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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空氣淨化品牌 工程系列

Air Treatment Unit
with special application

真正做到殺菌、分解空氣中的致癌物

極耐用濾芯
壽命可長達 12 年

專業解決室內空氣質素問題
安裝工程服務
室內裝修工程

業 務 包 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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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聚解空氣淨化技術
Nano Confined Catalytic Oxidizer

細菌

分 解 化 學 氣 體 殺 死 病 毒 消 滅 細 菌 去除可吸入懸浮粒子

NCCO 專利技術

NCCO 是一個由香港科技大學研發的創新空氣淨化及分解專利技術，產品於政府部門

及公營機構被廣泛使用。全球空氣質素問題日益嚴重，香港科技大學科研人員藉 

NCCO 引領空氣處理革命。

b-Mola 清新鍵品牌

b-Mola品牌提供各類產品，專門處理空氣問題。b-Mola 產品應用了我們在空氣淨

化及淨味方面的專利科技，能有效清除污染物及異味。b-Mola 產品有助創造一個

潔淨無異味的環境，產品分醫療級家用設備及工業設備兩類。

榮光科技

榮光科技服務有限公司 是一間促進生活環境的公司，聯同香港科技大學研發團隊

合作，為室內空氣污染提供解決方案。我們每天都會在不同環境遇到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TVOC），其中包括甲醛、氯（漂白水）、異丙醇（消毒火酒）等，這些物

質都是不能避免的。

我們推介使用氧聚解空氣淨化技術（NCCO）處理空氣中細菌、臭味等問題，透過氧聚解空氣淨化技術，可以將空氣

內含有的化學物質、氣味、病毒、病菌徹底分解成水分子（H2O）及極少量的二氧化碳（CO2），這兩種分解出的

空氣分子對人體均無害，絕對適合我們的服務對象：醫院、診所、學校、安老院等人口密度高，而且病菌容易傳播的

室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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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空氣淨化技術 - 由香港科技大學研發

由香港科技大學創業中心成員研發，已獲得國際認可專利，被評為最高效能、
且最安全的空氣淨化方法，能透過阻隔及消滅依附於塵埃上的多種過敏原、病
毒、細菌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等，而不會釋出氧化劑。經過高效分解空氣中的
污染物後，最終成為水(H2O)及二氧化碳(CO2)等無害物質的純空氣。

高效吸附污染物 產生活氧 分解污染物分子之間的化學鍵 把污染物變成水及二氧化碳 排出系統

污染物、病毒、細菌

O3

已被氧化的空氣粒子 NCCO
反應層 H2O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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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氣 淨 化 過 程

極耐用濾芯
壽命可長達 12 年

氧 聚 解 專 利 技 術
Nano Confined Catalytic Oxidation

NCCO 的原理是一邊高效吸附污染物，一邊產生活氧，分解污染物分子之間
的化學鍵，把污染物變成水分子（H2O）及二氧化碳（CO2）。

相對市面上大部分的空氣淨化技術，如活性碳、光觸媒、負離子等，NCCO 
的效能明顯更勝一籌。以活性碳為例，它只能在一段時間內（壽命一般只有三
個月）吸附污染物，而且不能分解其污染物。當濾芯飽和後，被吸附的污染物
會再次被釋放於空氣中，造成二次污染物，對使用者的健康造成極大的危害。
而NCCO 則可以循環不息地吸附及分解有害污染物，壽命可長達 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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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O 的組件

NCCO 由 4 個主要組件組成：

活氧產生器
預過濾器
納米反應器
排氣裝置

1.
2.
3.
4.

殺菌除臭

殺菌、殺病毒，包括：

細菌名稱 影響（例如）

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鏈球菌
Streptococcus

大腸桿菌
Escherichia Col i

螢光假單胞菌
Pseudomonas Fluorescens

枯草桿菌
Baci l lus Subti l is

傷口
Infection on wound

咽喉
Infection on throat

腹瀉
Diarrhea

肺部
Infection on lungs

全身
infection general

除臭、分解化學氣體，包括：

細菌名稱 影響（例如）

胺、二胺
Amine, Diamine

醛、酮
Aldehyde, Ketone

酯
Ester

硫化氫
Hydrogen sulphur

哥羅芳、甲苯、丙酮
Chloroform, Toluene, Acetone

刺激性氣味
Pungent smel l

油脂、窒息
Suffocating smel l

食物氣味
Food smel l

強烈的腐蛋味
Rotten egg smel l

溶劑天拿水氣味
Solvent/thinner smel l

阿摩尼亞
Ammonia

焦油、尼古丁、甲醛
Tar, Nicotine, Formaldehye

尿味
Urinal smel l

令人窒息的氣味
Choking smel l

裝修使用的化學品

二手煙等有害物質同樣會影響健康

PM2.5 會直接透過呼吸系統進入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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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認證

    

 

消滅細菌

                  

消滅空氣中的細菌（Airborne Bacteria Count） 96.2%

NCCO 技術通過香港中華廠商會（CMA）和認証實驗（HOKLAS）核實，得出以下認証：

                  

消除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達 99.98%

                    

減少可吸入懸浮粒子（RSP）97.1%

                   

減少甲醛（Formaldehyde）含量達 96%

                    

減少氨（Ammonia）含量 96.3%

                 

臭氧含量（Ozone）低於 0.02ppm

研發專利
- PM2.5 去除測試

- 氨氣去除測試

- 苯去除測試

- 丙酮去除測試

- 臭氧濃度測試

- 電子安全

- 甲苯去除測試

- 甲醛去除測試

- 空氣消毒效果

- 硫化氫去除測試

- 四氯乙烯去除測試

- 乙苯去除測試

- 乙醛去除測試

- 乙酸去除測試

中國藥物及食品監管局測檢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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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污染來源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s

來源：油漆、各種裝修用溶劑

多種 VOCs 已被公認為致癌物

生物污染

包括細菌、真菌和過濾性病毒

可能引致暈眩、呼吸急促、過敏性肺炎等

甲醛

高濃度的甲醛可能引致嗜睡、頭暈目眩、意識不清甚至死亡

裝修用品 清潔用品 寵物異味 二手煙 廁所異味 垃圾臭味 體味

空氣淨化效能技術比較表：

甲醛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TVOC

可吸入懸浮粒子 PM10, PM2.5

氨氣（阿摩尼亞）

空氣中浮游細菌

臭氧

一氧化碳

二氧化氮

氡氣

NCCO 系統 活性碳 自動除菌離子 離子系統 臭氧
高效能除塵

過濾器 光觸媒

測試機構：Arco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Limited  測試單位：AU

絕無二次污染的空氣淨化技術

市面上多款空氣淨化產品都是採用活性碳濾芯，但活性碳並不耐用，當濾芯吸附至飽
和後，污染物會再次被釋放到空氣中，造成二次污染。

濕度不會影響淨化效能

NCCO 淨化技術特點是分解氣態污染物，除了不會造成二次污染外，更不會因為環境
濕度而影響分解效能，其他淨化技術如活性碳，則會因為濕度而影響其效用，在高濕
度的天氣下，NCCO 仍能高效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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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菌

放置於病房中，可保障前線醫護人員、探訪人士
的健康，甚至可減低病人叉交感染的機會。

1.NCCO專利：活氧＋氧聚解反應層；不需活性炭
2.去除 99%空氣中的細菌（例如：大腸桿菌）
3.HEPA 濾網可隔細如 0.3 微米塵埃 > 95%
4.淨化 92% 氨氣(廁所味)；避免活性炭及二次污染

醫院病房

我們假設每個病房平面圖如下，只需安裝數部氧聚解空氣淨化系統，即可消滅不同細菌病毒，保
障前線醫護人員及病人的健康。NCCO 不但可安裝在病房中，亦可安裝在藥房、辦公室等空間。

EC400
天花式

RA801
風槽式病房

洗手間
雜物室

為確保病房所需要的空氣質素，並且避免有過量病菌病毒污染，我們建議使用由香港科技大學自

主研發的氧聚解空氣淨化（NCCO）系統，可以有效去除病菌病毒，分解對人體有害或敏感的揮

發性有機化合物來源（例如清潔床舖、枱椅的清潔劑），使病房空氣保持清潔、衛生、無味、健

康的環境，避免在病房內復康的病人受外來病菌或致感源危害其健康，而且減低醫護人員和探病

人士等人受病菌傳染的風險。

EC400
天花式病房

洗手間
雜物室

1702

17
02

EC400
天花式病房

洗手間
雜物室

17
01

17
01

1701
1701

方案一：房間安裝一部天花式大範圍處理空氣，
洗手間內安裝風槽式以集中處理洗手間內的細菌

方案二：房間放置兩部NCCO 1702 以處理室內空氣，
洗手間內安裝天花式以大範圍處理洗手間內的細菌

方案三：每張病床旁放置一部NCCO 1701 以處理室內空氣，
洗手間內安裝天花式以大範圍處理洗手間內的細菌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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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及手提式型號 - 亦適合病房、藥房等室內空間

NCCO 1702 NCCO 1701

適 用 機 款 ：

EC400 天花式裝嵌機

安裝在天花上，能夠快速有效殺死並去除室內空間的
病毒病菌，分解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四邊出風可應用於
面積約 500-1000 呎範圍。

天花式規格：

應用面積範圍：500-1000 呎

供電電源：220 - 240 V / 50Hz

耗電量：60W（靜音模式）；80W（自動模式）

空氣流量：180m³/hr（靜音模式）；290m³/hr（自動模式）

機身尺寸：580 x 580 x 212 (mm)

產品連處理系統總重量：24.8 (kg)

安裝在通風系統上，能夠快速有效殺死並去除空間的病
毒病菌，分解揮發性有機化合物，集中處理入風口位置
的空氣，可應用於面積約 300-700 呎範圍。

風槽式規格：

應用面積範圍：200-700 呎

供電電源：220 - 240 V / 50Hz

耗電量：40W（靜音模式）60W（中風速）；75W（高風速）

空氣流量：110m³/hr（靜音）; 200m³/hr（中）; 300m³/hr（高）

機身尺寸：637 x 284 x 261 (mm)

回風及出風口尺寸：5英吋

產品連處理系統總重量：12 (kg)RA801 風槽式裝嵌機

港鐵洗手間安裝的天花式裝篏機 診所樓層安裝的風槽式裝篏機

醫療級雙核淨化系統

適用範圍：500-800呎

機身尺寸：480 x 300 x 210(mm)

噪音分貝：38-58 dB

空氣流量：80-280m³/hr

耗電量：16W-40W

標準淨化系統

適用範圍：200-400呎

機身尺寸：441 x 292 x 194(mm)

噪音分貝：38-57 dB

空氣流量：67-180m³/hr

耗電量：8W-2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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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所

殺菌

放置於醫務所之中，可保障醫生、護士的健康，
甚至可減低病人之間叉交感染的機會。

1.NCCO專利：活氧＋氧聚解反應層；不需活性炭
2.去除 99%空氣中的細菌（例如：大腸桿菌）
3.HEPA 濾網可隔細如 0.3 微米塵埃 > 95%
4.淨化 92% 氨氣(廁所味)；避免活性炭及二次污染

診症室

藥房 候診室

登
記

及
取

藥
處

醫生辦公枱
EC400
天花式

17
0117

02

1602

1602

1702

診所平面圖（假設）

方案

診所每日應付大量病人，而且多為傳染能力甚高的病菌，例如流行性感冒，若室內空間空氣
不流通，會威脅到前線醫護人員的健康。因此我們建議候診室安裝「EC400天花式系統」，
以高效清洗空氣的方式減低室內空間的病菌濃度。

診症室我們建議擺放一部流動型的「1702醫療級雙核淨化系統」，能夠保障醫生避免在高濃
度病菌的環境下工作，而且可讓診症室空氣保持潔淨。

另外我們亦建議診所於登記處、醫生枱頭放置「1602座枱式系統」，能夠於小範圍有效處理
空氣，可保障工作人員的健康。

醫療級空氣淨化標貼

選用氧聚解空氣淨化系統的客戶，都會附送
「經醫療級空氣淨化系統」的標貼，客戶可
因應喜好張貼在診所大門、診症室等位置，
令病人、朋友、家屬都放心留在診所內，而
且更可提升診所對外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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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O 1702
醫療級雙核淨化系統

醫療級的風量，能夠快速有效地解決室內空間含菌量的
問題，可放置於地下、茶几或枱上，左右出風可應付 
500-800 呎範圍。

醫療級雙核規格：

適用範圍：500-800呎

機身尺寸：480 x 300 x 210 (mm)

噪音分貝：38-58 dB

空氣流量：80-280m³/hr

耗電量：16W-40W

NCCO 1701
標準淨化系統

適合 200-400 呎的空間，外型輕巧及美觀的設計，
加上電子觸控錶板，令使用者容易操控。

標準淨化系統規格：

適用範圍：200-400呎

機身尺寸：441 x 292 x 194 (mm)

噪音分貝：38-57 dB

空氣流量：67-180m³/hr

耗電量：8W-20W

NCCO 1602
座枱型淨化系統

置於桌上，可令數十呎範圍清洗空氣，即使集中輸出
病菌病毒，仍可集中清洗空氣，確保醫生、護士面對
病人時不會受高濃度的細菌病毒所感染。

座枱型淨化系統規格：

適用範圍：100 - 200 呎

機身尺寸：175 x 136 x 184 (mm)

耗電量：2.7W-5.5W

噪音分貝：26-45dB

空氣流量：5.1-10.2m³/ hr

耗電量：8W-20W

EC400 天花式裝嵌機

天花式型號可於短時間內分解高濃度的細菌、病毒，候
診室有眾多病人聚集，空氣中的細菌濃度非常高，EC 
400 天花式空氣淨化系統能夠於四方八面收集空氣，經
處理後以四面排風口輸出潔淨空氣，適用於較大面積範
圍的候診室。

安裝在天花上，能夠快速有效殺死並去除室內空間的
病毒病菌，分解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四邊出風可應用於
面積約 500-1000 呎範圍。

天花式規格：

應用面積範圍：500-1000 呎

供電電源：220 - 240 V / 50Hz

耗電量：60W（靜音模式）；80W（自動模式）

空氣流量：180m³/hr（靜音模式）；290m³/hr（自動模式）

機身尺寸：580 x 580 x 212 (mm)

產品連處理系統總重量：24.8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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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院
殺菌

放置於護老院之中，可保障長者、工作人員及家
屬的健康，減低在流感時容易叉交感染的機會。

1.NCCO專利：活氧＋氧聚解反應層；不需活性炭
2.去除 99%空氣中的細菌（例如：大腸桿菌）
3.HEPA 濾網可隔細如 0.3 微米塵埃 > 95%
4.淨化 92% 氨氣(廁所味)；避免活性炭及二次污染

EC400 天花式裝嵌機

天花式型號可於短時間內分解高濃度的細菌、病毒，候
診室有眾多病人聚集，空氣中的細菌濃度非常高，EC 
400 天花式空氣淨化系統能夠於四方八面收集空氣，經
處理後以四面排風口輸出潔淨空氣，適用於較大面積範
圍的候診室。

安裝在天花上，能夠快速有效殺死並去除室內空間的
病毒病菌，分解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四邊出風可應用於
面積約 500-1000 呎範圍。

天花式規格：

應用面積範圍：500-1000 呎

供電電源：220 - 240 V / 50Hz

耗電量：60W（靜音模式）；80W（自動模式）

空氣流量：180m³/hr（靜音模式）；290m³/hr（自動模式）

機身尺寸：580 x 580 x 212 (mm)

產品連處理系統總重量：24.8 (kg)

方案
護老院出入口流甚多，而且長者抵抗力大多虛弱，因此需要潔淨的環境以保障各人的健康，
但香港天氣潮濕，而且氣溫較高，病菌滋生的機會亦大大提高，流感季節更容易交叉感染，
對於長者健康威脅甚大。

氧聚解空氣淨化系統能高效分解病菌病毒、並且分解不同難聞氣味，營造舒適的生活環境，
即使在人口密集的空間內，也能將空氣焗促、傳染病高危的難題輕易解決。

建議使用型號

安裝在通風系統上，能夠快速有效殺死並去除空間的病
毒病菌，分解揮發性有機化合物，集中處理入風口位置
的空氣，可應用於面積約 300-700 呎範圍。

風槽式規格：

應用面積範圍：200-700 呎

供電電源：220 - 240 V / 50Hz

耗電量：40W（靜音模式）60W（中風速）；75W（高風速）

空氣流量：110m³/hr（靜音）; 200m³/hr（中）; 300m³/hr（高）

機身尺寸：637 x 284 x 261 (mm)

回風及出風口尺寸：5英吋

產品連處理系統總重量：12 (kg)RA801 風槽式裝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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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實用案例

香港某醫務所

醫務所的室內空氣含菌量很高，威脅前線醫
護人員的健康，氧聚解空氣淨化系統可以將
空氣中的細菌、病毒殺死並分解，大大降低
室內空間的含菌量。

屯門醫院洗手間

屯門醫院的洗手間是氧聚解技術研發初期的
試驗實例，由於病人和探病人士使用洗手間
的次數甚多，病菌病毒交叉感染的機會非常
高，安裝特製的氧聚解空氣淨化系統後，洗
手間的含菌量大大下降，保障人們的健康。

安裝氧聚解空氣淨化系統後，空氣中的細菌數量

由 1350 CFU/m² 急跌至 100 CFU/m²。

空氣中的氨氣則由原先的 0.3ppm 降至 0ppm，

可見氧聚解空氣淨化技術對於殺菌及分解對人體

有害的氣體有絕對的優勢和效果。

* 資料由RHT提供

律敦治醫院

在律敦治醫院的病房內安裝氧聚解
空氣淨化系統，可以減少病人和探
病親友交叉感染機會，保障前線醫
護人員和其他人士的健康。

安裝主要目的：減低診症室內的病菌病毒數量

安裝主要目的：減低病房內的病菌病毒數量

安裝主要目的：減低洗手間內的病菌病毒數量和刺鼻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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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中心

由於美容過程中所使用的指甲油等均含有揮
發性有機化合物及甲醛等致癌物質，在濃度
高的情況下容易令工作人員和客戶感到不適
，NCCO 空氣淨化系統則可即時在美容過程
中將空氣中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及甲醛等到
癌物即時分解和清除，減低對工作人員和客
戶的健康風險，營造一個舒適健康的環境，
從而吸引更多客戶。

香港地下鐵路公眾洗手間

由於港鐵站內的洗手間每日使用人數極高，
加上位處於地底或室內之中，令廁所內的氣
味積聚，而且難以消散，利用 NCCO 技術不
但可消除難聞氣味，而且更可分解空氣中的
細菌、病毒，確保乘客的健康和使用體驗。

馬頭角道垃圾站

 由於垃圾站通風系統會將站內空氣噴出室外，
對附近民居、商舖造成極大影響，把氧聚解空
氣淨化系統安裝在通風系統內，便可將垃圾站
內的氣味分解，而且更可降低垃圾站內的細菌
含量，保障工作人員和鄰近的民居健康，相比
利用市面一般的空氣清新機，NCCO 可提供
一個更環保、沒有二次污染、更有效和可持續
性的空氣淨化方案。

安裝主要目的：消毒及除臭、減低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氨氣與空氣中的細菌的濃度

安裝主要目的：去除室內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及甲醛

安裝主要目的：去除垃圾站的氣味（硫化氫、氨等主要臭味來源）、細菌病毒

例子眾多，不能盡錄，如有興趣了解更多，可登入我們的網頁 www.glorytechs.com 瀏覽。

網上訂購：www.glorytechs.com/buy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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