机在确保应急人员自身安全方面具有诸多显而

易见的优势：

 ▪ 有效缩短作业时间

 ▪ 更迅速地对失踪人员进行定位

 ▪ 增强应急人员自身的安全感 

（避免因能见度不良而造成的恐慌心理）

 ▪ 有助于更好更快地辨别方向 

品牌即承诺：卢森宝亚品牌即承诺：卢森宝亚

作为应急服务的开创先驱和合作伙伴，卢森宝亚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多年来一直扮演着行业引

领者的角色。凭借独一无二的超强实力，我们致力于为消防灭火和抢险救援等每一个关键的

危急时刻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无论是防火安全系统，还是各类应急车辆，无论是数字应用程序，还是个人技术装备，作为消

防产品系统供应商的卢森宝亚以其出色的竞争实力和丰富的行业经验称雄业界，威名远扬。

对于卢森宝亚而言，完美意味着在承袭企业百年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进取，砥砺前行。

这也正是我们在消防灭火和灾难控制技术领域始终坚持锐意创新、勇于超越的根本原因所

在。通过与客户的深入交流，为客户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在客户最需要我们的时候，充当

客户最坚实的后盾。助四海英杰，保天下平安！备战危急时刻，火场大显身手！ 

Rosenbauer – 高性能消防排烟机



最大限度地减少财产损失最大限度地减少财产损失

采用通风排烟战术的优点采用通风排烟战术的优点

 ▪ 加快消防灭火的作业速度，从而

降低火灾对建筑物所造成的损失

 ▪ 提升灭火剂喷射时的精准度，故

能有效降低水浸损失

 ▪ 有助于降低灾后修复所需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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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消防排烟机 – Rosenbauer



一体式多功能消防排烟机

多功能 • 性能可靠 • 智能设计多功能 • 性能可靠 • 智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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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技术气流技术

风机单元是高性能消防排烟机的核心部分。采用专利

设计的风机控制单元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湍流现象，

而基于空气动力学设计的风机叶轮则可以确保均匀强

大的气流以最佳的模式流动。

易于搬运：体积小、重量轻易于搬运：体积小、重量轻

卢森宝亚的消防排烟机不仅在性能上具有极为出色的

表现，在结构紧凑和重量轻巧等方面也是同类产品中

的佼佼者。一方面，这可以节省在应急车辆中所占用

的存放空间，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即使在交通不便

的地方，也可以使用该消防排烟机。

Rosenbauer – 高性能消防排烟机

将将高性能高性能消防排烟机设置在距离消防排烟机设置在距离

进风口两步远的位置可以获得最进风口两步远的位置可以获得最

佳的通风排烟效果。佳的通风排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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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可视性：良好的可视性：LED 指示灯组件 指示灯组件

该系列消防排烟机配备了先进的 LED 指示灯系统，可

确保设备操作的安全性。这不仅为工作区域以及各操

作元件提供了良好的照明条件，同时还能有效地防止

眩光效应的产生。

本机特别配备：发泡网本机特别配备：发泡网

所有的排烟机都可以充当灭火泡沫

的发生装置使用。消防排烟机必配

的发泡网具有节省空间的特点，其

放置于驱动单元下方专门设计的一

个收纳舱内，方便随时取用。

不仅具有通风功能：还能产生水雾不仅具有通风功能：还能产生水雾

该系列消防排烟机在中心位置配备

了一个水雾装置。如此以来，消防

排烟机即可随时变身水雾发生器。

由于水雾喷射的射程较大，故可从

更远的距离对温度敏感型物体进行

冷却降温。

本机额外配备：门挡  本机额外配备：门挡  

保持通风口的畅通无阻，这对于整

个建筑物的通风排烟具有至关重要

的作用。为了便于对门窗进行快速

安全地固定，该系列消防排烟机上

特别配备了四个轮楔——既节省了

空间，又直接固定在设备上。

适用于各种场合：角度调节范围达适用于各种场合：角度调节范围达40° 

该消防排烟机配备了一种采用免维护设计的气弹簧，

操作人员无需借助任何工具，即可在40°的范围内对

消防排烟机的倾斜角度进行连续调节。这不仅确保了

极大的灵活性，而且有效缩短了架设这一装备所需的

时间。如果需要避开障碍物，最适合的方式是采用最

大仰角+20°对消防排烟机进行架设；如果需要针对楼

梯、地下室和通风井进行向下通风排烟，则宜采用最

大俯角-20°对消防排烟机进行架设。

地下室排烟 (-20°)

初始攻击位置 (+20°)

高性能消防排烟机 – Rosenbauer



供应呼吸所需的
新鲜空气





操作得心应手

设计统一 • 一目了然 • 小巧轻便设计统一 • 一目了然 • 小巧轻便

结构紧凑、小巧轻便 结构紧凑、小巧轻便 

在对消防排烟机进行研发的过程中，卢森宝亚的工程师们不仅特别注重设

备在多功能和高性能方面的卓越表现，同时还将设备的紧凑结构和轻量化

设计发挥到了极致。在16英寸级别的同类产品中，这款结构极其紧凑的可

折叠蓄电池驱动式消防排烟机也因此成为了体积最小的一款产品。这一设

计可以最大度限度地减少对车内器材空间的占有。

易于搬运和操控 易于搬运和操控 

该系列的所有消防排烟机只需一个

人就能独立完成设备搬运、启动运

行以及控制等所有操作。由于设

备的重量很轻，加上独特的肩带设

计，操作人员甚至可以毫不费力地

扛着一台RTE AX B16型蓄电池驱动

式消防排烟机爬上楼梯。此外，细

节处的巧妙设计也使得设备的快速

启动成为可能。针对E型和V型两款

机型，只需向上翻折手柄，喷嘴就

会自动旋转到使用频率最高的攻击

位置(+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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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肩带可以将 RTE AX B16 型消防排烟机安全地运上楼梯

Rosenbauer – 高性能消防排烟机



操作得心应手

一脉相承的设计理念一脉相承的设计理念 

该系列的消防排烟机在产品的操作使用

方面采用了一脉相承的设计理念。这一

点在卢森宝亚的许多产品中皆有体现。

这种设计的一致性具有很高的辨识度，

它可以极大地减少对人员培训的依赖，

因为大多数的应急人员很快就能熟悉掌

握新产品的操作使用方法。反过来，这

又进一步提升了产品操作的简便性，尤

其是在面临紧张的危急情况时，可以有

效地避免人为的误操作。

简明直观的逻辑性简明直观的逻辑性 

该系列高性能消防排烟机除了在操作使

用方面与卢森宝亚的许多其他产品保持

了一致性之外，在该产品的研发过程

中，简明直观的逻辑性也是设计师们首

要考虑的问题。这一点可以最大限度地

对产品的操作进行简化。例如：绿色按

钮代表启动消防排烟机，红色按钮代表

停止消防排烟机的运行。因此，即使未

曾受过专业培训的操作人员在高度紧张

的状态下，也能确保对该设备进行有效

的操作。

一体化的故障指示 一体化的故障指示 

新一代高性能消防排烟机可以更好

地实现与应急人员之间的信息交

互。一旦设备出现了任何问题（例

如：蓄电池电量过低），该消防排

烟机则会通过LED屏显示相应的信

息，并通过蜂鸣器发出相应的警告

声响。这有助于操作人员有针对性

地快速解决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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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E 型和 V 型两款机型，只需一个动作就能将其设定在第一攻击位置 (+20°)。

高性能消防排烟机 – Rosenbauer

进一步提升操作的简便性和进一步提升操作的简便性和
安全性安全性



兼具水雾和泡沫功能

完美，源于对细节的不懈追求完美，源于对细节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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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用途多功能用途

为了满足消防灭火的战术需求，该款高性能消防排烟

机还特别增设了两大独特的功能：即水雾喷射功能和

泡沫发泡功能。这款移动式高性能排烟机配备了一个

中央喷水装置。由于水雾喷射的射程较远，使得操作

人员可以在安全距离之外对建筑物、气瓶、危险货物

容器、蓄电池等物体实施冷却降温和保护措施。使用

水雾功能还可以有效地抑制危险气体和蒸汽。此外，

该消防排烟机还同时兼具了作为泡沫发生器使用的重

要用途。 

中央喷水装置中央喷水装置

水雾喷射装置设置于喷嘴的中心位置，这一设计可以

使水雾获得更为强劲的空气动力。在使用该款高性能

消防排烟机的情况下，水雾喷射的射程范围可以高达

20米。在大约0.5兆帕的压力条件下，水雾的流量可以

达到约200升/分钟。操作快捷、逻辑直观：既不需要

加装额外的配件，也不需要单独的转换接头，可与消

防部门的各类常用设备完全兼容。消防软管与消防排

烟机之间可以直接通过Storz C(内扣65管牙接口)进行

连接，该接口主要用于消防排烟机的供水，从而产生

水雾。

中央喷水装置

射程范围高达20米

Rosenbauer – 高性能消防排烟机



将消防排烟机作为泡沫发生器使用将消防排烟机作为泡沫发生器使用

该消防排烟机甚至可以在借助泡沫网的情况下直接产

生发泡泡沫。V型和E型两款机型均配备有一个泡沫

网，其存放于机壳底部的一个小型收纳舱内，因此可

以随取随用。只需一个简单的步骤，就能方便地将泡

沫网套上并固定于消防排烟机的风机装置之上。使用

额外配备的标准Z2型泡沫比例混合器即可产生发泡泡

沫。地下室或地下设施可以通过空气软管引入发泡泡

沫，从而达到灭火的目的。另外，也可以将消防排烟

机安装在云梯消防车上进行高空作业，以用于对大楼

的屋顶或火源进行泡沫灭火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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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空气软管将泡沫引入地窖和地下设施

将泡沫网安装于风机装置之上

高性能消防排烟机 – Rosenbauer



适用于各种场合 
的最佳解决方案



适用于各种场合 
的最佳解决方案



通风排烟，操作就是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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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E AX B16型消防排烟机的灵活性无以伦比型消防排烟机的灵活性无以伦比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RTE AX B16

电机输出功率电机输出功率//蓄电池容量蓄电池容量 1.25 千瓦 / 26.1 安•时

出风口直径出风口直径 约 16 英寸/ 410 毫米

空气流量（符合  空气流量（符合  
ISO 5801 标准）标准）

5,154 立方米/小时

推力（符合推力（符合 ISO 13350ISO 13350 标准） 标准） 21.6 牛

外形尺寸（宽 外形尺寸（宽 x 高  高 x 深） 深） 520 x 600 x 355 毫米

蓄电池在全功率状态下的续航蓄电池在全功率状态下的续航
时间时间

60 分钟

蓄电池在增强模式下的续航时间蓄电池在增强模式下的续航时间 30 分钟

整机重量 整机重量 约 25 千克

功率强大的蓄电池配置功率强大的蓄电池配置  

RTE AX B16型消防排烟机配备的锂

离子蓄电池具有高效的功率输出和

持久的续航能力。它代表了市场上

最先进的蓄电池技术，其采用了智

能化的蓄电池管理系统，能有效延

长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和续航时间。

该蓄电池的供电电量可达到953瓦
小时，这相当于消防排烟在全功率

状态下连续运行60分钟所需的电

量。强大的电量支撑使得该消防排

烟机能够轻松应对各种作战状况。

两种运行模式两种运行模式 

RTE AX B16型消防排烟机即可以通过充电式蓄电池进行供电，也可以采用电网直接进行供电。这一设计使得在灭

火作战之初便能对消防排烟机进行快速的调试。事实上，在全功率状态下持续运行60分钟的续航能力已经完全能

够满足大多数的应用需求；在此基础之上，如果还需要运行更长的时间，该消防排烟机也可以从蓄电池供电模式

无缝切换至电源供电模式。如果需要临时增大空气排量，也可以使用消防排烟机的增强模式。

经过反复测试的高性能蓄电池可确保超长的使用寿命

Rosenbauer – 高性能消防排烟机防防防防防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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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轮滚轮

由于配备了专门的运输滚轮，这款蓄

电池驱动式消防排烟机不仅可以采用

携带的方式进行搬运，而且还可以通

过推拉的方式轻松地进行移动。 

  RTE AX B16型蓄电池驱动式消防排烟机型蓄电池驱动式消防排烟机

   无级调节式风机单 无级调节式风机单

元 元 

RTE AX B16型消防排烟

机的风机单元还可以

进行无级调节，其倾

斜角度的调节范围为 

 -10° 至 +20°。 

    中央喷水装置中央喷水装置

这一选配装置可用于喷射

水雾或产生发泡泡沫。

    超轻设计且坚固耐用超轻设计且坚固耐用

在RTE AX B16型消防排烟机研发的过程

中，优先考虑的是在减轻设备重量的同

时确保其坚固耐用。最终达到的效果

是：与非蓄电池供电设备相比，整机重

量减轻了50%。

    一体式风机控制单元一体式风机控制单元

（带保护格栅）

提供强劲有效的气流。 



18

    增强模式增强模式

速度控制可实现无级调节。 

如果需要更加强劲的动力，

增强模式不失为理想之选。

    LED 指示灯组件 指示灯组件

消防排烟机的各操

作元件以及操作范

围均提供了无眩光

的节能照明。

    高性能蓄电池高性能蓄电池

充电式锂离子蓄电池可

提供消防排烟机在全功

率状态下连续运行60分
钟所需的电量。使用电

源线即可随时切换到外

部电源供电。

    轮轮楔挡块楔挡块

为了便于阻挡门、窗、电梯门和通风

井的开口，消防排烟机上特别配备了

采用防滑硅树脂制成的楔形挡块。

    功率强劲、清洁功率强劲、清洁

环保环保

该电动机具有功率

大 、 噪 音 小 的 特

点，最为重要的是

完全没有任何废气

排放。这一优点确

保了在通风排烟的

过程中，应急人员

可以获得更加充分

的安全保障。

  小巧轻便  • 独立结构 • 功率强大   小巧轻便  • 独立结构 • 功率强大 

高性能消防排烟机 – Rosenbauer

  总开关总开关

必须通过操作总开关来开启
和关闭高性能消防排烟机。



  应用范围广泛  应用范围广泛

应用场景二： 应用场景二： 
远距离通风，需要
增设一台辅助消防
排烟机

应用场景一应用场景一：
排烟

应用场景三：应用场景三：
地下通风

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

得益于其重量轻、不依赖外部

能源以及零排放的优点，RTE 
AX B16 非常适合作为建筑物内

部的主力或辅助消防排烟机使

用。

管道通风管道通风

由于其精良的设计， 

RTE AX B16型消防排

烟机还可用于管道通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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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驱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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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技术参数 FANERGY V16 FANERGY V22

驱动发动机驱动发动机 配美国百力通单缸发动机 4.8 千瓦（6.5 马力）或者
配日本本田单缸发动机 4.8 千瓦（6.5 马力）

出风口直径出风口直径 约 16 英寸/ 410 毫米 约 22 英寸/ 560 毫米

空气流量（符合空气流量（符合  ISO 5801  标准）标准） 5,981 立方米/小时 13,672 立方米/小时

推力（符合推力（符合 ISO 13350  标准）标准） 27.5 牛 69.8 牛

外形尺寸（宽外形尺寸（宽  xx 高 高  xx  深）深） 545 x 490 x 545 毫米 640 x 695 x 500 毫米 

整机重量（加满润滑油、空燃油箱）整机重量（加满润滑油、空燃油箱） 约 45 千克 约 49 千克

燃油箱容量燃油箱容量 辛烷值不低于 91 的无铅汽油/ 约 3 升

续航时间（燃油箱加满油时）续航时间（燃油箱加满油时） 约 110 分钟（在满载运行条件下）

  内燃机  内燃机

FANERGY V16 型消防排烟机 FANERGY V22 型消防排烟机（配美国百力通 Briggs & Stratton 发动机）

大功率机型大功率机型

采用内燃机驱动的高性能消防排烟机是拥有超强功率的机型。它有两种不同的尺寸规格可供选择，即直径为16英寸

和22英寸。两款单缸发动机可供选择：美国百力通 Briggs & Stratton 或日本本田 Honda。

Rosenbauer – 高性能消防排烟机防防防防防



  电动机  电动机

通用、静音、环保机型 通用、静音、环保机型 

采用电动机驱动的高性能消防排烟机具有以下几大

优点：噪音小、很环保、无废气。输出功率可以在0- 
100%之间进行无级调节。这一参数值会通过易于查看

的显示器进行显示，即使在光线较暗的条件下也能看

清。在与5千伏•安的发电机配套使用时，集成式启动

电流限制器可以确保消防排烟机能够平稳地运行各项

功能。凡配备电动机的所有机型还可以通过Schuko欧
式安全插头与230伏家用插座进行连接。这使得在室内

安装消防排烟机成为可能。 

电动式消防排烟机最大的优点在于其对工作方向没有

任何限制，它既支持垂直方向的气流喷射，也支持水

平方向的气流喷射。例如，可以将消防排烟机朝着地

下室或下水道开口的方向进行架设。所以，这一类型

的消防排烟机在定位方面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灵活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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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FANERGY E16 FANERGY E22
FANERGY E16Ex 
防爆型 Ex II 3G C T3

驱动发动机驱动发动机 230 伏，2.2 千瓦
可连续调节

400 伏 / 1.85 千瓦

出风口直径出风口直径 约 16 英寸/ 410 毫米 约 22 英寸/ 560 毫米 约 16 英寸/ 410 毫米

空气流量（符合 空气流量（符合 ISO 5801 标准） 标准） 5,606 立方米/小时 9,733 立方米/小时 5,606 立方米/小时

推力（符合推力（符合 ISO 13350 标准）标准） 25.8 牛 35.8 牛 25.8 牛

外形尺寸（宽 外形尺寸（宽 x 高高 x 深） 深） 545 x 490 x 545 毫米 640 x 695 x 500 毫米 569 x 630 x 460 毫米

整机重量整机重量 约 51 千克 约 53 千克 约 47 千克

FANERGY E16 型消防排烟机

高性能消防排烟机– Rosenbauer



高性能消防排烟机
多功能 • 大功率 • 小身形多功能 • 大功率 • 小身形

本宣传资料中的文字及图片仅供参考。其并不具有约束力。图片中可能包含有需要另行加收费用的特殊型号。卢森宝亚有可能不定期对本产品进行技术改进。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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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燃机驱动型高性能内燃机驱动型高性能消防排烟机订购参数 消防排烟机订购参数 

FANERGY V22  
配百力通发电机配百力通发电机

FANERGY V22    
配本田发动机配本田发动机

FANERGY V16    
配百力通发电机配百力通发电机

FANERGY V16  
 配本田发电机 配本田发电机

标配设计 514030 514031 514020 514021

带喷水装置和照明灯组件 514036 543037 514026 514027

选装配件（适用于 FANERGY V型消防排烟机）：

适用于所有 V 型机型的尾气排放软管 654400

运行计时表和转速表 075715

适用于高性能消防排烟机所有机型的配件订购参数适用于高性能消防排烟机所有机型的配件订购参数

512026 泡沫网——适用于 16 英寸机型 51191001 PE 聚乙烯风管，配管带，长度约 20 米——适用于 
22 英寸机型

512016 泡沫网——适用于 22 英寸机型 512061 刚性风管，配管带，长度约 3 米——适用于  
16 英寸机型

703500 Z2 型泡沫比例混合器 512060 刚性风管，配管带，长度约 3 米——适用于  
22 英寸机型

703810 导管，长度约 1.5 米 601031 天花板

201105 SYNTHETIK SPEZIAL 压力软管，长度约 5 米 513020E08 轮楔挡块

电动机驱动型高性能消防排烟机订购参数电动机驱动型高性能消防排烟机订购参数

FANERGY E22 FANERGY E16 FANERGY E16Ex*

标配设计 514050 514040 51195001

带喷水装置与照明灯组件 514053 514043 -

蓄电池驱动型高性能消防排烟机订购参数蓄电池驱动型高性能消防排烟机订购参数

RTE AX B16 型消防排烟机

514080 标配机型

514081 带喷水装置

连接线缆（适用于 RTE AX B16 型消防排烟机）：

513090 电源类连接线缆—— SCHUKO欧洲标准

513091 电源类连接线缆—— NEMA美国标准

513092 电源类连接线缆—— 英国标准

513093 电源类连接线缆—— CEE中东标准 

513094 电源类连接线缆—— 瑞士标准 

513095 电源类连接线缆—— 澳大利亚标准 

选装配件（适用于 RTE AX B16 型消防排烟机）：

11869A 12 伏直流 / 24 伏直流 / 4 安电压转换器（适用于 12 伏车载电源）

514086 适用于 RTE AX  B16 型消防排烟机的附加锂离子蓄电池 

514089 外部蓄电池充电器

514087 滚轮

513088 肩带

www.rosenbau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