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業消毒器材系例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全球性的爆發改變了我們以往的生活觀念和
方式。這種可怕致命的病毒讓我們談“冠”色變。遺憾地在這次疫
情爆發之前, 我們都沒有太多地關注公共衛生安全，但是經過這次
慘痛的教訓，今後我們非常有必要在公共消毒工作上採取更加積極
主動的意識和行動。

因此，我們強和工程有限公司將隆重推出全系列的消毒設備產品，
為我們的生活及工作環境提供多種安全高效的消毒解決方案，以有
效保障我們的健康安全。

我們的消毒設備系列裡包括：手提式輕便消毒機、背負式的恆壓噴
射消毒機，手推車式高溫蒸汽消毒機，車載式機動消毒機，智能感
應消毒通道，高效節約的渦輪消毒機。分別適用於多種不同類型的
公共場合：辦公室，學校教室，便利店，餐廳等各種小型室內場
合；商場超市，醫院，學校，辦公寫字樓，廠房，政府機關，酒
店，交易會，高鐵站和客運站，火車站，機場，公園景區，碼頭，
邊境關口，運動場等各種中大型室內外場合。

歡迎對消毒產品進行致電或在線詢價，我們的業務團隊定竭誠為您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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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y + Air
輸出60 l/min 
        氣體+液體

工作壓力2 Bar 
  / 30 PSI

ISO 9001-2015
質量體系認證

SANY + AIR 輕便型霧化消毒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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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Y + AIR
SANY + AIR 消毒機是NARDI 公司新型
醫用無油壓縮機系列中的王牌，專為防疫
消毒而設計。由於此設備可將消毒液霧化
處理，因此，可以對多種類型的環境和物
體表面進行消毒。如：可用在醫院，辦公
室，家庭，學校，酒店客房等 小型室內 
場所，可噴灑在電子設備，計算機，電
話，織物，家具，衛生潔具等物體使用。
全意大利製造和認證的組件，其高效率和
高性能允許您長期不間斷噴霧消毒。
SANY + AIR 是一款低壓無油壓縮機，
配有壓力槍，可以用非常少量的氣體噴灑
消毒產品。

優質耐用
拿迪利用其多年無油壓縮機的研發設計生產
技術經驗，匠心為您推出此款外觀設計時
尚，性能實用的SANY + AIR 消毒機。
它裝有一個小巧但強勁的機心和極其耐用的
泵組。所使用的堅固材料使此小型無油壓縮
機能夠連續工作許多小時而無需任何維護，
非常高效穩定。壓縮機上配有壓力調節器，
壓力表，可直觀快速調節旋鈕來獲得所需工
作壓力。
事實上，這款無油壓縮機，其技術與醫療行
業的專業用途相同，例如牙科診所的壓縮機
系列。高質量值得您的信賴!

操作簡單
SANY + AIR 是一款操作簡單，方便易用
的霧化消毒機。結構緊湊，輕巧便攜，方便
收納。一旦將待噴灑的液體倒入小罐中，插
頭插入電源插座，只需按下紅色的開關按
鈕，借助無油壓縮機上的減壓器和流量調節
器，就可以確定噴霧的強度和汽化液滴量。

高效節約
SANY + AIR 它具有恆量的噴霧特性，使
消毒液產品可以均勻地灑落在物體的表面
上。霧量大且顆粒細膩如煙。因此，它不需
要（花較長時間）風乾。配有5 米長的螺旋
管，可以在任何地方、物體週圍快速自由地
移動，360°無死角。
消毒產品一滴也不會浪費，因為一旦與壓縮
空氣混合，它就完全轉變成一種微型霧化狀
態，對您的環境進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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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無油壓縮機
2. 主開關按鈕
3. 壓力調節器
4. 壓力計
5. 5 米柔性螺旋管

6. 噴霧調節器
7. 噴霧槍
8. 小型700 毫升消毒液霧化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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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縮機型號 階段 流量 壓力 功率 階段 轉速 噪音 重量 尺寸
类型 N° l/min. - C.F.M. - m3/h Bar - Psi HP - kW 类型 Rpm dB KG-Lbs CM(LxWxH)
Sany + Air 1 100 -  3.5 - 6 2 - 30 0.5 - 0.35 單相 2800 72 8 - (18Lbs)) 50 x 17 x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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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2S 除塵加濕
全球最靜除塵加濕渦輪機
專門研發的超靜渦輪機，在半徑20 米範圍內的噪聲排放為60 分貝（A），不會對周圍環境帶來干
擾。渦輪機設有兩種級別的轉速，可在25 到65 米範圍內靈活噴射細水霧，水霧與空氣中的飛塵凝
結後降落在地面上達到除塵加濕的目的。得益於先進精湛的閥門調控技術，可以簡單控制輸出3 種
不同級別的水流量，能夠有效針對不同環境的飛塵問題。水流量為16-100 l/min。支持遙控器進行
遠程操作，可代替大量人工現場除塵工作，減少或避免工作人員近距離接觸現場，有效保障他們的
健康安全。

V12 獨特之處

• 新款V12S 比前代車型更小巧緊湊，轉彎速度快很多倍；
• 兩種不同級別的轉速：V12S 的定制發動機可以在3kW（達到35 米）和11kW             

(達到65 米)下運行。
• 易於接近和快速清潔的濾水器。
• 提供一體化解決方案（包括發電機和水箱）。
• 3 種不同流量模式可針對不同環境的使用。

典型使用場所

非常適合在城市中心或對噪音級別和空氣要求高的地區工作。例如：城市開發區建設工地、
拆遷工地等所有類型的露天作業現場；水泥廠、混凝土處理廠、物料和礦產品露天堆料廠、
回收廠垃圾堆放場、垃圾焚燒廠、及卸料區、卡車卸料口、機械作業局部揚塵、木材加工家
具廠，儲煤場，碼頭堆場等揚塵處理；飛機場、高速公路、大型客運站、戶外運動場地、炎
熱場地，公路街道等除塵加濕降溫。

在一定情況下，也有助於霧霾天氣地區的空氣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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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特性
額定電壓 400 V
頻率 50 Hz
額定電流 31 A
電源連接 5x32 A
額定功率-渦輪 3*/11 kW
額定功率-混合泵 4 kW

尺寸
長（含托架） 1820 mm
寬（含托架） 1145 mm
高（含托架） 1885 mm
無轉向底盤長度 2225 mm
有轉向底盤長度 2885 mm
寬（含底盤） 1795 mm
高（含底盤） 2035 mm

重量
含托架重量 600 Kg
含前輪和底盤 660 Kg
僅機器 450 Kg

其他
操作溫度 -5℃ 至+45℃
渦輪傾斜 -18°至+40°
自擺 350 °
射程（最大） 25-35*米/ 50-65 米
聲壓級別 LA 20 米 60* / 63 db(A)

水
流量 16 - 100 l/min
供水壓力（最小） 3 Bar
濾水器 125µm / 120 mesh
水管接頭-2 英吋 凸輪鎖
可選 “C”Storz 接頭
可選 UNI 45

噴嘴配置
噴嘴頭，外圈 12 pcs
噴嘴頭，內圈 18 pcs

注：上表標有* 的數據是指在減速時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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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2SO 除臭消毒
行業首款細水霧除臭消毒渦輪機
V12SO 型渦輪機是專門為除臭消毒而研發的。噴嘴產生細水霧，利用渦輪將水霧散佈在廣闊的區
域。可利用遙控器遠程操作渦輪機，可代替大量人工現場除臭殺毒工作，減少或避免工作人員近距
離接觸現場，有效保障他們的健康安全。
混合泵可將水和除臭劑混合在一起，通過渦輪機產生噴霧來中和難聞的氣味。因為渦輪機可達到50 
米遠噴射距離，所以能有效解決針對於大面積區域散發出來的難聞氣味問題。同理，混合泵亦可加
入水和適量的消毒液進行混合，通過渦輪機產生噴霧，對眾多人流密集的公共場所進行有效殺菌消
毒。

與市場上現有的其他解決方案（生物過濾器、洗滌器、排氣系統，消毒機，人工手動消毒機等）相
比，運營成本極低且高效。

V12SO 獨特之處

• 解決異味只需通過此機器將水和少量除臭劑混合，產生噴霧與氣味分子結合併將它們帶到地面上
進行分解。

• 也可加入適量的消毒液和水混合後，進行有效噴霧消毒殺菌。
• V12so 具有低耗水、高效率的特點。
• 渦輪機工作產生60 分貝（A）聲音，不會給周圍環境帶來噪音干擾。

典型使用場所

任何產生難聞氣味的地方，如在回收場，堆肥廠，垃圾填埋場，垃圾中轉站，污水處理廠，服務區
公共廁所，畜禽養殖場，大型屠宰場等。

任何需要消毒殺菌的公共場所，如：大型商場，大型醫院，大廠房，辦公樓，學校，隧道，大型高
鐵站和客運站，火車站，機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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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特性
額定電壓 400 V
頻率 50 Hz
額定電流 23 A
電源連接 5x32 A
額定功率-渦輪 11 kW
額定功率-混合泵 0.75 kW

尺寸
長（含托架） 1650 mm
寬（含托架） 1200 mm
高（含托架） 2370 mm
無轉向長度（底盤） 1860 mm
有轉向長度（底盤） 2360 mm
寬（含底盤） 1900 mm
高（含底盤） 2400 mm

重量
含托架 470 kg
不含前輪含底盤 510 kg
含底盤和前輪 550 kg
僅機器 390 kg

其他
工作溫度 -5℃ 至 +45℃
渦輪傾斜角度 0° 至 +52°
自擺角度 360°
射程（最大） 30*/50 米
聲壓級別 LA 20 米 60*/63 db(A)
添加劑容器容量 30 l

水
水流量 4 l/min
供水壓力（min.） 3 bar
濾水器 1µm / 12,000mesh
水管接頭-3/4 英吋 GEKA®
工作壓力 70 bar

噴嘴配置
噴嘴環，噴嘴 80µm 12 pcs

注：上表標有* 的數據是指在減速時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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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消毒通道

消毒通道是通過高品質大功率設備產生噴霧，霧量
大可將通行人員徹底籠罩，進行全身消毒，借助光
柵或其他輸入感應，噴嘴可自動打開，消毒完成，
人員離開後，可自動關閉。由加藥混合泵自動將所
用適當的消毒劑混合在水中，通過噴嘴噴射形成超
細水霧，並沉積在衣服、鞋子、手、袋子等表面實
現消毒。消毒舒適感好，無淋雨感。可輕鬆便捷地
殺滅病毒、細菌，但對人體，動物和環境無害，切
實保障人員健康和環境清潔。

消毒通道組成
通道的標準尺寸為2.5m（高）x 1.5m（寬）x4m（長）。但是，尺寸也可以根據客戶需求進行調
整。通道由以下部分組成：

• 鋁製泵箱外殼，包括：
 -帶光柵和時間繼電器的開關櫃
 -高壓泵（70 巴），水流量2L/min
 -自動加藥混合泵
 -固定器（用於固定5 升大消毒劑容納罐）
 -濾水器
• 不銹鋼支架
• 結實的防水油布（卡車油布）
• 不銹鋼噴嘴管
• 組裝時間僅約15 分鐘
由於泵箱結構堅固，可防止人為破壞。
注意：必須始終使用飲用水和合適的消毒劑產生噴霧。



13

典型使用場所：適用於醫院，超市，商場，景區，社區，車站，高鐵站，機場，工
地，會場，學校，辦公寫字樓，政府機關，酒店，交易會，戶外娛樂場所，倉庫，各
種中大型賽事現場，碼頭，  邊境關口等人流密集的公共場所入口。

（溫馨提示：可自行購買體溫檢測儀，人臉實名制管理系統、人臉門禁考勤管理系
統、訪客管理系統等應用管理系統搭配使用，滿足體溫檢測、身份識別和門禁通行控
制的複雜應用場景需求。 ）

泵箱技術參數
電氣

重量 水

尺寸
標準電壓 220V

頻率 50Hz

功率 1.6kW

泵箱 52Kg 入水口壓力 最小1 bar

水流量 最小3 l/min

長 800 mm

寬 500 mm

高 54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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