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生活由潔淨空氣開始

您的室內空氣淨化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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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全球日益惡化的空氣污染問題已引起普羅大眾的高度關注。不論在任何場所，我們每日都無可避免地

吸入許多有害物質，個別地區的空氣污染情況甚至遠遠超出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所制

定的安全標準。

空氣污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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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有想過我們每天吸入了多少空氣污染物？

香港的空氣污染問題 珠三角洲的工廠及發電廠

測試旺角彌敦道的懸浮粒子數量　
(每公升空氣有1,414,996粒懸浮粒子，超出世
衛指引24倍**）

測試加拿大戶外的懸浮粒子數量　
（每公升空氣有4,604粒懸浮粒子）

*ParticleScan懸浮粒子測量儀用鐳射感應準確地量度出每公升空氣中大過或等於0.3微米的懸浮粒子量。
**世界衛生組織《空氣質素指引》：可吸入懸浮粒子建議水平為每立方米20微克，約每公升空氣60,000粒。

成年人每次呼吸約吸入一公升空氣。*

世衛指引建議安全水平為每一公升空氣約60,000粒懸浮粒子**

在加拿大，每一公升的空氣中只有低於5,000粒懸浮粒子。

在香港，每一公升的空氣中有超過1,000,000粒懸浮粒子。

你知道嗎？

所有IQAir®空氣淨化系統均有全面保養，確保最佳的過濾效果。

IQAir®的使用者如有需要，可要求代理商提供免費的空氣質素測試。

(只在個別城市提供及每年享用一次此項服務)

IQAir®的維修團隊均接受過專業培訓，並提供上門的售後服務。

專業的售後服務

IQAir®空氣淨化系統為全球第一部最先進的民用空氣淨化系統
自1963年， IQAir®生產商一直專注處理室內空氣污染問題，憑藉多年經驗，鑽研出全球最精密的空氣淨化系

統，並備受各地醫院、實驗室及醫療工具生產商所採用。除致力發展醫療界及商界的空氣淨化系統外，

IQAir®生產商亦留意到大眾對空氣淨化機的需求，讓大眾於任何場所內亦能享受無污染環境。再者，所有

IQAir®均在瑞士原廠製造，以確保整套系統保持在最佳的標準。

關於 IQAir®

IQAir®的全球第一
IQAir®是全球第一部民用空氣淨化系統的生產商。

IQAir®是全球第一部空氣淨化系統的生產商會獨立測試每部 IQAir®，以保證每部 IQAir®的過濾效果都達至最

高要求。

IQAir®是全球第一個空氣淨化系統品牌會在送貨當日為客人提供免費空氣質素測試，以確保每部送抵府上

的IQAir®空氣淨化機擁有最佳的過濾效能。(只在個別城市提供此項服務)

IQAir®是全球第一部空氣淨化系統可配合靈活彈性的安裝方法及不同濾芯以針對各類型的空氣污染物，方

便迎合不同客人的需要。

IQAir®是全球第一部空氣淨化系統被香港所有醫院所採用。

獨特機身設計及智慧型控制功能

獨特的摩打設計，置有特制防撞墊，操作寧靜耐用，能二十四小時三百六十

五天無間斷運作。

防漏設計，有別於一般空氣淨化機，即使長時間使用都能夠防止污染物進入

機身。

備有智能式控制面板，可顯示過濾芯的壽命，並有時間制裝置及多國語言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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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室內，隨時可享受到的
      潔淨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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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中的污染物

微粒類污染物

氣態性污染物

種類

細菌及病毒

霉菌孢子

極細微粒

花粉

塵蟎及其排泄物

煙塵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甲醛

臭氧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二氧化氮

患上傳染病或疾病

刺激眼睛、喉嚨及肺部
導致呼吸道疾病

刺激眼睛、鼻腔、喉嚨及肺部
導致呼吸道疾病
增加患癌風險
長期處於高濃度水平可致命

刺激眼睛及肺部
長時間接觸會導致呼吸道及肺部疾病
長期處於高濃度水平可致命

導致心血管疾病、血管閉塞
疲勞、噁心、呼吸急促
損害判斷力
長期處於高濃度水平可致命

導致疲勞
降低判斷力
加重心臟負擔
病毒細菌容易傳播

刺激眼睛及肺部
導致呼吸道疾病

導致過敏反應

在吸煙區的懸浮粒子

數量:每公升空氣

超過1,600,000粒，

超出世衛指引27倍。*

新裝修兒童房間的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濃度超過5,200ppb，
超出環保署指引20倍
。**

多人會議室內的

二氧化碳濃度高達

2,529ppm，超出

環保署指引2倍多。**

室內的甲醛濃度高達

200ppb(即0.2ppm)，

超出環保署指引2倍多

。**

新造衣櫃所含的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濃度

高達4,000ppb，超出

環保署指引16倍。**

*世界衛生組織《空氣質素指引》:可吸入懸浮粒子建議水平為每立方米20微克，約每公升空氣有60,000粒。(成年人每次呼吸約吸入一公升空氣)

**香港環保署的《空氣質素指標》訂出以下指標：二氧化碳(少於1,000ppm)、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少於261ppb)及甲醛(少於81ppb)。

工業大廈的升降機門外

懸浮粒子數量：每公升

空氣超過1,900,000粒，

超出世衛指引32倍。*

經IQAir®淨化過的房間，室內每公升空氣中的懸浮粒子數量大大降低。

源頭                對身體的潛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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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子(正或負離子) 

Ionization

紫外光燈

UV Light

光觸媒 

Photocatalytic Oxidation, 
PCO, TiO

臭氧(活性氧) 

Ozone, O

電子集塵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EP

活性碳 

Activated carbon

市面上一般HEPA過濾網

Common HEPA filter

空氣淨化機的種類            優點                        缺點

比較不同種類的空氣淨化技術
國際認可的 Interbas ic  Resources  Inc.化驗室抽查市面上數款空氣淨化機

的 過 濾 效 能 。 結 果 發 現 I Q A i r ®的 過 濾 效 能 最 高 。 以 下 圖 表 顯 示 了

H y p e r H E P A ®過濾網過濾不同體積的懸浮粒子之有效程度。實驗証明

IQAir®之HyperHEPA®過濾網能有效對付病毒、細菌、煙塵、致敏原、霉菌

孢子及花粉等懸浮粒子。再者，世界衛生組織(WHO)及美國疾病控制中

心(CDC)均認為HyperHEPA®過濾網保證能有效隔絕微粒、細菌及病毒。

於2003年香港沙士爆發期間，IQAir®被當地所有公立和私立醫院所採用，藉

以保障病人和醫護人員的健康。

IQAir®的HyperHEPA®過濾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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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真正把粒子清除，只是將粒子黏到其他

物件上。

有機會令粒子黏到使用者的臉上或身體各

部份。

當粒子過了一段時間後，其電極會回復正常，

它們會再次懸浮於空氣中。

不能過濾氣味和氣體。

部分離子產生器會釋出臭氧。

能暫時性減少空氣中的各類懸浮粒

子，包括病毒、細菌等。

廉價的空氣淨化技術。

能殺滅細菌、病毒等。

能清除部分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能分解部分氣味。

用高壓電把粒子的電極改變，

令它們黏着，不能再釋放出來。

低風阻。

用吸入方式處理氣態性污染物。

最安全和最普及的處理氣味的

技術。

濾網是利用纖維編織而成，能

有效過濾懸浮粒子。

不會製造有害物質。

最安全和最普及的過濾微粒的

技術。

能殺滅細菌、病毒等。

能分解氣態性污染物。

利用紫外光把近距離的微生物

殺死。

廉價的空氣淨化技術。

不能清除粒子。

未能清除氣味和氣體。

不能殺滅隨空氣高速流動經過紫外光燈的細菌。

不能清除粒子。

有可能把其他化合物分解成有害物質，如酒精

能分解成有害的甲醛。

不能殺滅隨空氣高速流動經過光觸媒的細菌。

要有紫外光燈輔助，才能產生效能，但有機

會釋出臭氧。

過量的臭氧對身體有害，影響肺部，導致哮喘

發作。

不能清除粒子。

沒有證據顯示少量臭氧能夠真正殺滅細菌。

需要定時用量度臭氧的儀錶來監測濃度。

會釋出臭氧。

當表面積聚過多粒子時，整體過濾能力降低。

未能有效清除氣態性污染物。

有發生火警的危險。

活性碳有飽和的時候，因此要經常更換。

當處理高濃度的氣態性污染物時，需要活性碳的份

量相對提高，因而增加整體空氣淨化機的重量。

需要特別的儲存環境，否則容易失去效用。

濾網造成風阻，故需要強力摩打抽風。

為配合HEPA過濾網的面積，空氣淨化機的機

身較大。

市面上大部份HEPA的濾芯未能通過EN1822的
濾網效能測試，不保證能過濾病毒。

如HEPA過濾網安裝時與機身的接駁位置有空

隙，會令粒子、病毒細菌積聚在空隙及過濾網

底部，而且不斷回送到室內，成為空氣污染

的源頭。

在沒有安全標準下更換過濾網，令污染物擴散

回室內。

未能有效清除氣態性污染物。
IQAir®空氣淨化機
(HyperHEP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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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QAir®奪得最多世界第一的殊榮及嘉許，包括：

過濾所有極細微粒，包括傳染性病毒、細菌等

針對過濾超過2,000種氣態性污染物及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 (適用於CleanZone 5300系列)

過濾效能得到保證

最高效能的可坐地式大型民用空氣淨化系統

IQAir® CleanZone系列空氣淨化系統，集合高效能、高風量、低噪音的特性，

為市面上最大型空氣淨化系統。
American Lung Association Partnership
自2004年起，IQAir®一直是美國肺臟協會的合作夥伴。雙方透過教育公眾認識室內空氣質素的重要性，

從而加深普羅大眾對哮喘病及呼吸道感染疾病的了解。

Stiftung Warentest “Test Winner” in Test 9/98
德國的消費者權益組織曾測試過市面上10款空氣淨化機，只有IQAir®能被評為最有效阻隔空氣中的懸浮

粒子的空氣淨化機。

Consumer Digest’s “Best Buy” Award 2006/2011
1960年創立的美國《消費者文摘》曾於2006年及2011年授予IQAir®空氣淨化系統「消費者最佳選購貨

品」標誌。

Consumer Guide “Best Buy” Award 2005/2006
美國博聞網(howstuffworks.com)所設立的「消費者指南網頁」評論市面上各款空氣淨化機，認為IQAir®

的空氣淨化機傲視同群，不論在價錢、效能、操作方法、功能均得到最高評級。

Reviewboard.com “Best Buy” Award
IQAir®被英國Reviewboard網頁評定為「最佳之選」。

Allergy Buyers Club 2003-2006/2011
美國Allergy Buyers Club對市面上各類型有關過敏症或哮喘的產品作出評級，在芸芸產品中，只有IQAir®

系列的空氣淨化機能取得該組織的最高評級 – 五星評級。

Consumer Search 2005/2006
美國的Consumer Search參考了消費者的意見，認為IQAir®系列是「過敏症病人的最佳選擇」。當考慮

過其他空氣淨化機的質素評級後，Consumer Search認為IQAir®空氣淨化機顯然是消費者必然之選。

Newsweek Magazine on IQAir®
美國的Newsweek的檢測人員說：「我們將IQAir®空氣淨化機放置於已塵封二十年的地牢裏；兩日後，房

裏所有發霉的氣味完全消失了。」該雜誌亦推介IQAir®的設計甚至可應用於更大的面積。

Cigar Aficionado Magazine on IQAir®
「我們將放置了GC MultiGas濾芯的IQAir®放置於美國的Cigar Aficionado的辦公室一處較正常辦公室空

氣混濁的地方；實驗証明，GC MultiGas濾芯能瞬間完全清除房間裏的雪茄味及煙味。」

Extreme Makeover 2004 – 2009
自2004起，美國電視廣播頻道(ABC)的Extreme Makeover節目一直與IQAir®合作，為無數家庭建造

優質潔淨的無污染家居。

應用範圍廣泛高效能

低噪音

安全程度達到醫院及實驗室的規範標準

符合美國職業安全及健康部 (OSHA)及美國疾病

控制及預防中心 (CDC)的指引，適合應用在空氣

傳播的感染控制上

專業認可

CleanZone系列風量高，能應用於1,000至

5,000呎大面積 (即100至500平方米，2.7米高 )

的場所或地方

可因應個人需要配置不同的過濾芯，以迎合不

同環境的需要，包括專業用途、公共機構、工

商業及住宅別墅等

適合應用在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FDA) 所規

範之受控環境
CleanZone 5100被置於一間50平方米的房間作效能

測試，測試環境不密封，並接駁一般的中央通風系

統。系統於10分鐘內 (最高風速運行下 )，由每公升

空氣超過85,000粒懸浮粒子降低至每公升空氣少於

5,000粒，有效減少室內達95%粒子，即使於低風速

下運行20分鐘，CleanZone系統亦能達到90%的過濾

效能。於受控環境下，CleanZone能降低粒子類污染

物高達99%，即改善空氣質素100倍。

測試實例

使用CleanZone 5100下微粒減少圖表(房間為125立方米)

運行時間(分鐘)

大
過
或
等
於0.3

微
米
懸
浮
粒
子
數
量 (
每
公
升
空
氣)

風速10: 約20次換氣率 (每小時)
風速6:  約12次換氣率 (每小時)
風速3:  約6次換氣率 (每小時)

超靜音運行，運作時聲量不易被察覺，更符合

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建議醫院環境噪音水平*

*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建議醫院環境噪音水平應維持於45分貝以下

低噪音

醫療中心/診所/醫院

實驗室

深切治療部

隔離病房

手術康復室

機械工作室

緊急醫療服務單位

晶片製造廠

停屍間

護理室

檔案室 

圖書館

機場

食堂

幼稚園

博物館

學校

別墅

酒吧/餐廳/酒店/賭場 

辦公室

印刷店

吸煙房/雪茄店

會議室

藝術品修復與保護

數據儲存室

美甲及美容中心

健身室及健康中心

專業            民用       工商業



5.無間斷運行摩打
超靜音設計，能二十四小時三百六十五天
無間斷運作

3.手柄
靈活配置

4.智能式控制面板
可顯示過濾芯的壽命，並有時間制裝置及
多國語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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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特點

6.入風位
與出風位距離最遠可達到最佳空氣環流

可接駁喉管製造正壓及負壓環境

2.主濾芯
可獨立配置不同濾芯針對各種污染物

7.可負重腳輪
能輕易移動及快速緊急調動

1.出風位
與入風位距離最遠能確保最高空氣淨化效能

可接駁喉管製造正壓及負壓環境

智能式控制面板可根據客人

需要安裝於牆上，以便調控。

技術規格

濾芯

最高空氣輸出率

懸浮粒子過濾效能

(大過或等於0.3微米)

重量包括濾芯

噪音

體積(包括腳輪)

其他特點

耗電量

用電規格

前置濾芯

多用途氣體濾芯(標準)

針對性氣體濾芯(可配置)

   2,400立方米/小時

   大過或等於99.97%

        75公斤

                    38-73分貝

               643 x 643 x 1943毫米

              230V；50Hz；25-500W

                            220-240V；50/60Hz

    1,800立方米/小時

     
    大過或等於99.97%

         120公斤

        MultiGas    GCX濾芯
    (12支；共31公斤)

      ChemiSorber GCX濾芯
    (12支；共42公斤)

      820立方米/小時

      大過或等於99%

          32公斤

        30-48分貝

    730 x 250 x 1910毫米

    230V；50Hz；18-90W

         

       ChemiSorber GCX濾芯
    (4支；共14.6公斤)

甲醛、硫化氫、二氧

化硫等

粒子濾芯

       無間斷運行摩打；10種風速以供選擇；
             過濾網壽命及更換提示

   PreMax   500高容量微粒濾芯(F9級/MERV16)；
               過濾面積17平方米

    HyperHEPA®700滾桶型
          H12/13級濾芯；
    過濾面積28平方米

    HyperHEPA®300滾桶型
           H12/13級濾芯；
    過濾面積12平方米

    HyperHEPA® H11級濾芯；
    過濾面積12.8平方米

              VOC GCX濾芯
    (12支；共24公斤)

             AM GCX濾芯
    (12支；共28公斤)

               Hg GCX濾芯
    (12支；共28公斤)

          AcidPro GCX濾芯
    (12支；共28公斤)

              VOC GCX濾芯
    (4支；共7.8公斤)

               AM GCX濾芯
    (4支；共9.8公斤)

               Hg GCX濾芯
    (4支；共9.8公斤)

           AcidPro GCX濾芯
    (4支；共9.8公斤)

  無間斷運行摩打；5種風速以
供選擇；過濾網壽命及更換提示

型號

CleanZone 5100                   CleanZone 5300                          CleanZone SL

比較表

-

-

-阿摩尼亞及其他鹼性物質

水銀毒氣

高酸性氣體

-

-

        TM

         TM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如苯、甲苯、二甲苯)、

氯、二氧化氮等

      TM

-

-
 各種CleanZone系列都能夠接駁喉管作不同安裝方法。

MultiGas    GCX濾芯
(4支；共9.8公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