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适空气，呵护你我
～创建更好QOL的空气环境～
高齢者・ご家族両方のQOL向上を目指した空気環境づく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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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US

■S.A.T 三協エアテック株式会社について

創業：1993年

事業範囲：
医療・福祉施設・マンション・オフィスなど公共有人空間の脱臭・殺菌・空

気清浄・湿度管理等の各種環境衛生関係設備の設計・製造・販売
商業ビル・各種工場・大型厨房などにおける殺菌・排気脱臭・VOC除去・

排水TOC削減等の各種環境衛生設備の設計・製造・販売
拠点：

大阪本社・東京支店・名古屋営業所・大阪メンテナンスセンター・千葉
幕張メンテナンスセンター・生産委託工場(石川・大阪・兵庫)

■ウシオ電機グループ、牛尾貿易(上海)有限公司について

三協エアテック社は、日本国外の営業活動を業務提携・資本提携パート

ナーである「ウシオ電機グループ」と全面的に協力しながら進めており、中
国大陸における市場開拓については、ウシオ電機グループ中国現地法

人「牛尾貿易(上海)有限公司」により活動を行っている。

三協エアテック本社

⽣産⼯場(⽯川県)

USHIO SHANNGHAI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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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公司做得到的Solution



防止传染流感是护理老年人的最重要的地点之一。

对老年人来说“流感”的死亡率非常高，非常危险的生病。

因为

流感对策：高龄者设施内流感对策的重要性2



・最近(21世纪以后)、每年数百〜数千人因

流感而死亡。

・80%以上死亡者都是65岁以上的高龄，大部
分是因流感导致的肺炎而死亡。

流感对策：日本高龄者流感危机2



中国疾控中心(CCDC) 調査論文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调查论文，每年的患病率、死亡率、人口来推算，1年将近有20万人因此而丧命。

・80%的重症患者几乎都是65岁以上的高龄，其中致死率高达70%。

・即使考虑中国和日本的人口差距、中国的流感情况比日本还严重！

流感对策：中国高龄流感危机更严重2



2019.1.22
兵库县
特别养老介护中心 3人死亡

2019.1.23
群马县
特别养老介护中心 5人死亡

2019.1.21
兵库县
特别养老介护中心 7人死亡

インフルエンザの集団感染は、老人ホームの存続そのものに深刻なダメージ

流感对策：高龄者介护中心流感致死案例2



患病高发期集中在1年当中的第46周（11月中旬）～次年第18周（4月下旬）期间。

冬〜春 特别危险！

日本・中国の週別インフルエンザ患者数

流感对策：冬〜春 特别危险！2



因为“低气温”和“干燥”。

流感病毒感染印象图

冬季使用暖气，所以即使外面潮湿，但是屋内还是处于干燥状态。

流感对策：为什么冬天才流行流感呢？2



温度、湿度相关图

例如；外面温度10度、湿度50%的时候，室内温度25度的话湿度降低到约20%

冬季使用暖气，所以即使外面潮湿，但是屋内还是处于干燥状态。

流感对策：为什么冬天才流行流感呢？2



「みたかヘルスケアクリニック」福島院長

・跟细菌和霉菌不同，病毒在「低温状态」「干燥状态」时特别活跃。

・干燥使人体的粘膜抵抗力下降，人体容易被病毒侵入。

日本医院“みたかヘルスケアクリニック”福島院長采访

流感对策：流感病毒特性2



1. 个体差异对策：漱口，戴口罩，洗手，手指消毒等

2. 医疗方面的对策：打流感疫苗

※但是流感病毒有很多品种，所以疫苗不一定有明显的效果。

3.介护现场的环境改善

・杀灭空气中的游离流感病毒
・采用最合适的方法来确保充分的湿度，
营造病毒不易激活的环境。

流感对策：各种有效的流感对策2



流感对策：日本原装进口 高度空气净化加湿器“URUORICH”2



流感对策：“URURORICH”特有的空气净化、加湿、杀菌原理2



流感对策：在设置“URUORICH”区域感染生病人数为02



机器安全性证书 空⽓净化性能证书

离⼦发⽣性能证书 杀菌性能证书

流感对策：在中国取得的功能、安全性认证2



国际ISO、IEC安全性证书（CB Certification）

韩国安全性证书（KC Certification） ⽇本专利证书

流感对策：国际取得认证2



超过3，000家养老院、医院已导入 超过3，000家办公室、呼叫中心已导入

超过200家幼儿园、学校已导入 超过1，500家工厂、店铺及其他场所已导入

流感对策：日本的“URUORICH”导入业绩2



SAT的除臭裝置Solution、是從「正視長照高齡者、照護者、及同住者所
感受的異味問題」所開始的。

SAT的各種室內除臭裝置，自1990年代日本步入高齡化社會以來，已被安裝在超過4000個以
上的高齡者養護中心。

气味对策：Introduction3



伴隨長照而來的異味，會招致高齡者、照護者、家人等的生活品質(QOL)低下。

口臭，體臭，排泄物等的氣味長時間滯留在屋內的話，這些氣味會滲透到被褥，傢俱，甚至
牆壁之中。如果人們長期生活在這種環境下，對食欲，睡眠都會造成不利影響。

介護サービス「あずみ苑」Webより引用 「ニチイの介護」Webより引用

气味对策：Introduction3



高齡者養護中心異味對策的重要性

「FJメディケアグループ」理事長 藤井様

「桜井の裡福祉會」常務理事長 佐々木様

有無「氣味」是入住者・家屬決定設備優劣，護理的重要指標。

气味对策：Introduction3



一體型脫臭・除菌裝置「RADICA」系列

气味对策：Our Solution3



一體型脫臭・除菌裝置「RADICA」系列

气味对策：Our Solution3



大規模全館脫臭・除菌系統「Central」系列

气味对策：Our Solution3



SAT的脫臭裝置RADICA系列・Central系列
在第三者機關的除菌性能測試結果

气味对策：Our Solution3



結論：維持在低濃度臭氧環境, 也可達到良好的除菌性能(脫臭性能)

气味对策：Our Solution3



SAT的脫臭裝置RADICA系列・Central系列
除臭性能測試結果

■実験実施⽇時：2015年11⽉12⽇ 13:30〜16:00 
■実験場所：
ホテル○○ビルB4階、厨房排⽔処理室内のブロアー室
■実施作業員：臭気判定⼠1名、パネラー6名
■実験⽬的：
排⽔処理の臭気がオゾンで脱臭できるかを確認する。
■実験内容 : 
ブロアーポンプ室にオゾン発⽣装置を設置し、13:40〜15:40
まで運転した後オゾンの脱臭効果を確認する。
■臭気判定⽅法 : 

6段階臭気強度表⽰法による判定
パネラーに臭気を確認してもらい6段階で判定する。
上下の数値は、カットして平均値を出す。
《6段階臭気強度表⽰法内容》
0:無臭
1:やっと感知できる臭い(検知閾値)
2:何のにおいであるかわかる弱いにおい(認知閾値)
3:楽に感知できるにおい
4:強いにおい
5:強烈なにおい

气味对策：Our Solution3



4 Installation Example

客戶的反應
脫臭裝置的白色出風口, 埋入式的安裝在天花板裡不顯眼, 看起來很Smart。
因為在建設當初就已裝設的關係, 對我們工作人員而言「沒有異味」的空間, 是
理所當然的事。來參觀的各方人士也說都沒有聞到看護設施會有的異味。
安裝後確實地執行定期保養, 即使已經使用10年以上, 依然能夠安心。

客戶的要求

・異味不要附著於建築物內
・機器集中於一處、便於保養的設計
・出風口為不顯眼的埋入式、不損及美觀
・可做為設施內的流感對策

養老設施
東京都中央區SunCity銀座EAST

設置場所：
垃圾庫房、廚房、喫煙室、廊下、居室、共用Room、Toilet、
汚物處理室等全館區域

設置機種：

臭氧脫臭裝置 SAT-050GDC6400

臭氧脫臭裝置 SAT-32GFK

分煙裝置 SAT-15TWR

⾼度清浄加濕裝置「うるおリッチ」 SAT-22MK

http://www.sat.co.jp/product/ozone/sat-gdc.php
http://www.sat.co.jp/product/ozone/sat-gfk.php
http://www.sat.co.jp/product/air/sat-separate.php
http://www.sat.co.jp/product/uruorich/


4 Installation Example

客戶的反應
開幕以來使用Central式臭氧脫臭裝置已經6年, 跟沒有裝設脫臭機的養護中
心比起來, 完全不同。特別是在居住樓層, 感受到異味的程度完全不同。
最初雖然有擔心臭氧的安全性, 結果沒有任何問題, 很安心的使用了。
一開始雖然花了一些安裝費用, 但是因為臭氧的營運成本很低等好處, 事後覺
得有安裝臭氧真是太好了。

客戶的要求

對異味敏感的養護中心負責人-不希望新建築物
中有異味-的要求, 在設計階段便將Central式臭
氧脫臭裝置規劃在其中。另外對於吸菸對策, 也
加裝了空氣清淨裝置。

養老設施
社會福祉法人絆福祉會 特別養護老人ホームふるさと

設置場所：廚房、休憩室、其他建物全體
設置機種：
Central式臭氧脫臭裝置 SAT-024GPD3180-WP

移動型臭氧発生裝置 SAT-008GLI80

臭氧脫臭裝置「RADICA」 SAT-30GFUN

臭氧脫臭裝置 SAT-30GFUNT

壁掛型空気清浄裝置 SAT-10KK

臭氧殺菌裝置 SAT-012GL120

http://www.sat.co.jp/product/ozone/sat-gdc.php
https://www.sat.co.jp/product/ozonegw/xefiria.php
http://www.sat.co.jp/product/ozone/sat-gfu.php
http://www.sat.co.jp/product/ozone/sat-gfu.php
http://www.sat.co.jp/product/air/sat-sterilize.php
http://www.sat.co.jp/product/sterilize/sat-gl.php


3 Installation Example

客戶的反應
被照護者的家人經常稱讚「這個養護中心都沒有異味」。另外,  也被前來應徵的面試者稱讚, 超過15年的養護
中心卻聞不到異味, 希望能在這裡工作。隨著使用時間的增加, 越感覺到脫臭機的效果。

客戶的要求

安養中心裡的脫臭裝置是不可或缺的。
對異味敏感的理事長, 因為有脫臭裝置不可或
缺的想法, 所以希望在新建物中裝設。

養老設施
神戸千ヶ峰會 特別養護老人ホーム花みさき

設置場所：Toilet、居室、共用部等建物全體
設置機種：

Central式臭氧脫臭裝置 SAT-030GDC4250E
高度清浄加濕裝置「うるおリッチ潤利奇」 SAT-UR22MB



4 Installation Example

客戶的反應
以前令人無法忽視的異味沒有了。從其他醫院或養護中心來院參觀的人都說沒
有異味, 問我們是如何做到的。
因為加濕足夠的關係, 插入氣管的呼吸管的更換頻率減少、值夜醫師的緊急呼
叫也減少了。另外, 更換床單時的靜電也不再發生、患者的異位性皮膚炎等皮
膚問題也減少了。
未裝設加濕器的樓層發生了流感; 有裝設的樓層則沒有發生。
自動清潔及One Touch供水功能, 減輕了日常操作的負擔。

客戶的要求

・減輕汚物室的臭味
・對應市售加濕器無法應付的乾燥
・減少異位性皮膚炎等皮膚問題的發生
・不發生流感

醫院
京都府城陽市國⽴病院機構南京都病院
設置場所：
【脫臭】汚物室、⾵除室【加濕】居室

設置機種：
臭氧脫臭裝置「RADICA」SAT-15GFUN
臭氧脫臭裝置「RADICA」SAT-30GFUN
臭氧脫臭裝置「RADICA」SAT-15GFUNT
⾼度清浄加濕裝置「うるおリッチ潤利奇」SAT-22MK

http://www.sat.co.jp/product/ozone/sat-gfu.php
http://www.sat.co.jp/product/ozone/sat-gfu.php
http://www.sat.co.jp/product/ozone/sat-gfu.php
http://www.sat.co.jp/product/uruorich/


4 Installation Example

客戶的反應
夜間の空間殺菌のおかげで、翌朝の園內は気になるニオイがほとんど殘っておらず、脫臭効果は抜群です。晝間は毎⽇
臭氧濃度を確認するのが⽇課になるほど、當たり前の存在になっていて、殺菌⽔も安⼼して利⽤できています。導⼊し
た2016年以降、今や無くてはならない存在です。

客戶的要求

・臭氧濃度や時間帯の調整であらゆる場所の殺菌が可能
・1台で複數箇所をカバー

幼稚園・保育園
愛知県名古屋市幼保連攜型認定こども園おにぎりが空
設置場所：
調理室、幼児室、沐浴室、Toiletなど

設置機種：
⼩型臭氧⽔製造裝置 SAT-018GW2

臭氧ガス製造裝置 SAT-006GAGF80

臭氧殺菌裝置「エキシマン」 SAT-012GL60

http://www.sat.co.jp/product/ozonegw/sat-gw.php
http://www.sat.co.jp/product/ozonegw/sat-g.php
http://www.sat.co.jp/product/sterilize/sat-ex.php


4 Installation Example

客户反馈

此前遇到有垃圾处理情况下，经过的公共区域的异味会
影响其他的老年人，通过使用除臭设备之后公共空间包
括房间之间相互影响的问题彻底的得到了解决。

客戶的要求

・異味不要附著於建築物內
・生活垃圾在公共区域不发生扩散
・年长者使用的异臭垃圾，不影响其他的人员

养老设施
乌镇松龄雅达
设置位置：
养老院楼层的公共走廊
設置機種：

活氧除臭（壁挂式） SAT-OF48KJ



4 Installation Example

客户反馈

第一家养老院设施已经开业近10年了，过往的经验以及不
完善的地方希望新店可以在最初开始全面的考虑。包括设
施的异味问题不光是入住的老人，包括自己的员工也是非
常头痛的问题，直接影响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还有老年
人春秋换季每每遇到这样的季节大家都非常不安，一旦老
年人的传染不光老年人，作为负责的护理员的负担也是非
常大的一个工作量。故此，本次导入了日本成功的品牌产
品。

客戶的要求

・设施主要以失能，卧床的老人为主，为老年
者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
・異味不要附著於建築物內
・希望可以整体的解决空气环境问题。

养老设施
天津瑞福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设置位置：
养老院的全部房间，全部卫生间，全部公共区域
設置機種：

活氧除臭（嵌入式） SAT-OF15UJ-1

高净度空气净化加湿器 SAT-UR22M-2



4 Installation Example

客户反馈

通过使用活氧除臭设备彻底的解决了异味的问题，整体提
升了客户的满意度。包括自己员工的工区由于地下的工区
常年受异味的影响，现在都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改善。

客戶的要求

・大厦污水处理区域的异味到处蔓延，包括地
下车库的部分也会受到影响。
・高级公寓希望可以提高服务品质。

酒店
沈阳和平区酒店
设置位置：
所有客房
設置機種：

活氧除臭（嵌入式） SAT-OF15UJ-1



4 Installation Example

客户反馈

活氧除臭设备彻底解决了卫生间的异味，并且没有其他的
异味产生。而且长期不需要任何维护，使用成本也很经济。

客戶的要求

・公共卫生间的异味很重，并且会遗漏出来，
希望可以彻底解决。

商业设施
沈阳的商业设施
设置位置：
卫生间
設置機種：

活氧除臭（嵌入式） SAT-OF15UJ-1



4 Installation Example

客户反馈

活氧除臭设备有效的解决了食堂异味的问题。整体提升了
办公环境。非常感谢。

客戶的要求

・公司搬家，由于之前食堂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多年使用后味道非常严重。本次装修设计考虑
食堂与会议区放在了同一楼层，食堂异味直接
会扩散影响到会议区的整体环境。

公司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设置位置：
员工食堂区域
設置機種：

活氧除臭（嵌入式） SAT-OF15UJ-1

活氧除臭（壁挂式） SAT-OF48KJ



4 Installation Example

客户的反馈
• 空间净化效果好。
• 产品操作方便，节能。
• 噪音小。

客户的需求
• 保证接待处空气质量
• 具有加湿效果
• 需要1台设备可以在60平米的空间起效
• 高级装进口加湿器

日系银行上海总部

设置场所：
前台接待处

设置机种：

润利奇空气净化加湿器



4 Installation Example

客户的反馈
• 除臭效果好。
• 产品操作方便，节能。
• 噪音小。

客户的需求
• 消除卫生间地漏反臭
• 节能美观

兰州酒店

设置场所：
房间内洗手间
大厅卫生间

设置机种：

RADICA（拉蒂卡）专业除臭除菌装置



4 Installation Example

客户的反馈
• 除臭效果非常好。

客户的需求
• 去除老鼠的臭味

实验动物室

设置场所：
实验老鼠饲养室

设置机种：

RADICA（拉蒂卡）专业除臭除菌装置



4 Installation Example

客户的反馈
• 除臭效果非常好。
• 大厅空气净化很好，宠物医院动物毛发比较
多，空气净化机对动物毛发的去除非常有效

客户的需求
• 去除宠物的臭味
• 接待大厅大面积空气净化加湿

上海宠物医院

设置场所：
接待大厅
宠物住院部

设置机种：

RADICA（拉蒂卡）专业除臭除菌装置
润利奇空气净化加湿器



4 Installation Example

客户的反馈
• 除异味（药味，香味等）效果非常好。

客户的需求
• 去除美容室的异味
• 对空气以及设备进行杀菌

美容院

设置场所：
美容室

设置机种：

RADICA（拉蒂卡）专业除臭除菌装置



4 Installation Example

客户的反馈
• 除异味效果非常好。

客户的需求
• 空间除异味
• 空间杀菌

其他事例
设置场所：
会议室，宴会厅，家里的卫生间等

设置机种：

RADICA（拉蒂卡）专业除臭除菌装置



谢谢倾听！
润利奇、拉蒂卡官方网页
http://www.uruorich.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