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中的安全之声 

Searchzone Son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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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中漂浮的危险气体。
现场研究表明，在风的吹动下，大约 30％ 

的易燃气体泄漏问题可能无法探测到。如
果天气情况发生变化，风速下降，则可能
形成易燃气体云，并引发事故和危险。

传统的点式和开路探测设备通常需要气
体到达传感器才能探测到气体泄漏，鉴于
此，我们需要实现技术突破以弥补传统气
体探测技术的不足。Searchzone Sonik™ 

的工作原理是感应来自高压气体泄漏源头
的声音，因此无需真正接触气体便可探测
到气体泄漏。

如何感应无法听到的声音？
超声波（或声波）探测器无需真正接触气
体，一旦“监听到”来自气体泄漏的特殊声
音，便能立即作出反应，而这种声音的频率
是人耳无法感应的。

该设备不受气流和恶劣天气的影响，因此
尤其适用于开放且通风良好的区域，如浮
式生产储存和卸载船、燃气轮机发电厂、压
缩机站、储气设施、化学品加工厂、炼油厂、
海上和陆上的石油与天然气装置等。

搜索、探测、保护 
运用超声波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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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ZONE SONIK™ – 安全与超声
这款 Honeywell Searchzone Sonik™ 凭借其强大且可靠的气体泄漏探测装置，可有效“监听”探测区域内任何高压气体的泄漏。 

Searchzone Sonik™ 是一款通过 SIL 2 认证的用于危险区域的先进超声波气体泄漏探测器，能够对任何加压气体泄漏产生的超声波
声压级作出反应，因此不受环境状况的影响。

Searchzone Sonik™ 出厂时标定。设备强大的密封设计不含任何移动部件，加上固态传感器，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也可安装，且不
限方向。该气体泄漏探测器一般可快速感测到 20 米（66 英尺）半径范围内的气体泄漏，具体取决于背景噪音。智能背景噪音检测系
统允许将探测器设置为最大灵敏度，或使用“聚焦模式”将检测区域限制为仅包含被监控区域。有了超声波保驾护航，您将免于任何
气体泄漏带来的忧虑。

占据有利位置
假设您需要维修超声波设备，且该设
备与海上平台点式与开路气体探测器
互相配合，此时正在下着大雨，狂风
大作，甲板湿滑，您站在甲板上，而要
维修的设备非常高。

面对高空作业，面对如此尴尬的处
境，您是否会担心自己的安全？凭借
便捷的移动应用程序和专用的手持式
测试工具，您可以站在地面上连接并
测试 Searchzone Sonik™，而无需置
身于危险当中。只需连接您的智能手
机，并使用工具即可检查探测器的响
应 - 就这么简单。

关注重点
工业装置通常包含许多潜在的超声波噪声
源。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都不会对超声
波气体泄漏探测器的有效性造成影响。
然而，潜在泄漏源的区域通常是众所周知
的，那么为什么会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声
音呢？

Searchzone Sonik™ 具有已获专利的创新
型“聚焦模式”。切换至该模式，并启用能
够有效屏蔽特定区域之外的超声波噪声的
特殊算法，可大幅降低来自意外来源的干
扰报警风险。



3   |   www.sps.honeywell.com   |   Searchzone Sonik™

环境恶劣？ 
SEARCHZONE SONIK™  
可提供帮助。

降低干扰报警风险
由于其先进的算法和聚焦模式，这款探测
器具有最大灵敏度，非常适用于排除正常
工艺流程或维护活动中产生的误报。

提高便利性，且易于使用
在 20 米（66 英尺）范围内，您都可通过智
能手机访问 Searchzone Sonik™，并对其
进行置信度检查。

最大限度降低拥有成本并节省时间
Searchzone Sonik™ 易于安装、调试和维
护，而且通过专用的移动应用程序，瞬间就
可以实现设备连接。

紧急情况下反应可靠
Searchzone Sonik™ 的安全等级为 SIL2， 

适用于需要紧急停机和其他自动控制的
应用。

有助于防止火灾、爆炸和毒气泄漏
通过识别高压气体泄漏，Searchzone 

Sonik™ 支持自主行动以避免可能危及 

工人生命和基础设施完整性的致命危险。

应用广泛，且在各种工作环境中都能 
提供可靠的气体泄漏探测结果。其固 
态传感器完全密封，隔绝湿气和污染 
物，因此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和天气 
状况下，Searchzone Sonik™ 也能识 
别气体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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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可靠、舒适。现场。

仪器状态一目了然

Searchzone Sonik™ 上设有显而
易见的绿、黄、红、蓝信号灯，
清晰地指示仪器状态。

内置诊断与完整的操作日志

支持事后分析，以评估整体性能并进行安全检查。

无移动部件 

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固态传感器也
不会受到丝毫影响，且无需额外校准。

材质坚固
不锈钢外壳。

易于安装和定位 

可调整的多功能安装支架为标配，
并具有三轴刻度调节功能，便于机
械安装，并具有各种安装选项。

覆盖范围广（标准模式）

感测范围为 20 米（66 英尺）探测半径，
具体取决于背景超声波噪声级。

聚焦模式

实际上是一种超声波过滤器。忽略探测器侧面
和后面的杂散噪声源，只监控附近区域。

简单直观的功能测试 

双模式手动测试工具可轻松进行功能检查，并获得 Class 

1 Division 1 和 Zone 1 认证。只需将工具对准 Searchzone 

Sonik™ 探测器，并按下按钮即可。探测器可自动识别工具，
抑制输出并记录测试结果。

蓝牙连接
通过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的专用应用程序，借助蓝牙即
可在地面进行设备的设置与解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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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气体泄漏漏报？请完全放心。

易于操作
• 强大的固态传感器设计适用于苛刻的环境，如 
压力冲消。

• 出厂时标定 – 无需现场校准。

• 内置测试和诊断，可维持操作。

• 多种输出，包括 4 至 20 mA、HART®、Modbus  
和继电器。

• 通过显而易见的指示灯发出安全预警，更容易找 
到需要维护的部件。

• 实时探测读数与完整的记录简化了资产管理程序。

易于安装
• 具有 3 轴调整的多功能支架，可用于杆、壁或 
支柱的安装，并能够与覆盖区域轻松对齐。

• 接线盒上设有带角度的电缆入口与可插入接头， 
与传感电子元件分开。

• 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应用程序中含有安装指南与 
日志，方便安装和资产管理。无  。

易于调试
• 强光指示灯能见度高，可清晰指示设备的状态。

• 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的蓝牙应用程序支持远程设置， 
避免高空作业。

• 便捷的测试工具可快速进行功能测试。

• 自动生成调试日志。

易于维护
• 内部自检和诊断功能可靠，可实现自主维护。

• 通过蓝牙和应用程序的非侵入式交互可减少 
维护时间并降低安全风险。

• 必要情况下，可轻松更换模块；即插即用。

• 自动生成维护日志



50 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您的安全

作为 50 多年的行业领导者，霍尼韦尔致力
于提供可靠的气体探测服务，赢得了全球
工作人员的信任。霍尼韦尔为每一个固定
式或便携式气体探测产品深感自豪，它们
经得起最严格的考验，能够达到甚至超过
适用要求与标准。

即使是最高端的产品也需要定期维护。霍
尼韦尔的所有维护合同都旨在帮助您最大
限度地提高硬件的正常运行时间，同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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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限度地降低与生产和员工健康相关的 

成本与风险。

如果您需要按照自己的应用与行业需求 

量身定制气体检测解决方案，请咨询您 

的销售代表或访问  

https://sps.honeywell.com/us/en/

products/safety/gas-and-flame-

detection/industrial-fixed/ 

searchzone-sonik

希腊-马耳他-以色列
Honeywell Safety Products Iberica SA

Calle Josefa Valcárcel 24 - 5a 

Planta CP. 28027

Madrid, España

电话：+34 91 676 45 21

电子邮箱：info-spain.hsp@honeywell.com

技术问题请联系工业安全 PPE 技术支持
免费电话：00 800 3344 2803 

（欧洲免费电话）
电话：+44 (0) 1698 647 087 

（付费电话）
电子邮箱：IS.PPE.TECHSUPPORT.

EUROPE@honeywe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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