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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伊格电信（全球）

• Colt（全球）

• Digital Realty Trust（全球）

• Equinix（全球）

• Facebook（卡塔尔）

• Global Switch （全球）

• 华为

• Interxion（全球）

• Khazna 数据中心（阿联酋）

• Nexity（卡塔尔）

• NTT（全球）

• SFR（全球）

• Telecity（全球）

• Teraco（南非）

• Verizon（全球）

• VIPNET（克罗地亚）

• 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法国）
• 布鲁克斯自动化
• 美光（新加坡，大中华区，美国）
• MMi洁净室（中国）
• 诺和诺德（美国）
• 赛诺菲（法国）
• 台湾奇美半导体厂
• 台湾移动
• 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

• 荷兰银行（全球）

• 美国银行（法国）

• 巴克莱银行（全球）

• 法国巴黎银行（全球）

• CNP 保险（法国）

• 瑞士信贷（全球）

• 德意志银行（全球）

• 星展银行（全球）

• 高盛（全球）

• 汇丰（全球）

• 摩根大通（全球）

• 麦格理银行（瑞士）

• 科威特国家银行

• 法国兴业银行（全球）

• 渣打银行（全球）

• 瑞银（全球）

•   空客（法国）
• 阿布扎比陆上石油公司（阿联酋）
•  ARAMCO（沙特阿拉伯）
• 法国电力（法国）
• 富士通（英国）
• IBM（法国）
• 石油开发（阿曼）
• 卡塔尔石油公司（卡塔尔）
• 泰勒斯（法国）

• 道达尔公司（法国）

• 阿布扎比投资局总部（阿联酋）

• 彭博（英国）

• 德勤总部（英国）

• 欧洲议会（比利时）

• 金融时报总部（英国）

• 假日酒店（新加坡）

• 香港-珠海-澳门大桥（中国）

• 中东广播中心大楼（阿联酋）

• 卢浮宫博物馆（法国;阿联酋）

• 国家图书馆（法国）

• Omniturm（德国）

• 卡塔尔地铁红线（卡塔尔）

• 圣戈班塔（法国）

•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阿联酋）

• 欧洲专利局（德国）

• 剑桥大学（英国）

数据中心&电信

实验室/洁净室

银行和金融机构

工业 

公共与商业机构

水、酸泄漏检测系统安装案例

油液泄漏检测系统安装案例

TTK装备了欧洲500多家大型数据中心，亚太地区120多家大型数据中心，并在全球装备了660多个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数据中心。

TTK的漏油检测系统保护不同类型的场所及环境，使其免受石油、柴油、燃气油等泄漏引发的危险。

水
泄漏检测 

酸液
泄漏检测 

油液
泄漏检测 

国家 客户 监控区域类型大陆/洲

法国

英国

丹麦

德国

冰岛

克罗地亚

阿联酋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阿曼

卡塔尔

刚果

毛里求斯

中国

南韩

新加坡

波利尼西亚

澳大利亚

加拿大

美国

能源供应商

银行总部

炼油厂

电源制造商

生物医药制造商

油罐运营商

医院

机场

电信运营商

政府办公室

电力和水供应商

机场

电信

石油天然气公司

私人公司

数据中心

能源供应商

空军基地

美国跨国能源公司

管道公司

欧洲

中东

非洲

亚太

美洲

加油站 - 地上储罐，转塔监控

燃料室和日间油罐

异地阀门

油坑泄漏检测

发电机和柴油供应管道

3个地上储油罐（直径72米）

地下柴油管道

喷气燃料供油系统的地下管道

5个站点的发电机，油箱及燃料管沟

发电机和柴油供应管道

发电机和柴油供应管道

停机坪供油系统的地下管道

发电机房

48个地点的土壤监测井

柴油罐

发电机和柴油供应管道

炼油厂

油坑泄漏检测

炼油厂 - 原油地下管道

地上管道站和地下管道

为了保护我们的客户信息，客户准确名称未在此表中列出。

美国
Thomas Sales & Marketing Inc. 
TTK Master Distributor For USA
7200 W 66th St
Bedford Park, IL 60638
The United States
Tel. +1 630-518-4724 
dmolk@ttkusa.com
www.ttku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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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精确的检测

   可靠的检测：独特的线缆结构（拥有专利保护）可

有效避免由于冷凝水、金属或灰尘引发的警报

   同步泄漏检测，因为发生泄漏的同一区域可能藏有

另外一处泄漏

   可寻址系统：每条检测线缆里均安装了微芯片

   系统反应速度快 & 线缆可重复使用

   TCP/IP（传输控制/网络通讯协定）连接、MODBUS

一体化 

   系统使用寿命长、设备维护的需求低

TTK是欧洲领先的液体泄漏检测系统制造厂商，具有三十
年专业制造及丰富的市场经验。公司自主研发的微芯片嵌
入式传感线缆在7个国家持有专利，使其成为当今全球市
场上唯一真正全数字和可寻址的水、油和酸性液体泄漏检
测系统。

自成立初期起，TTK总部、研发中心和生产设施一直设在
法国巴黎。为了确保生产链上每一个产品的高品质和可靠
性，三十年来，公司所有产品都坚持在法国生产，并经
过严格测试。TTK产品拥有多项公认的国际安全和特定认
证，如UL，FM，TUV/GS，IEC和ATEX。自2018年起，公司
推出行业独一的10年产品质量保障服务。

  节能：无须从属模块，大大降低

电能消耗

 节约成本：降低设备成本和维

修成本

 设计简约、安装方便

 适用于大中小区域监控的多元化

解决方案 

 适合并已广泛用于数据中心、洁

净室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TTK 还能为您带来什么？ 

TTK的主要子公司设在伦敦，法兰克福，香港，新加坡，
迪拜和渥太华等战略性城市。TTK的泄漏检测系统被广泛
安装于欧洲，中东，美洲，亚洲和非洲的64个国家的多种
类型的商业及工业场所。

从前瞻性设计理念到产品模型的多次改进，从创新材料的
选择到专利产品的研发，TTK的研发团队以不断创新为宗
旨，专注于提供比市场上已存在的传统方案更优异的泄漏
检测方案。

TTK: 欧洲领先的液体泄漏检测系统制
造厂商 

TTK系统的技术优势 

液体泄漏风险

诸如数据中心、呼叫中心、银行传输系统、空中交通控制中心和半导体厂等关键技术环境旨在实现“24/7”零安全缺陷。

未检测出的液体泄漏会导致出现极为严重的财产损失或人员损失。

油液(碳氢化合物)泄漏的危险
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中，油(碳氢化合物)泄漏可对人员，企业及生态系统造成不可

逆转的损害。该部门相关的行业规章制度对这一情况也日益重视。

在建筑环境中，发电机上未检测到的柴油泄漏可导致运作系统瘫痪，从而造成严重

的财产损失。该损失在数据中心，医疗保健场所，机场及其他关键技术环境中尤其

严重。

有鉴于此，是时候考虑使用一种真正有效的检测系统来保护您的生产线、分配网络

及柴油发电机，使其免受油液泄漏所带来的危害了。

应用

TTK系统被用于保护数据中心，关键IT基础设

施，电信设施，供水系统以及银行、军队、政

府、博物馆和实验室场所。

作为制造厂商，TTK有能力为客户提供个性化

的解决方案。

应用

机场，服务站，地下管道，炼油厂

以及数据中心，通过对石油、柴

油、原油、喷气燃料等不同类型的

油液或碳氢化合物的检测，这三种

漏油检测线缆已在全球多个项目中

成功证明了它们的有效性。

TTK 数字化泄漏检测系统 

数字化泄漏检测系统FG-NET和FG-SYS由一系列数字化检测线缆和检测主机

组成，这些检测线缆安装在高架地板下方，天花板上方，水管道旁，设备

四周，电梯槽底以及任何有泄漏风险的地方，为重要区域提供不间断的保

护。

线缆与数字化检测主机连接，如果一条线缆上出现泄漏，检测主机会迅速

发出警报，并在一张交互式地图上（FG-NET检测主机的功能）显示出泄漏

位置（精确到米），确保相关人员可以尽快采取行动，从而缩短故障处理

时间和停机时间。

数字化检测主机还可以：

 向BMS、电脑或其他远程设备发送警报信息。

 以电子邮件和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 Traps)的形式通过传输控制/网络

通讯协定(TCP/IP)网络发送警报信息。

TTK三种特定应用的油感应线缆
TTK提供“FG-OD系列”漏油检测传感线缆，可重复使用，对水，无机污染物及外部

压力不反应，并具有ATEX认证。与不同的数字监控主机或以点式传感器的形式使

用，它们可快速检测和定位碳氢化合物的泄漏。

为了涵盖建筑环境和石油天然气行业的不同应用环境，TTK通过在制造过程中对线

缆进行不同灵敏度的精密配置，研发出三种特定应用的油感应线缆。高灵敏度线缆

可对轻质和中等馏分油提供非常迅速的响应，对重油和碳氢蒸汽反应，建议在清洁

环境中使用；而低灵敏度线缆对蒸汽或低污染物不反应，适用于在密闭环境中对挥

发性油液的检测使用；而中等灵敏度线缆则适用范围最广，适合于在不同环境中对

多种碳氢化合物的检测。

水、酸液泄漏检测 油液泄漏检测

数据中心 制药厂--实验室 设备室 管道 储油罐--燃料分配网络 炼油厂-石油化工厂 发电机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