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风行业 
高标准专利产品 

 
緑肺净化杀菌消

毒新风系统 
 

医疗净化级新风
系统 



主要内容： 
 
一．行业其他品牌产品特点 
二．罗蕾莱产品原理介绍及原理图 
三．市场产品组合 
四．中大型建筑使用的产品组合 



一、新风行业其他品牌 
产品的状况 



 现有行业产品特点 
 
  1、简单空气置换通风系统 
  2、物理过滤去除大颗粒物，消耗大量的耗材和能源 
  3、板式热交换产品，热交换率低下， 
  4、双速简单控制或则液晶显示开关，未能实现智能检测 
  5、使用普通电机，消耗大量的能耗； 



二、罗蕾莱产品原理介
绍 



温度调节 

空气置换 

加湿除湿 过滤清 
新净化 

节能能 
量转移 

智能感应 
控制 

杀菌消毒 

绿肺PECFO Clean Air Tech 

可选择性空气质量解决方案 

超低噪音、 
超低能耗 
超长寿命 



罗蕾莱新风产品主要功能明细： 

初中效过滤； 

双级等离子静电吸附净化功能； 

紫外线净离子杀菌消毒功能； 

光触媒再杀菌消毒功能；   

羟基超氧化去除功能； 

负氧离子发生功能； 

热交换能量转移回收功能； 

湿度调节功能；（需要增加设备） 

国际高效FOC电机，节能50%以上； 

智能多功能显示控制系统； 

多个传感器组合； 

国际领先的FOC技术生产的电机，可以使得主机节能在50%以上 



“绿肺”工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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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效过滤功能 
 

优势：它们是按物理性能设计的出来处理空气悬浮的颗粒物净 
化器，主要具有过滤、吸附功能，可以有效地净化室内空气中的 
悬浮物以及少部分有害物质。初中效过滤主要是用来控制在 

>5um的颗粒物。 
劣势：对于室内空气中的异臭异味、病原菌、病毒、微生物以 

及由装饰装修造成的空气污染根本无法消除，同时这些采用物理 

方法实施净化的材料，在过滤和吸附一段时间后，就会慢慢的饱 
和直至失去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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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等离子静电除尘技术功能 
 

一级等离子分解功能，除去有害物质，等离子体是包含足够多的 
正负电荷数目近于相等的带电粒子的非凝聚系统，设备是制造形成 
不均匀电场，产生电晕放电，产生大量等离子体，其中包含大量电 
子和正负离子以及具有强氧化性的自由基，它们与空气中的污染物 
发生接触，附着在污染物质上，并且打开有害物质的化学键，使其 
分解成单质原子或无害分子，从而净化空气； 
二级静电吸附功能，再使用均匀的电场，将分解的颗粒物进行吸 

附除去，同时吸附悬浮微小颗粒物，可以吸附肉眼观察不到的颗粒 
物，直径在0.3um的微小物质，达到去除空气污染的问题，目前该 
技术被广泛使用在商用专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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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线净离子杀菌 
 

紫外线杀菌作用原理与其核酸、蛋白质及酶的作用有关，通过 
紫外线对微生物的照射，以改变及破坏微生物的组织结构（DNA- 

核酸），破坏细胞或病毒的核酸结构和功能。导致核算结构突变， 
生物体丧失复制、繁殖能力，功能遭受破坏，从而达到消毒、杀菌 
的目的。 

紫外线净化杀菌在许多空气净化器中都普遍使用，同时还被用 
来做实验室和手术室的杀菌。尤其是使用光触媒原理的净化器必然 
会用到紫外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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羟基彻底氧化分解 
 

负氧离子是指带负电荷的氧离子。空气分子在高压或强射线的 

作用下被电离所产生的自由电子大部分被氧气所获得，因而，常常 

把空气负离子统称为“负氧离子”羟基离子。负氧离子有清新空气 的

作用，有“空气长寿素”之称，负离子有镇静、催眠、镇痛、镇 咳、

止痒、利尿、增食欲、降血压之效。 

羟基彻底氧化分解 
 

    在电离或者射线的状况下能产生大量的氢氧离子，通常把空气
中分解出来的负氧离子统称为“羟基离子”。羟基离子具有极强的
氧化分解能力，极易将空气中的不稳定的物质和有机气体进行分解
氧化，达到去除TVOC等有机不稳定的气体；同时还能对空气中含有
的细菌病毒等也具有极强的氧化性能，达到良好的杀菌消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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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触媒再杀菌 
 

光触媒[Photo=Light]+触媒（催化剂）[catalyst]的合成词，为了 

提高杀菌消毒的效率，主业公司还增加光触媒技术，在安全的射线 

照射下，电离产生的自由电子大部分被氧气所获得，因而，常常把 

空气负离子统称为“负氧离子”羟基离子。主要有两种类型：一、 在

物体表面涂抹二氧化钛液体；二、将二氧化钛用粘合剂粘在活性 

炭表面，或沉积在金属材料表面，如镍网或不锈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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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调整（可增加选项） 

空气质量中国国家标准中人体最适宜的湿度范围在40~60%之
间， 我们所处的环境大部分的时间湿度都是超标的。南方偏潮
湿，北方 偏干燥。如果对提高空气质量要求提高，那就要增加
对空气湿度的 调整；我们的产品可以增加外部设备使湿度按照

50~55%标准进行 自动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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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转移回收功能(可增加选项） 

由于对空气的质量调整，必然会产生室内外空气的交换，在室外温 
差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建议在温差在15~20度以上），需要考虑增 加
热量回收的功能，部分地区还要考虑湿度的回收交换； 让交换的类
型有两种：全热交换和显热交换。 全热交换的概念就是湿度和热量

一起进行转换和回收，显热交换制 度热量进行交换和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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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调整和热水功能（可增加选项） 

空气质量中国国家标准中人体最适宜的温度范围在冬天18~24 
夏天24~26度之间。 

我们的机组可以直接增加设备来提高对温度的调整功能. 

增加此选项的功能，可以省去现有建筑房屋的空调设备和热水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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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氧离子 

• 负氧离子是指带负电荷的氧离子。空气分子在高压或强射线 

的作用下被电离所产生的自由电子大部分被氧气所获得，因而，
常 常把空气负离子统称为“负氧离子”。 

• 负氧离子有清新空气的作用，有“空气长寿素”之称，负离
子 有镇静、催眠、镇痛、镇咳、止痒、利尿、增食欲、降血压之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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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罗蕾莱根据市场需要 
进行产品分类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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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多功能控制显示集成系统 

多功能智能控制显示系统 
 

1. 空气质量出厂设置可以选择颗粒物PM2.5值（参考值）显示和空气 
质量选择显示；红、黄、绿分别显示空气质量状况，红色：重度污
染，黄色：重度污染，绿色：良好；  

2. 温度和时间常态显示; 
3. 工作状态可以任意选择,单项流和双向流任意切换, 同时显示双路工

作状态，即可以显示单向流工作状态，双向流工作状态，也可以显
示热交换双向流工作状态。  

4. 可以选择开和关等离子分解、静电吸附净化和杀菌消毒功能 
5. 同时可以选择释放负氧离子功能。 
6. 后台程序检测产品工作状态，协助专业的维护人员提供准确数据； 



产品系列： 

1.除雾霾新风系统（PM2.5) 

2.多功能净化 +   除雾霾新风系列（PM2.5) 

3.热交换+除雾霾新风系列（PM2.5) 

4.多功能杀菌净化+除雾霾新风系列（PM2.5) 

5.多功能杀菌净化+热交换+除雾霾新风系列（PM2.5) 

 



除雾霾新风系统（PM2.5) 

1. 初中效过滤； 
2. 双级等离子静电吸附净化功能；（无） 
3. 紫外线净离子杀菌消毒功能；（无） 
4. 光触媒在杀菌消毒功能；  （无） 
5. 羟基超氧化去除功能； （无） 
6. 负氧离子发生功能； （无） 
7. 热交换能量转移回收功能；（无） 

8. 湿度调节功能；（无） 
9. 温度调节功能；（无） 
10. HEPA过滤器； 
11. 智能多功能显示控制系统； 
12. 多个传感器组合； （无） 
 
维护： 建议：初中效半年更换一次，每月检
测清洁； 高效一年更换或者根据实际情况延
长使用； 

LPM-300MCH 

电 压：AC 220V 
功 率：MAX 45 W MIN10W 
风 量：MAX 300m3/h MIN 60m3/h 
噪 音： MAX 36分贝 MIN 18分贝 
静 压： MAX  230 Pa MIN  150 Pa 
外形：480*360*215（风嘴280+28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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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杀菌净化+除雾霾新风系列（PM2.5) 

1. 初中效过滤； 
2. 双级等离子静电吸附净化功能； 
3. 紫外线净离子杀菌消毒功能； 
4. 光触媒在杀菌消毒功能； 
5. 羟基超氧化去除功能； 
6. 负氧离子发生功能； 
7. 热交换能量转移回收功能；（无） 
8. 湿度调节功能；（无） 
9. 温度调节功能；（无） 
10. HEPA过滤器； 
11. 智能多功能显示控制系统； 
12. 多个传感器组合； 
 
维护： 建议：初中效半年更换一次，每月检
测清洁； 高效一年更换或者根据实际情况延
长使用； 

LXF2-300MCH 

电 压：AC 220V 
功 率：MAX 45 W MIN10W 
风 量：MAX 300m3/h MIN 60m3/h 
噪 音： MAX 36分贝 MIN 18分贝 
静 压： MAX  230 Pa MIN  150 Pa 
外形：690*360*215（风嘴180+18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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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中效过滤； 
2. 双级等离子静电吸附净化功能； 
3. 紫外线净离子杀菌消毒功能；（无） 
4. 光触媒在杀菌消毒功能；（无） 
5. 羟基超氧化去除功能； 无） 
6. 负氧离子发生功能；（无） 
7. 热交换能量转移回收功能；（无） 
8. 湿度调节功能；（无） 
9. 温度调节功能；（无） 
10. HEPA过滤器； 
11. 智能多功能显示控制系统； 
12. 多个传感器组合； 
 
维护： 建议：初中效半年更换一次，每月检
测清洁； 高效一年更换或者根据实际情况延
长使用； 

LXF-600MCH 

电 压： 220V 
功 率：弱 /20 W /强/96W 
风 量：弱360m3/h 强720m3/h 
噪 音： 弱 28分贝 强 35分贝 
静 压： 弱  300 Pa 强  600 Pa 
外形：1080*700*210（含风口)毫米 

多功能杀菌净化+除雾霾新风系列（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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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交换+除雾霾新风系列（PM2.5) 

1. 初中效过滤； 
2. 双级等离子静电吸附净化功能； （无） 
3. 紫外线净离子杀菌消毒功能； （无） 
4. 光触媒在杀菌消毒功能； （无） 
5. 羟基超氧化去除功能； （无） 
6. 负氧离子发生功能； （无） 
7. 热交换能量转移回收功能； 

8. 湿度调节功能；（无） 
9. 温度调节功能；（无） 
10. HEPA过滤器； 
11. 智能多功能显示控制系统； 
12. 多个传感器组合； 
 
维护： 建议：初中效半年更换一次，每月检
测清洁； 高效一年更换或者根据实际情况延
长使用； 

LRHPM-600MCH 

电 压：AC 220V 
功 率：MAX 96 W MIN25W 
风 量：MAX 2*300m3/h MIN 60m3/h 
噪 音： MAX 40分贝 MIN 18分贝 
静 压： MAX  230 Pa MIN  150 Pa 
外形：695*620*215（风嘴180+18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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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F4-600MCH 1. 初中效过滤； 
2. 双级等离子静电吸附净化功能； 
3. 紫外线净离子杀菌消毒功能； 
4. 光触媒在杀菌消毒功能； 
5. 羟基超氧化去除功能； 
6. 负氧离子发生功能； 
7. 热交换能量转移回收功能；(无) 
9. 温度调节功能；（无） 
10. HEPA过滤器； 
11. 智能多功能显示控制系统； 
12. 多个传感器组合； 
 

维护： 建议：初中效半年更换一次，每月检测清洁；
高效 一年更换或者根据实际情况延长使用； 

电 压：AC 220V 
功 率：MAX 96 W MIN25W 
风 量：MAX 2*300m3/h MIN 60m3/h 
噪 音： MAX 36分贝 MIN 18分贝 
静 压： MAX  230 Pa MIN  150 Pa 
外形：580*660*215（风嘴180+180)毫米 

多功能杀菌净化+除雾霾新风系列（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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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中效过滤； 
2. 双级等离子静电吸附净化功能； 
3. 紫外线净离子杀菌消毒功能； 
4. 光触媒在杀菌消毒功能； 
5. 羟基超氧化去除功能； 
6. 负氧离子发生功能； 
7. 热交换能量转移回收功能； 
8. 湿度调节功能；（无） 
9. 温度调节功能；（无） 
10. HEPA过滤器； 
11. 智能多功能显示控制系统； 
12. 多个传感器组合； 
 

维护： 建议：初中效半年更换一次，每月
检测清洁； 高效一年更换或者根据实际情
况延长使用； 

多功能杀菌净化+热交换+除雾霾新风系列（PM2.5) 

LRH-600MCH 
电 压：AC 220V 
功 率：MAX 96 W MIN25W 
风 量：MAX 2*280m3/h MIN 60m3/h 
噪 音： MAX 40分贝 MIN 18分贝 
静 压： MAX  200 Pa MIN  110 Pa 
外形：890*660*215（风嘴180+18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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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中效过滤； 
2. 双级等离子静电吸附净化功能； 
3. 电子杀菌消毒功能； 
4. 光触媒在杀菌消毒功能(无)； 
5. 羟基超氧化去除功能； 
6. 负氧离子发生功能； 
7. 热交换能量转移回收功能； 
8. 湿度调节功能；（无） 
9. 温度调节功能；（无） 
10. HEPA过滤器； 
11. 智能多功能显示控制系统； 
12. 多个传感器组合； 
 

维护： 智能维护提示，耗材半年更换一次，
更换成本在200元，每2月检测清洁； 重要
根据实际情况延长使用； 

 新 风 机 柜   

多功能杀菌净化+热交换+除雾霾新风柜机（PM2.5) 

LRH-GJ50MCH 

电 压：AC 220V 
功 率：MAX 96 W  MIN25W 
风 量：MAX 2*500m3/h MIN 60m3/h 
噪 音： MAX 45分贝 MIN 18分贝 
静 压： MAX  200 Pa MIN  110 Pa 
外形：1600*500*30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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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中效过滤； 
2. 双级等离子静电吸附净化功能； 
3. 电子杀菌消毒功能； 
4. 光触媒在杀菌消毒功能(无)； 
5. 羟基超氧化去除功能； 
6. 负氧离子发生功能； 
7. 热交换能量转移回收功能(无)； 
8. 湿度调节功能；（无） 
9. 温度调节功能；（无） 
10. HEPA过滤器； 
11. 智能多功能显示控制系统； 
12. 多个传感器组合； 
 

维护： 智能维护提示，耗材半年更换一次，
更换成本在200元，每2月检测清洁； 重要
根据实际情况延长使用； 

柜机 ( 户外壁挂) 
多功能杀菌净化+热交换+除雾霾新风柜机（PM2.5) 

LXF-GJ60MCH 

电 压：AC 220V 
功 率：MAX 96 W  MIN25W 
风 量：MAX 2*600m3/h MIN 60m3/h 
噪 音： MAX 45分贝 MIN 18分贝 
静 压： MAX  200 Pa MIN  110 Pa 
外形：1300*450*300毫米 







罗蕾莱电气有限公司 2015.07 

1. 初中效过滤； 
2. 双级等离子静电吸附净化功能； 
3. 电子杀菌消毒功能； 
4. 光触媒在杀菌消毒功能(无)； 
5. 羟基超氧化去除功能； 
6. 负氧离子发生功能； 
7. 热交换能量转移回收功能； 
8. 湿度调节功能；（无） 
9. 温度调节功能；（无） 
10. HEPA过滤器； 
11. 智能多功能显示控制系统； 
12. 多个传感器组合； 
 

维护： 智能维护提示，耗材半年更换一次，
更换成本在200元，每2月检测清洁； 重要
根据实际情况延长使用； 

学校专用主机 
多功能杀菌净化+热交换+除雾霾新风柜机（PM2.5) 

LXF-GJ60MCH 

电 压：AC 220V 
功 率：MAX 296 W  MIN80W 
风 量：MAX 800m3/h MIN120m3/h 
噪 音： MAX 45分贝 MIN 18分贝 
静 压： MAX  200 Pa MIN  110 Pa 
外形：950*850*300毫米(不计风口) 



机型使用地区：对于室外空气质量严重污染，污染物较多地区； 

主要功能： 

1. 净化除尘、清新空气提高含氧量，改善主任的心肺功能； 
2. 清新的空气有利于改善睡眠，提高免疫能力， 

3. 促进新陈代谢，增强抗病能力； 
4. 杀菌功能 ，让家人原理细菌和病毒，减少疾病的产生； 
5. 减少室内CO2的含量，消除室内产生的焗闷的问题； 

6. 减少室内浮尘，方便室内清洁； 
7. 室内形成微正压，减少室外有害污染物质的进入； 

8. 如选择多能内循环功能，可以加强室内清新净化的效果； 

新一代緑肺新风净化系列的使用说明 



新风一代主机的测试主要参数 
1. 采用国际最新FOC技术生产的智能电机，使得整机节能达到50%以上；

超大风量，超低静音； 

2. PM2.5的一次过滤效果接近100% 

3. 对细菌病毒清除的效果99.94% 

4. 甲醛的去除率可以达到86.4%； 

5. TVOC的去除率几乎接近100%; 

6. 双极专利等离子净化，有效去除有害化学气体，一次通过去除效率达到
90%以上，延长耗材的寿命，减少费用的开支； 

7. 提高室内的氧气含量达到户外标准，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8. 降低室内二氧化碳的浓度600PPM以下； 

9. 释放负离子1000万个/平方厘米； 

10. 羟基离子前氧化分解有害气体 

11. 加湿除湿功能，达到人体最佳舒适范围45~60%； 

12. 部分高端机组具备恒温恒湿功能； 

13. 智能化，远程APP监控控制随时保护家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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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肺”户型安装工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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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肺  产 品 双 回 路 安 装 工 作 示 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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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大型建筑使用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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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绿方”系统   室内外结合净化中型机组 

室外机组 
 

+ 

室内机组 



电压（V） 功率（W） 风量（m³/h） 噪音（dB） 静压（Pa） 

220 强500 强3000 强60 强300 

使用场所: 
200~1000平米建筑； 
主要功能： 
1、雾等室内颗粒物； 
2、除甲醛等有害气体； 
3、低室内二氧化碳的浓度； 
4、提高室内含氧量； 
5、解决室内浮尘； 
6、去除室内空气中的细菌和病毒； 
7、智能控制； 
8、具有空气加湿功能 
 
 

“水绿方”系统 —室内外结合净化中型机组 

室外机组 
 

+ 
室内机组 

“水绿方”系统—室内外结合净化中型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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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绿方”系统 —室内外结合净化中型机组 

+ 

室外机组 

室内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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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型建筑使用主机 

建筑具备设备

空间使用设备 

结合管道和末端

一起实现建筑健

康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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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型建筑使用 

建筑具备设备空间使用设备 

结合管道和末端一起实现建筑健康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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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型建筑使用 

室外使用设备 

结合管道和末端一起实现建筑健康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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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绿肺新风净化系列的使用说明 
新风系统行业至高标准，未来新风产品的发展的方向 

机型使用地区：对于室外空气质量严重污染，污染物分布较广地区； 主要功能： 

1. 解决室内co2等有害气体浓度的上升； 

2. 提高室内氧的 含量，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3. 去除室内污浊的空气排出室外；  

4. 对室外空气中颗粒物进行过滤，去除室外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净化空气；  

5. 去除室外空气中PM2.5；对室内外空气中存在的细菌病毒进行去除； 将净化

后的洁净的空气附加大量的负离子（千万级每平方厘米）进入室内，将污染 

室内空气排出； 

6. 室内外温差在50度以上，均可正常使用，无结露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