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lasma-Solutions Series 

PS-H838UV / -T1 / -T2                          Maximum II 

                                    

新世代等離子 w/ H13 HEPA + UVC (253.7nm) 

天花式空氣淨化器 

快速清除細菌、病毒、懸浮粒子 

快速分解甲醛、惡臭及 VOCs  

快速去除室內致敏源 

 

 
 

H13 Grade 
True HEPA 

UVC + UVV 
Ultraviolet 

Oxygen Clusters 
& Plasma IONs 

INDOOR  air cleaning 

All-in-One 

(PS-H838UV-T1/T2) 

Meets CE, UL153, UL867, UL507, EN60335-1 



 

 

全金屬外殼，堅固耐用，專為惡劣環境而設計 

快速清除及分解空氣中惡臭包括阿摩尼亞 (NH3) 與煙味 

強效殺滅空氣中的細菌及病毒 (如冠狀病毒) 

內置 HEPA 過濾層可去除室內空氣中的微粒 (如 PM2.5) 及致敏源 

工業式 Oxygen Clusters + 等離子系統，特低保養成本  

可獨立調節等離子輸出量，對應不同環境需要  

設有雙安全鎖的面板，方便維護 

機械式開關及控制系統，確保於惡劣環境中的可靠性  

INDOOR  air cleaning 

All-in-One 

EASY O p e r a t i o n 

Green-Smart -Tough 

醫療級 H13 級 True HEPA 過濾網  

堅固耐用 
採用全金屬外殼連防銹蝕塗層，配合機械式控制
系統設計，堅固並可靠，適合於惡劣環境中使用 

等離子輸出調校 
可獨立調節等離子輸出量，以對應不同環境需要  

使用開支特低 
裝備最新 Oxygen Clusters等離子管* 技術作
主動式淨化室內空氣，可連續使用 2 年 
*PS-H838BUV-T1 / T2 

快速分解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s) 與甲醛等化學物質與其氣味 

Maximum II 

EasyAire™  Maximum II 天花式空氣淨化器適用於辦公室、護理院舍、以至公用室內空間中均可使用 

甚至可應用於惡劣環境中，清除室內空氣中令人不適的污染物，包括甲醛、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煙味及其他臭味 

 使用過程中亦同時殺減細菌與病毒，效果顯著，非一般傳統空氣淨化系統可相比 

最大使用面積達 1,500 平方呎 (T2 型號) 

自動隔斷電源安全掣，開啟面板後即停止運作  

醫療設備 J 形 UV 燈，可同時放出 UVC 及 UVV  

比圖為 T1 型號 

內置醫療級別 UV 燈 
使用強效 J 形 Ultraviolet 管，同時釋出波長 UVC 
(253.7nm) 紫外光，尤如將太陽光放置在機箱內，真
正可以分解、破壞任何細菌、病毒及霉菌，效能高達
99.99% 



 

 

 

EasyAire™  Maximum 系列空氣淨化系統 

內置了新世代二極等離子空氣淨化系統，實現了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提出的空氣中離子化理

論，以模擬大自然中的空氣，大大改善室內空氣的品質。相比傳統空氣淨化技術，可以以更有效、更

快的速度去除及分解多種常見的室內空氣污染物。改善室內空氣質素 (IAQ) ，從此變得更容易! 

運作原理 
Maximum 怎樣改善您的室內空氣質素? ? ? (PS-H838UV-T1/T2) 

系統內置的 Oxygen Clusters 玻璃電極管利用特定電壓，把電力中的電子在電極管周邊約 1 米範圍內大量噴灑至空氣中，讓空氣內本身

也帶有電子的氧分子 (Oxygen Molecules) 經過這範圍時增加這些額外的電子。 

氧分子於上述過程中獲得 1-4 個額外的電子後便會失卻動能，及凝結成團如O2-, O4-

或 O8- 等的氧氣簇 (Oxygen Clusters) 。 

這些氧氣簇會與其它正常的氧分子聚合成群，飄浮至室內空間中每處地方，除了改善

空調空間中的空氣品質，給予清新的空氣及令人減少倦意外，當碰上空氣中的污染物

時能即時作出反應，快速分解、攻擊、消毒及去除室內空氣的污染物。 

這些成團的氧氣簇 (Oxygen Clusters) 集群能非常有較地去除室內空氣中的污染物，

常見如： 

其實是最自然的空氣淨化過程 

Maximum 系列的 Oxygen Clusters 電極管淨化空氣的原理及過程其實每天也在大自然實踐中。 

我們的太陽不斷把離子及電子拋射到地球，當這些電子到達充滿氧氣的大氣層時會被氧分子 (Oxygen Molecules) 俘獲。由於氧分子獲得

額外的電子，它們會互相吸附而聚集成由 2，3，4，5，6 等氧分子組成的氧氣簇 (Oxygen Clusters) 。這些氧氣簇團集群正是負責分解

及去除大氣中的所有污染物，為整個地球提供清新潔淨的空氣予我們呼吸。 

此外，電極管運作的過程中亦將空氣中微粒原子內的電子轉成帶電的離子，形成為數以百萬計的正離子與負離子，以模擬大自然山區中的

空氣環境，令人感覺室內空氣更 "清新"！ 

 

✓ 臭味，如由污水、垃圾、排泄物等引起的惡臭，以分

子層面改善臭味，並非傳統臭氧機方式以臭氧籠罩或

以活性碳吸附 

✓ 甲醛 (Formaldehyde)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s) 

或苯 (Benzene) 等空氣中的化學物質轉化成如水氣 

(H2O) 、二氧化碳 (CO2) 等無害物質 (見附錄) 

✓ 二手煙問題，當中包括味道、懸浮粒子、焦油及其化

學物質 
✓ 細菌、真菌、霉菌以及病毒 

主動破壞細菌的細胞壁 (Cell Wall) 及病毒的蛋白外
殼 (Protein Coat) 及核酸，令其死亡，效果顯著 

Extra Electrons 

Electron 

Oxygen Molecule (O2) 

O O 

關於離子 

離子是指帶電荷的分子或原子，帶正電荷的原子稱為正離子，相反帶負電荷的原子則稱為負離子。離子的形成主要是當空氣中的微粒發生劇烈的撞

擊及磨擦 (如在閃電或水份從瀑布跌下) 的過程中，迫使原子內的電子轉成帶電的離子。 

離子不屬於液體、固體或氣體，被視為是物質的第四態。在自然界中存在的各種尺寸的離子，在遠離人煙的高山環境中，一般也覺得空氣很       

「清新」，因為在這環境中，每立方厘米（ions/cm3）負離子的數量可達 1,100 及 1,200 的正離子。 在海平面上，正負離子的                       

數量每立方厘米可能下降至 500 和 600 的密度。但在城市和建築物內的離子水平則會下降 80％至 95％。 

Medi-Station 內置的 Oxygen Clusters 空氣淨化技術，可在室內空間中大幅增加帶電荷的氧離子的數量，                                  

令室內的空氣質素時刻達致高山或瀑布旁邊的水平，猶如複製大自然的「新鮮空氣」到室內空間中。 

 



   

Maximum 裝備設定 

Maximum 規格 

MULTI tasking 

hepa-o2 clusters 

產品特點 

⚫ 使用全金屬外殼，可應用於工業及惡劣環境 

⚫ 相比市場上同類產品，效能更快及更高 

✓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TVOCs) 去除率 >95%*   

✓ Virus killing rate: H1N1 99.90%, EV71 99.90%* 

✓ 甲醛 (Formaldehyde) 去除率 >95%*   

✓ 殺菌 (Airborne Bacteria) 效能 >99%* 

⚫ 等離子管可連續使用 30,000 小時 (如 24 小時運作約 3 年) 

⚫ 有效減小微細至 0.001 微米的懸浮粒子 

⚫ 設有 3 段離子量數量輸出，對應任何環境需要 

⚫ 非臭氧系統，運作時不會釋出大量臭氧，家居環境中亦可使用 

⚫ 使人類和寵物更有效地吸收空氣中的氧氣，令人時刻精力充倍及精神更集中，提升生活質

素及工作效率 

* Reports issued by Guangdong Detection Center of Microbiology under  

the standard of GB21151.6-2010 

 

同類產品效能對比 (只作參考) 

Maximum 適用地方 

 

EasyAire Solutions Co. 

依時亞方案公司 
Room 07, 8/F., Block E, East Sun Ind. Ctr., 16 Shing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 2134 1234     Fax: (852) 3909 1288 

E-mail: helpdesk@easyaire.hk 

www.easyaire.org 

了解 EasyAire™  

辦工室 倉庫 裝俢工地 診所 

護老或復康院舍 商舖 家居 

 

公共空間 

 

Plasma-Solutions 
系統 

醫療級別 UV 管 
使用強效 J 形 Ultraviolet 管，相比傳統

UV 管，不但雙倍增加接觸空氣的面

積，而且可釋出波長 UVC (253.7nm) 
紫外光，真正可以分解、破壞任何細

菌、病毒及霉菌，效能高達 99.99% 
 

EasyAire™ Plasma IONs tube(s) 
T Type 14” 等離子管系統 

內置壹組或兩組經特別設計的新世代等離子轉化

管，制造及釋放大量等離子於室內空間進

行空氣淨化工作 (PS-H838UV-T1/T2) 

H13 Grade True HEPA Filter 
醫療級高密度纖維過濾網 

有效過濾<0.3µm 微塵 

效能達 99.97% 

HEP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