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院級等離子空氣消毒系統
Novaerus等離子空氣淨化系統經臨床測試，可殺滅空氣中的細菌和病毒，
中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並降低諸如霉菌孢子、塵蟎和皮屑等微粒的含量。

Novaerus
運作原理

致校長/副校長/主任/中心負責人：

由空氣消毒開始堵截病毒源頭，為長期抗疫做足準備
新型肺炎全球肆虐，全球已破三百萬人感染，更有機會成為季節性傳染病。過往的冠狀病
毒MERS及SARS、流感均能透過飛沬傳播，飄浮在空氣的傳染性飛沫可以非常細小(小於5
μm)，並能長期保持懸浮和存活，不能有效地被傳統濾網阻隔。

Novaerus介電質放電(DBD)等離子場消毒淨化技術是一種非選擇性的高速物理殺滅技術，並不依賴傳統濾網，
提供了一種獨特且安全的24/7全天侯解決方案來殺滅空氣中散播的病毒，從源頭減少懸浮和沉澱的病毒顆粒、
降低人觸碰病源體的機會，從而大大降低傳染病爆發的風險。

Novaerus針對病毒防控方面的重點：
‧愛爾蘭Novaerus技術已針對噬菌體MS2進行了測試（MS2噬菌體是沙士冠狀病毒的常用替代物，屬無囊膜類
陽性單鏈RNA病毒），實驗證明可以減少99.99％的病毒滋生。
‧Novaerus DBD等離子體消毒淨化技術在消毒過程中沒有選擇性，對包括四類病毒（單鏈DNA、雙鏈DNA、 
單鏈RNA、 雙鏈RNA）在內的多種病原體，展示出快速且一致的殺滅率。
‧2015年MERS疫情傳播到韓國之後，韓國衛生部門決定在救護車輛上廣泛安裝可人機共存的空氣消毒器
Novaerus Protect 200，在救護車輛運送病人的過程中實時對車輛空氣進行消毒，保護醫護人員安全，並獲得
消防處的讚揚信。同時，Novaerus亦經中國駐愛爾蘭大使館，捐贈22台器材到武漢醫院設施作抗疫用途，江蘇
省救護車亦開始採用Novaerus。
‧Novaerus的認受性亦於浙江大學醫學院最新發佈的新冠肺炎防治手冊中獲進一步確認，首先建議用於隔離病
房的空氣消毒，該手冊獲《Nature》學術期刊及國際奧委會等多方推薦。

有鑑於疫情嚴峻，Novaerus 等離子空氣消毒系統現提供特惠價格予醫院、護老機構、特殊照顧服務、學校及診
所直至疫情完結。如欲了解更多詳情或需要產品示範，歡迎聯絡產品專員陳先生 (電話：6432-4621/ 2157- 
9739)或電郵至jimmyc@alohamedicalhk.com查詢。

Novaerus等離子體
空氣消毒淨化系統專頁
www.alohamedicalhk.com

/novaerus/

冠狀病毒(MERS, SARS)

流感病毒、諾如病毒

抗藥性金黃葡萄球菌

生物氣膠

空氣中絕大部分病原體

黑麴黴菌  (Aspergillus niger)
30分鐘內減少99.99%

表皮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15分鐘內減少99.94%

結核桿菌 (Tuberculosis)
30分鐘內減少97%

艱難梭菌 (Clostridium difficile)
40分鐘內減少99.9%

麻疹病毒 (Measles)
30分鐘內減少99.87%

揮發性有機物甲苯 (VOC Toluene)
9.1分鐘內減少99%

二氧化氮 (Nitrogen dioxide NO2)
7.2分鐘內減少99.49%

甲醛 (Formaldehyde)
1.1分鐘內減少99.68%

PM1粒子 (PM1)
30分鐘內減少99.99%

PM2.5粒子 (PM2.5)
6.26分鐘內減少99%

Novaerus 臨床空氣淨化效果實證

回郵地址
亞諾醫療有限公司
觀塘鴻圖道58號

金凱工業大廈5樓22室

香港國際醫療及保健展2020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Medical and Healthcare Fair 2020

參展攤位編號：5B-C31
(流行病預防及控制專區)
展覽日期：25-28/7/2020



創造高度穩定
的超低能量
等離子體

徹底殺滅各種
微生物、病毒
及細菌

於DNA層面破壞
病原體及
有機化合物

PROTECT 800*
Novaerus Protect 800適用於中等大小的室內空間
，有效減少空氣中的異味、化學刺激物及致敏原
，使用獲專利的超低能耗等離子技術，設有前置
可重用濾網，阻隔大型灰塵配備兩段風速的風扇
，符合醫療器械規範。
可掛牆，也可放置在底座上。

應用
◣　病房
◣　手術室
◣　護士站
◣　檢查室
◣　課室
◣　共用區域

院
舍
/
課
室
型
號

坐檯架 手推車架

抽氣風扇
速度控制 ~400呎淨化用

等離子體

選
購
配
件

尺寸：36.6(H) x 36.5(W) x 11.4(D) cm
重量：4.7kg

PROTECT 200*
Novaerus Protect 200適用於較小的室內空間並為
持續進行空氣和氣味控制而設計，使用獲專利的
超低能耗等離子技術，不設過濾器，配備單一風
速的風扇。
可掛牆，也可放置在任何平面上。

*PROTECT 200及800型號均無需更換過濾
網，杜絕病原體於濾網二次繁殖的可能性，
亦可減省更換濾芯濾網的高昂成本。

應用
◣　校車
◣　浴室
◣　倉庫
◣　辦公室
◣　病床旁
◣　救護車
◣　救援直升機
◣　詢問處/登記處

~150呎 靜音設計

靜音設計

淨化用
等離子體尺寸：28.3(H) x 13.2(W) x 10.8(D) cm

重量：3.4kg

PROTECT 800型號符合Medical Device Directive醫療器材規範

NOVAERUS 專利介電質放電DBD 等離子場淨化技術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全球獨家專利

等離子淨化系統等離子淨化系統
步步33

診
所
/
家
用
型
號

愛爾蘭設計及製造

● 臨床研究徹底殺滅各種微生物、病毒及細菌
（包括冠狀病毒、流感病毒、超級細菌如抗藥性金黃葡萄球菌等）

● 於DNA層面物理性破壞空氣中的病原體及有機化合物，安全可靠

● 逾30份臨床研究及實驗測試認可

● 減少空氣中的異味、粉塵、化學刺激物及致敏原

● 消毒過程中不會製造任何有害副產品

● 20W低耗電量設計，可24小時運作，使用壽命達5年以上

大腸桿菌暴露於Novaerus系統0.002秒後被徹底殺滅
*美國NASA AMES太空研究中心

Classified as plenum rated per UL 2043
UL867 & UL1995 Intertek Certified



空氣經6條等離子管高速淨化，於
DNA層面消滅微生物、病毒及細菌。

大腸桿菌暴露於Novaerus等離子淨化
器0.002秒後消滅。

*美國NASA AMES太空研究中心

空氣經6條等離子管高速淨化，於
DNA層面消滅微生物、病毒及細菌。

大腸桿菌暴露於Novaerus等離子淨化
器0.002秒後消滅。

*美國NASA AMES太空研究中心

中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
去除有害異味及其他雜質。

中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
去除有害異味及其他雜質。

過濾殘留細菌及粒徑細
至0.3微米的小粒子。
過濾殘留細菌及粒徑細
至0.3微米的小粒子。

M5前置濾網+高效抽氣系統M5前置濾網+高效抽氣系統

Camfil®HEPA H13過濾網Camfil®HEPA H13過濾網
極低能量等離子淨化系統極低能量等離子淨化系統

Camfil®G4活性碳/微粒過濾網Camfil®G4活性碳/微粒過濾網

將空氣經Camfil®前置過濾網導入系統
，阻隔粒徑較大粒子，保護內置等離
子管，延長HEPA過濾網使用壽命。

將空氣經Camfil®前置過濾網導入系統
，阻隔粒徑較大粒子，保護內置等離
子管，延長HEPA過濾網使用壽命。

DEFEND 1050
Novaerus Defend 1050適用於較大空間並專為高
感染風險的情況下快速殺菌而設計，使用獲專利
的超低耗能等離子技術，結合三段式Camfil®過濾
系統，為空氣消毒和去除微粒提供綜合解決方案
。
裝置採用非固定式腳輪設計，可輕鬆移動至工作
地點。

應用
◣　手術室
◣　深切治療部
◣　急症室
◣　無菌實驗室
◣　病房
◣　工程區域
◣　兒童保育場所/學校
◣　老人院

高
階
型
號

三段式
過濾系統~1000呎抽氣風扇

速度控制
淨化用
等離子體

尺寸：93.0(H) x 58.0(W) x 48.0(D) cm
重量：51kg

Camfil M5前置過濾網

Camfil HEPA過濾網(H13級)

Camfil G4活性碳過濾網

更
換
配
件

經多種Camfil
過濾網淨化，
潔淨空氣

高感染防疫型號 DEFEND 1050高感染防疫型號 DEFEND 1050
殺菌滅毒 KILL AND TRAP殺菌滅毒 KILL AND TRAP

愛爾蘭Novaerus公司自2008年起於世界各地開展一系列臨床試驗，至今已發表逾30份臨床測試及實驗室
報告、16份應用個案報告 ，獲全球醫院、政府部門、社褔機構採用並推薦。

美國Village at Manor Park長者活動中心
使用Protect900(800)後的呼吸道感染數字

79.41%
減少

23個月個案報告

美國Page康復健康院 (PRHC)
使用Protect 200及400後的呼吸道感染數字

75.31%
減少

29個月個案報告

美國Hialeah護理及復康中心 (HNRC)
使用Protect 200、400及900(800)後的呼吸道感染數字

100%
減少

24個月個案報告

美國Naamans Creek Country Manor療養院
使用Protect 200、400及900(800)後的呼吸道感染數字

85.71%
減少

28個月個案報告

物件
表面

手部

空氣



Novaerus 等離子空氣淨化技術 與 傳統淨化技術比較

1光催化氧化有機會產生甲醛  2高強度紫外光會產生有害氣體  3高濃度臭氧對人體有害  4只適用於Defend1050型號

(下表最無效評分為1；最有效評分為5)

Novaerus
臨床研究一覽

有害副產品

防止細菌病毒於
濾網二次繁殖

除味及中和VOC
有機化合物 4

滅菌效果

滅毒效果

菌群及孢子減少

操作成本

去除極微粒子 4

NO

5

5

5

5

5

低

5

光催化氧化
/光觸媒

YES1

3

3

3

3

3

高

1

層流式空氣
系統

NO

1

1

1

1

1

低

1

UV
紫外光

YES2

4

1

3

4

4

高

1

活性碳
過濾

NO

1

5

5

1

5

中

3

消毒
噴霧

YES

NA

1

3

2

1

高

1

HEPA
過濾

NO

1

1

5

1

5

中

5

臭氧
淨化

YES3

NA

1

3

2

2

高

1

NOVAERUS
等離子淨化

靜電集塵法
◇ 於粉塵經過系統時產生電荷，
         並於後方的電場以異極相吸的原理收集塵埃
◇ 有效收集細小粉塵，但大粒子較易穿透
◇ 放電區域不穩定、不均勻且不易控制，耗電量高
◇ 一般等離子淨化機以電暈放電(Corona Discharge)
形成等離子體吸附微粒，阻隔而不能殺滅病原體

傳統濾網過濾法 (HEPA/ULPA)
◇ 被動技術 (過濾功效隨使用時間遞減)
◇ 大部分濾網並無法阻隔極細小的病毒，
         即對流感、冠狀病毒及諾如病毒等無效
◇ 細菌與病毒於濾網沉積，有二次繁殖風險

離子過濾法
◇ 製做大量正負離子
◇ 離子會依附於粒子上，再依附於牆上/收集皿上
◇ 有機會干擾傷口癒合/復原

UV殺菌燈照射法
◇ 不能直視，只於光線能觸及位置有效，
          無法對陰影覆蓋的地方進行消毒
◇ 需要長時間照射（＞半小時）方能殺滅細菌病毒
◇ 對改善空氣質素成效不彰

化學劑殺滅法 (雙氧水H2O2/ 臭氧Ozone)
◇ 化學劑對傢具及其他設備具腐蝕性
◇ 干擾性大 (雙氧水消毒法需時長；患者需撤離)
◇ 終端物清潔(Terminal Cleaning)；不適用於人體

Novaerus專利介電質放電(DBD)等離子場技術
◇ 當病原體接觸到等離子管的電磁場區，即會觸發各種
物理反應，包括電穿孔術(Electroporation), 電子撞擊
(Electron bombardment), 氧化酸蝕(Oxidation and 
etching)，改變微生物形態、將其徹底消滅。
◇ 可以24/7持續運行，無有害物釋出，可以人機共存
◇ 於DNA層面即時殺滅並破壞病原體，更快更有效

空氣淨化技術比較空氣淨化技術比較
阻隔技術↓ ↓殺滅技術

實驗室 測試樣本 病毒結構 常見替代指標 結果

諾如病毒 Norovirus, 
流感病毒 Influenza viruses,
沙士冠狀病毒 SARS-CoV,
呼吸多核體病毒 RSV,
伊波拉病毒 Ebola Virus, 
脊髓灰質炎病毒 Poliovirus,
鼻病毒Rhinovirus, 
手足口病 Foot And Mouth Disease

無囊膜類陽性單鏈RNA病毒
Non-enveloped, icosahedral 
positive-sense single 
stranded RNA virus

MS2 噬菌體
MS2 Bacteriophage

ARE Labs

腸病毒 Enterovirus, 
細小病毒 Parvovirus, 
乙型肝炎Hepatitis B,
丙型肝炎Hepatitis C, 
愛滋病病毒  HIV.

無囊膜類陽性單鏈RNA病毒
Positive-sense single stranded 
RNA virus

Phi-X174 病毒 
Phi-X174 Virus

Korea Testing 
Laboratory

－囊膜類結構
Enveloped 

甲型流感
Influenza A

Airmid Health 
Group Ltd.

麻疹 Measles

99.99% 減少

99.99% 減少

10-20分鐘內
99.99%減少 

99.99% 減少囊膜類RNA結構
Enveloped RNA Virus

人類副流感病毒 
Human Parainfluenza virus

Airmid Health 
Group Ltd.

Novaerus 曾測試過的病毒族群列表，以及與每種病毒相關的常見替代指標

手部

空氣



香港本地安裝實例

◆ 藍田聖保祿中學
◆ 將軍澳官立小學
◆ Dr Whale Education Centre
◆ Bowbyland Education Centre
◆ 協康會水邊圍中心
◆ 匡智地區支援中心（觀塘西）
◆ 匡智地區支援中心（新界北區）
◆ 匡智粉嶺綜合復康中心
◇ 匡智粉嶺綜合復康中心 - 中央行政部 (CAD)
◇ 匡智粉嶺綜合復康中心 - 專業治療部 (PTD)
◇ 匡智粉嶺綜合復康中心 - 地區言語治療服務隊 (DSTT)
◇ 匡智粉嶺綜合復康中心 - 嚴重殘疾人士日間照顧服務(DC/SD)
◇匡智粉嶺綜合復康中心 - 住宿照顧部 (RCHD)

◆ 鄔揚源醫生(過敏病及哮喘診療中心)
◆ 岑海音牙科醫生
◆ 劉潤華牙科醫生(牙齒矯正及兒童齒科中心)
◆ 谷偉明牙科醫生
◆ 岑慧萍牙科醫生
◆ 許德榮眼科醫生
◆ 滙康頸腰綜合治療中心有限公司
◆ 采玲纖體美容中心
◆ 照開國際醫療中心
◆ Allied Time Holdings Ltd
◆ Centralcon Properties Company Ltd
◆ Apex Dragon International Ltd
◆ Two Harbour Square 商業中心
◆ 金凱工業大廈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
社福機構/非政府組織

Office/Headquarter/Private Company
辦公室/寫字樓/私人公司

Clinic/Medical Institution
診所/醫療機構

School/Educational Institution
學校/教育機構

Novaerus本地安裝機構列表

詳細安裝實例圖輯



Opera�ng theathre, Ózd 手术室，欧兹德手術室
Ózd

手术室，小贝尔 Surgery room, Kisbér手術室
Kisbér

CT扫描室，欧兹德 CT Scan room, ÓzdCT掃描室
Ózd

支气管镜检查室，马特拉扎Bronchoscopy, Mátraháza支氣管鏡檢查室
Mátraháza

肺科隔离病房，特勒克巴林特 Pulmonary isola�on ward, Törökbálint胸肺科隔離病房
Törökbálint

重症监护室，莫雄马扎尔古堡 ICU, Mosonmagyaróvár深切治療部 ICU 
Mosonmagyaróvár

重症监护室，凯奇凯梅特 ICU, Kecskemét深切治療部 ICU 
Kecskemét

重症监护室，马特拉扎 ICU, Mátraháza深切治療部 ICU 
Mátraháza

透析中心，布达佩斯 Dialysis centre, Budapest透析中心
Budapest

胃镜及输液室，布达佩斯 Gastroscopy and infusion room, Budapest胃鏡及輸液室
Budapest

组织学实验室，布达佩斯 Histology lab, Budapest組織學實驗室
Budapest

儿科检查室，欧兹德 Pediatric examining room, Ózd兒科檢查室
Ózd

全球醫療機構安裝實例

我們已全面測試Novaerus設備
，對於其會帶來積極影響這一點
，我們深信不疑。我們即將在我
們的設施各處安裝產品，保護我們的患
者及其家人以及我們的員工不受危險感
染(特別是諾如病毒和MRSA)以及強烈氣
味的傷害。
德國加布森養老院， 
Pflegeresidenz Haus der Ruhe

Novaerus最終會為你帶來超乎
想像的臨床效果和經濟效益。
我們在一年時間內沒有發生過一
例流感病例，員工病假時間與去年相比
減少45%。
強列推薦你使用Novaerus。
愛爾蘭都柏林, 
Leopardstown Park Hospital

安裝Novaerus設備後，沒有出
現一例感染病例。Novaerus讓
母親們對安全完全放心，讓我們
領先於未使用這項技術的其他醫院，從
而增加了我們的營業收入。
此外，在公共衛生檢查員對空氣質量進
行定期檢查期間，Novaerus的作用完全
超出了我們的期望，我們毫無疑問地通
過了審批。
韓國醫療中心，H-Cube新生兒中心

FLUS非接觸式紅外線額探體溫計
◆雙功能升級版-可量度體溫及物體表面溫度
◆異常體溫警示，助您更易識別發燒問題
◆免接觸1秒快速測温，使用2A電池
◆CE及RoHS認證 $538

$398

港澳總經銷商：

loha
MEDICAL 

  亞諾醫療 

www.alohamedicalhk.com

如對Novaerus空氣淨化系統有興趣，
歡迎致電6432 4621 / 2157 9739與我們聯絡。

觀塘鴻圖道58號金凱工業大廈5樓22室

標準價

$22,800

$198,000

$36,800

型號

Protect 200
細機

Defend 1050
大機

Protect 800
中機

Novaerus 學校/教育機構專屬訂購優惠

*上表所列為單件價錢，大量訂購請致電預留及查詢。
*本公司保留隨時更改或終止優惠之權利。

抗疫共渡時艱

物件
表面

手部

空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