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最强可视光应答型世界最强可视光应答型世界最强可视光应答型世界最强可视光应答型
光触媒纳米高功能材料光触媒纳米高功能材料光触媒纳米高功能材料光触媒纳米高功能材料
「「「「氧化钨氧化钨氧化钨氧化钨（（（（WOWOWOWO３３３３）」）」）」）」

东东东东芝材料芝材料芝材料芝材料

氧化钛的氧化钛的氧化钛的氧化钛的20202020倍功效倍功效倍功效倍功效

单一纳米材料单一纳米材料单一纳米材料单一纳米材料
「「「「铂金铂金铂金铂金（（（（Pt)Pt)Pt)Pt)」」」」

单一纳米材料单一纳米材料单一纳米材料单一纳米材料
「「「「铂金铂金铂金铂金（（（（Pt)Pt)Pt)Pt)」」」」

田中田中田中田中贵贵贵贵金属金属金属金属

提高光触媒功能功效提高光触媒功能功效提高光触媒功能功效提高光触媒功能功效

无机无机无机无机100100100100％％％％
树脂密着基础剂树脂密着基础剂树脂密着基础剂树脂密着基础剂

SKETCHSKETCHSKETCHSKETCH（（（（思思思思凯凯凯凯奇奇奇奇））））

世界最初纳米技术世界最初纳米技术世界最初纳米技术世界最初纳米技术

LEDLEDLEDLED荧光灯荧光灯荧光灯荧光灯・・・・反射板反射板反射板反射板・・・・白色荧光灯白色荧光灯白色荧光灯白色荧光灯・・・・灯罩灯罩灯罩灯罩
（（（（基材基材基材基材：：：：聚碳酸酯聚碳酸酯聚碳酸酯聚碳酸酯＆＆＆＆玻璃玻璃玻璃玻璃））））

专用光触媒涂膜剂专用光触媒涂膜剂专用光触媒涂膜剂专用光触媒涂膜剂

光触媒长期消臭抗菌涂膜剂光触媒长期消臭抗菌涂膜剂光触媒长期消臭抗菌涂膜剂光触媒长期消臭抗菌涂膜剂

AIR CLEAN LIGHT COATAIR CLEAN LIGHT COATAIR CLEAN LIGHT COATAIR CLEAN LIGHT COATAIR CLEAN LIGHT COATAIR CLEAN LIGHT COATAIR CLEAN LIGHT COATAIR CLEAN LIGHT COAT 产品简介产品简介产品简介产品简介产品简介产品简介产品简介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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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近年近年近年，，，，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受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受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受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受PM2.5PM2.5PM2.5PM2.5、、、、黄沙等严重污染黄沙等严重污染黄沙等严重污染黄沙等严重污染，，，，室内空气治理成为深刻的问题室内空气治理成为深刻的问题室内空气治理成为深刻的问题室内空气治理成为深刻的问题。。。。

针对室内空气治理问题针对室内空气治理问题针对室内空气治理问题针对室内空气治理问题，，，，我们之前研制了氧化钛光触媒涂膜剂我们之前研制了氧化钛光触媒涂膜剂我们之前研制了氧化钛光触媒涂膜剂我们之前研制了氧化钛光触媒涂膜剂，，，，施涂在壁橱施涂在壁橱施涂在壁橱施涂在壁橱、、、、窗帘窗帘窗帘窗帘、、、、瓷瓷瓷瓷
砖面等砖面等砖面等砖面等，，，，吸收紫外线或可视光发挥一定的消臭吸收紫外线或可视光发挥一定的消臭吸收紫外线或可视光发挥一定的消臭吸收紫外线或可视光发挥一定的消臭、、、、抗菌抗菌抗菌抗菌、、、、灭菌效果灭菌效果灭菌效果灭菌效果。。。。

光触媒功能光触媒功能光触媒功能光触媒功能：：：：被称为空气污染物质的有机化合物被称为空气污染物质的有机化合物被称为空气污染物质的有机化合物被称为空气污染物质的有机化合物（（（（如如如如：：：：NoxNoxNoxNox、、、、Sox,Sox,Sox,Sox,花粉花粉花粉花粉、、、、霉菌霉菌霉菌霉菌、、、、病菌等病菌等病菌等病菌等））））
在太阳光或荧光灯散发出来的紫外线或可视光的照射下被分解成二氧化钛和水的机构学在太阳光或荧光灯散发出来的紫外线或可视光的照射下被分解成二氧化钛和水的机构学在太阳光或荧光灯散发出来的紫外线或可视光的照射下被分解成二氧化钛和水的机构学在太阳光或荧光灯散发出来的紫外线或可视光的照射下被分解成二氧化钛和水的机构学。。。。
但但但但，，，，施涂在壁橱和窗帘等室内装饰物上施涂在壁橱和窗帘等室内装饰物上施涂在壁橱和窗帘等室内装饰物上施涂在壁橱和窗帘等室内装饰物上，，，，由于光的照度较弱由于光的照度较弱由于光的照度较弱由于光的照度较弱，，，，无法发挥理想效果无法发挥理想效果无法发挥理想效果无法发挥理想效果。。。。

要使光触媒发挥最大限度效果要使光触媒发挥最大限度效果要使光触媒发挥最大限度效果要使光触媒发挥最大限度效果，，，，施涂在发光的光源施涂在发光的光源施涂在发光的光源施涂在发光的光源————————LEDLEDLEDLED荧光灯荧光灯荧光灯荧光灯、、、、反射板反射板反射板反射板、、、、白色荧光白色荧光白色荧光白色荧光
灯以及附属的反射板或灯罩上最佳灯以及附属的反射板或灯罩上最佳灯以及附属的反射板或灯罩上最佳灯以及附属的反射板或灯罩上最佳。。。。但但但但，，，，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可密着聚碳酸酯和聚酸甲酯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可密着聚碳酸酯和聚酸甲酯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可密着聚碳酸酯和聚酸甲酯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可密着聚碳酸酯和聚酸甲酯
基材的粘着剂基材的粘着剂基材的粘着剂基材的粘着剂。。。。

无机粘着剂厂商无机粘着剂厂商无机粘着剂厂商无机粘着剂厂商SKETCHSKETCHSKETCHSKETCH（（（（思凯奇思凯奇思凯奇思凯奇））））最新成功研制出密着聚碳酸酯基材的最新成功研制出密着聚碳酸酯基材的最新成功研制出密着聚碳酸酯基材的最新成功研制出密着聚碳酸酯基材的100%100%100%100%无机粘着无机粘着无机粘着无机粘着
剂剂剂剂，，，，同时研制出直接施涂荧光灯的光触媒涂剂同时研制出直接施涂荧光灯的光触媒涂剂同时研制出直接施涂荧光灯的光触媒涂剂同时研制出直接施涂荧光灯的光触媒涂剂。。。。本涂剂使用具有氧化钛光触媒功能本涂剂使用具有氧化钛光触媒功能本涂剂使用具有氧化钛光触媒功能本涂剂使用具有氧化钛光触媒功能20202020倍效倍效倍效倍效
果的纳米氧化钨以及整体提高材料功能的纳米铂金果的纳米氧化钨以及整体提高材料功能的纳米铂金果的纳米氧化钨以及整体提高材料功能的纳米铂金果的纳米氧化钨以及整体提高材料功能的纳米铂金，，，，可发挥最强可视光触媒功能可发挥最强可视光触媒功能可发挥最强可视光触媒功能可发挥最强可视光触媒功能。。。。

直接施涂直接施涂直接施涂直接施涂LEDLEDLEDLED荧光灯或灯罩荧光灯或灯罩荧光灯或灯罩荧光灯或灯罩，，，，在在在在6000Lux6000Lux6000Lux6000Lux的高照度下发挥强烈的光触媒作用的高照度下发挥强烈的光触媒作用的高照度下发挥强烈的光触媒作用的高照度下发挥强烈的光触媒作用



具有可视光应答型氧化钛的具有可视光应答型氧化钛的具有可视光应答型氧化钛的具有可视光应答型氧化钛的20202020倍倍倍倍化学活性化学活性化学活性化学活性————————
东芝材料东芝材料东芝材料东芝材料 氧化钨解决室内空气治理问题氧化钨解决室内空气治理问题氧化钨解决室内空气治理问题氧化钨解决室内空气治理问题

目前为止目前为止目前为止目前为止，，，，用于治理室内空气主要使用氧化钛光触媒产品用于治理室内空气主要使用氧化钛光触媒产品用于治理室内空气主要使用氧化钛光触媒产品用于治理室内空气主要使用氧化钛光触媒产品，，，，施工在室内墙壁施工在室内墙壁施工在室内墙壁施工在室内墙壁、、、、
天花板天花板天花板天花板、、、、天花板天花板天花板天花板。。。。但未能发挥理想的光触媒效果但未能发挥理想的光触媒效果但未能发挥理想的光触媒效果但未能发挥理想的光触媒效果。。。。

韩国和中国的室内韩国和中国的室内韩国和中国的室内韩国和中国的室内VOCVOCVOCVOC数值是日本的数值是日本的数值是日本的数值是日本的3333、、、、4444倍以上倍以上倍以上倍以上。。。。我们不断探求高光触媒材料我们不断探求高光触媒材料我们不断探求高光触媒材料我们不断探求高光触媒材料。。。。
目前发现目前发现目前发现目前发现东芝材料公司的氧化钨东芝材料公司的氧化钨东芝材料公司的氧化钨东芝材料公司的氧化钨具有极强的可视光触媒效果具有极强的可视光触媒效果具有极强的可视光触媒效果具有极强的可视光触媒效果。。。。可将室内各种异味可将室内各种异味可将室内各种异味可将室内各种异味
利用荧光灯的照射迅速分解利用荧光灯的照射迅速分解利用荧光灯的照射迅速分解利用荧光灯的照射迅速分解、、、、消臭消臭消臭消臭。。。。可解决氧化钛无法解决的室内空气治理问题可解决氧化钛无法解决的室内空气治理问题可解决氧化钛无法解决的室内空气治理问题可解决氧化钛无法解决的室内空气治理问题。。。。

将光触媒材料施涂在荧光灯将光触媒材料施涂在荧光灯将光触媒材料施涂在荧光灯将光触媒材料施涂在荧光灯、、、、反射板和灯罩的基材上反射板和灯罩的基材上反射板和灯罩的基材上反射板和灯罩的基材上，，，，需要密着玻璃需要密着玻璃需要密着玻璃需要密着玻璃、、、、聚碳聚碳聚碳聚碳
酸酯的粘着剂酸酯的粘着剂酸酯的粘着剂酸酯的粘着剂。。。。我司成功地研制出密着以上基材的无机粘着剂我司成功地研制出密着以上基材的无机粘着剂我司成功地研制出密着以上基材的无机粘着剂我司成功地研制出密着以上基材的无机粘着剂，，，，并可将氧化钨托并可将氧化钨托并可将氧化钨托并可将氧化钨托
出涂膜表面出涂膜表面出涂膜表面出涂膜表面，，，，最大限度发挥氧化钨的光触媒功能最大限度发挥氧化钨的光触媒功能最大限度发挥氧化钨的光触媒功能最大限度发挥氧化钨的光触媒功能。。。。在在在在LEDLEDLEDLED和荧光灯的灯光照射下产和荧光灯的灯光照射下产和荧光灯的灯光照射下产和荧光灯的灯光照射下产
生具有强氧化力的生具有强氧化力的生具有强氧化力的生具有强氧化力的OHOHOHOH基基基基，，，，将有机化合物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将有机化合物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将有机化合物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将有机化合物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可迅速分解从户外可迅速分解从户外可迅速分解从户外可迅速分解从户外
带来的各种异味带来的各种异味带来的各种异味带来的各种异味，，，，并长期持续消臭并长期持续消臭并长期持续消臭并长期持续消臭、、、、抗菌功效抗菌功效抗菌功效抗菌功效。。。。

氧化钨具有显著的氧化钨具有显著的氧化钨具有显著的氧化钨具有显著的VOCVOCVOCVOC化学物质分解力化学物质分解力化学物质分解力化学物质分解力，，，，是是是是VOCVOCVOCVOC、、、、化学房化学房化学房化学房、、、、花粉症的有效对策花粉症的有效对策花粉症的有效对策花粉症的有效对策。。。。

利用室内的荧光灯的灯光利用室内的荧光灯的灯光利用室内的荧光灯的灯光利用室内的荧光灯的灯光，，，，即可强力分解烟味即可强力分解烟味即可强力分解烟味即可强力分解烟味、、、、卫生间异味和宠物臭卫生间异味和宠物臭卫生间异味和宠物臭卫生间异味和宠物臭
以及流感细菌等以及流感细菌等以及流感细菌等以及流感细菌等，，，，创造安全安心的清新室内空气环境创造安全安心的清新室内空气环境创造安全安心的清新室内空气环境创造安全安心的清新室内空气环境。。。。



AIR CLEAN LIGHT COAT（（（（治理空气灯光涂膜剂治理空气灯光涂膜剂治理空气灯光涂膜剂治理空气灯光涂膜剂））））产品简介产品简介产品简介产品简介

１１１１、、、、世界最初世界最初世界最初世界最初！！！！可施涂聚碳酸酯可施涂聚碳酸酯可施涂聚碳酸酯可施涂聚碳酸酯＆＆＆＆玻璃玻璃玻璃玻璃。。。。

２２２２、、、、不论是太阳光的紫外线还是可视光线都可发挥光触媒效果不论是太阳光的紫外线还是可视光线都可发挥光触媒效果不论是太阳光的紫外线还是可视光线都可发挥光触媒效果不论是太阳光的紫外线还是可视光线都可发挥光触媒效果，，，，效应与没有紫外线的效应与没有紫外线的效应与没有紫外线的效应与没有紫外线的
LEDLEDLEDLED荧光灯荧光灯荧光灯荧光灯。。。。

荧光灯和反射板荧光灯和反射板荧光灯和反射板荧光灯和反射板

样板１）

壁灯壁灯壁灯壁灯

样板４）样板３）

台灯台灯台灯台灯
灯面罩灯面罩灯面罩灯面罩

样样样样板板板板２２２２））））

３３３３、、、、荧光灯直下的可视光照度荧光灯直下的可视光照度荧光灯直下的可视光照度荧光灯直下的可视光照度6,000Lux6,000Lux6,000Lux6,000Lux下即可发挥光触媒效果下即可发挥光触媒效果下即可发挥光触媒效果下即可发挥光触媒效果，，，，分解功能最强分解功能最强分解功能最强分解功能最强。。。。
（（（（光触媒效果与照度的强弱成正比例光触媒效果与照度的强弱成正比例光触媒效果与照度的强弱成正比例光触媒效果与照度的强弱成正比例，，，，照度越强效果越佳照度越强效果越佳照度越强效果越佳照度越强效果越佳。）。）。）。）

４４４４、、、、通常光触媒使用氧化钛通常光触媒使用氧化钛通常光触媒使用氧化钛通常光触媒使用氧化钛，，，，我们使用了具有氧化钛我们使用了具有氧化钛我们使用了具有氧化钛我们使用了具有氧化钛20202020倍效果的东芝倍效果的东芝倍效果的东芝倍效果的东芝MaterialMaterialMaterialMaterial制氧化钨制氧化钨制氧化钨制氧化钨。。。。
（（（（夜间室内的照度约夜间室内的照度约夜间室内的照度约夜间室内的照度约２５０２５０２５０２５０LuxLuxLuxLux也可发挥效果也可发挥效果也可发挥效果也可发挥效果＝＝＝＝氧化钛氧化钛氧化钛氧化钛20202020倍效果倍效果倍效果倍效果））））

５５５５、、、、添加具有增强纳米材料功效的单一纳米铂金微粒添加具有增强纳米材料功效的单一纳米铂金微粒添加具有增强纳米材料功效的单一纳米铂金微粒添加具有增强纳米材料功效的单一纳米铂金微粒，，，，成功地提高了光触媒效果成功地提高了光触媒效果成功地提高了光触媒效果成功地提高了光触媒效果。。。。

６６６６、、、、粘着剂可将氧化钨微粒托出表面粘着剂可将氧化钨微粒托出表面粘着剂可将氧化钨微粒托出表面粘着剂可将氧化钨微粒托出表面，，，，并排在基材表面并排在基材表面并排在基材表面并排在基材表面，，，，最大限度发挥其功效最大限度发挥其功效最大限度发挥其功效最大限度发挥其功效。。。。



窗玻璃

涂膜面涂膜面涂膜面涂膜面

光触媒的分解和空气对流的关系光触媒的分解和空气对流的关系光触媒的分解和空气对流的关系光触媒的分解和空气对流的关系

荧光灯荧光灯荧光灯荧光灯・・・・反射板反射板反射板反射板
空气污染物质空气污染物质空气污染物质空气污染物质

热空气热空气热空气热空气往上流动往上流动往上流动往上流动，，，，开暖气后热空气开暖气后热空气开暖气后热空气开暖气后热空气
带着污染物质往上循环带着污染物质往上循环带着污染物质往上循环带着污染物质往上循环，，，，容易被分容易被分容易被分容易被分
解解解解。。。。

分解分解分解分解

水水水水

二二二二氧氧氧氧化化化化碳碳碳碳

利用可利用可利用可利用可视视视视光分解光分解光分解光分解

荧光灯的正下面和阴天时荧光灯的正下面和阴天时荧光灯的正下面和阴天时荧光灯的正下面和阴天时
的照度为的照度为的照度为的照度为「「「「6000Lux6000Lux6000Lux6000Lux」」」」

蛍光灯
1m直下
400Lux

水水水水

晴天太阳直射热的晴天太阳直射热的晴天太阳直射热的晴天太阳直射热的
照度照度照度照度「「「「10101010万万万万LuxLuxLuxLux」」」」

要点要点要点要点
在室内在室内在室内在室内，，，，光触媒效果最高的是光触媒效果最高的是光触媒效果最高的是光触媒效果最高的是
照明器具照明器具照明器具照明器具。。。。室内的污染物质随室内的污染物质随室内的污染物质随室内的污染物质随
着热空气上升着热空气上升着热空气上升着热空气上升，，，，所以天花板的所以天花板的所以天花板的所以天花板的
灯光触媒效果最佳灯光触媒效果最佳灯光触媒效果最佳灯光触媒效果最佳。。。。



AIR CLEAN LIGHT COATAIR CLEAN LIGHT COATAIR CLEAN LIGHT COATAIR CLEAN LIGHT COAT 的光触媒结构的光触媒结构的光触媒结构的光触媒结构

荧光灯断面图荧光灯断面图荧光灯断面图荧光灯断面图

玻璃、聚碳酸酯灯管

施涂施涂施涂施涂

使用在使用在使用在使用在荧荧荧荧光灯上光灯上光灯上光灯上时时时时：：：：））））

扩大扩大扩大扩大
图图图图

病菌病菌病菌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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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径粒径粒径粒径2.52.52.52.5μμμμmmmm以下以下以下以下微粒状物质微粒状物质微粒状物质微粒状物质
＝「＝「＝「＝「PM2.5PM2.5PM2.5PM2.5」。」。」。」。

HHHH２２２２oooo

COCOCOCO２２２２

COCOCOCO２２２２

COCOCOCO２２２２

COCOCOCO２２２２

HHHH２２２２oooo

HHHH２２２２oooo

HHHH２２２２oooo

PM2.5 分解分解分解分解

PM2.5PM2.5PM2.5PM2.5接触涂膜时接触涂膜时接触涂膜时接触涂膜时，，，，OHOHOHOH基与基与基与基与O2O2O2O2----化学反化学反化学反化学反
应应应应，，，，PM2.5PM2.5PM2.5PM2.5 微粒被分解微粒被分解微粒被分解微粒被分解，，，，形成二氧化形成二氧化形成二氧化形成二氧化
碳和水碳和水碳和水碳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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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基持有强氧化力，夺取空中的水分和氧气的电子。电子被夺后的离子成为状态不稳定的OH基（活性氧化类）。

ＯＨ基
自由基是化合物的分子在光热等外界条件下，共价键发生均裂而形成的具有不成对电子的原子或基团。大多数
的未成对电子形成的自由基都具有较高的化学活性，夺取其他分子的电子。（物质原子或分子失去电子称“氧
化”）。OH基是一种常见的极性基团。在“活性氧类”分子种类中具有最强的反应性、最强的氧化力。根据有
关报道，OH基对二恶英类的反映速度是臭氧的109-1010倍。

但，ＯＨ基本身的寿命非常短,混入水排出不影响人体和生态系。

光触媒物（氧化钨）在光（可视光）的照射下，表面溢出电子。
溢出电子的孔称为正孔，带有正电荷。

正孔持有强氧化力，夺取大气中的OH-（负离子）的电子。
被夺走电子后的氢氧离子呈状态不稳定的氢氧基（OH基）。

OH基持有强氧化力，夺取周围有机物质的电子，使自己安定。
被夺走电子后的有机物的组成被分解，最终形成二氧化碳和水无害化
后散发在大气中。

氧化钨在光能的照射下不断重复以上的作用。

②②②② 产生产生产生产生OHOHOHOH基基基基

③③③③ 分解有机物质分解有机物质分解有机物质分解有机物质



�OH-(H+ O2
-)将微生物 (Microorganism)包围。。。。

▪ OH-（（（（+））））将带电荷的污染物质将带电荷的污染物质将带电荷的污染物质将带电荷的污染物质((((病毒病毒病毒病毒、、、、细菌细菌细菌细菌、、、、霉菌等霉菌等霉菌等霉菌等））））包围包围包围包围。。。。

� 羟氧基羟氧基羟氧基羟氧基（（（（OHOHOHOH））））基破坏微生物的表面的蛋白质构造的氢结合基破坏微生物的表面的蛋白质构造的氢结合基破坏微生物的表面的蛋白质构造的氢结合基破坏微生物的表面的蛋白质构造的氢结合。。。。

▪▪▪▪ 氢氧基破坏病毒表面的蛋白质成分中的氢结合氢氧基破坏病毒表面的蛋白质成分中的氢结合氢氧基破坏病毒表面的蛋白质成分中的氢结合氢氧基破坏病毒表面的蛋白质成分中的氢结合，，，，达到除菌效果达到除菌效果达到除菌效果达到除菌效果。。。。

反应后的氢氧基形成水返回空气中反应后的氢氧基形成水返回空气中反应后的氢氧基形成水返回空气中反应后的氢氧基形成水返回空气中。。。。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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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表面生成病毒表面生成病毒表面生成病毒表面生成氢氢氢氢氧氧氧氧基基基基（（（（OH）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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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us

OH

可视光触媒的除菌原理可视光触媒的除菌原理可视光触媒的除菌原理可视光触媒的除菌原理可视光触媒的除菌原理可视光触媒的除菌原理可视光触媒的除菌原理可视光触媒的除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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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水形成分解水形成分解水形成分解水形成分解水形成分解水形成分解水形成分解水形成
离子离子离子离子离子离子离子离子

包围各种有害物质包围各种有害物质包围各种有害物质包围各种有害物质包围各种有害物质包围各种有害物质包围各种有害物质包围各种有害物质 2H2H++ + O+ O22
-- →→→→→→→→ 2OH2OH OHOH + + HH((細胞壁細胞壁細胞壁細胞壁細胞壁細胞壁細胞壁細胞壁) ) →→→→→→→→HH22O O 分解有害物质分解有害物质分解有害物质分解有害物质分解有害物质分解有害物质分解有害物质分解有害物质



室内空气中的污染物质和治理技术室内空气中的污染物质和治理技术室内空气中的污染物质和治理技术室内空气中的污染物质和治理技术室内空气中的污染物质和治理技术室内空气中的污染物质和治理技术室内空气中的污染物质和治理技术室内空气中的污染物质和治理技术

室内室内室内室内尘尘尘尘（（（（house dust））））

花粉花粉花粉花粉

黄沙黄沙黄沙黄沙

VOCsVOCsVOCsVOCs

异味异味异味异味

COCOCOCO2222, Sox, Nox, Sox, Nox, Sox, Nox, Sox, Nox

粒子状粒子状粒子状粒子状

气体状气体状气体状气体状

病毒病毒病毒病毒

（（（（流感流感流感流感

・・・・诺如病毒诺如病毒诺如病毒诺如病毒等等等等））））

过滤器过滤器过滤器过滤器 (HEPA(HEPA(HEPA(HEPA等等等等))))

电气集尘电气集尘电气集尘电气集尘

活性碳活性碳活性碳活性碳

UV(UV(UV(UV(臭氧臭氧臭氧臭氧))))

化学过滤器化学过滤器化学过滤器化学过滤器

� 根据空气中浮游的污染物质的种类根据空气中浮游的污染物质的种类根据空气中浮游的污染物质的种类根据空气中浮游的污染物质的种类，，，，有不同的治理技术有不同的治理技术有不同的治理技术有不同的治理技术。。。。

选择合适的技术尤为重要选择合适的技术尤为重要选择合适的技术尤为重要选择合适的技术尤为重要。。。。

细细细细菌菌菌菌

※※※※ 分解附着在灰尘和黄少表面的细菌分解附着在灰尘和黄少表面的细菌分解附着在灰尘和黄少表面的细菌分解附着在灰尘和黄少表面的细菌

霉霉霉霉菌菌菌菌、、、、过过过过敏原敏原敏原敏原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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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行业 用处 用途 污染物质

洗手间、热水器、食堂、吸烟室 气体、病毒、霉菌、

空气流通不佳的室内、地下室 氨、乙醛

新建房子（特别是中国） 各房间 化学房、VOC对策 甲醛、甲苯、二甲苯等

交通流量大的周边建筑、工厂 各房间 PM2.5对策 NOX、SOX、车尾气、石炭灰

宠物店・养宠物的家庭 各房间 宠物异味、胺臭 氨、气

医院・老人院 各房间 病毒、霉菌对策、各种异味 病毒、气体、霉菌

饮食店・食品加工工厂 店铺・工厂内、洗手间等
生垃圾异味・洗手间异味・病毒、
生霉对策

病毒、霉菌、气体

养殖场（养猪场・养鸡场） 设室内 病毒对策、动物异味 病毒、气体

宾馆・旅社・婚礼会场・礼堂 各房间、澡堂、食堂、洗手间等

幼儿园、学校、私塾、等 各教室、食堂、洗手间等

病毒对策、生垃圾异味・洗手间异味
・生活臭対策、霉菌对策

流感、诺如病毒对策
烟味・生垃圾异味・洗手间异味、
生霉对策等

气体、病毒、霉菌

写字楼

使用例



治理室内空气最有效措施治理室内空气最有效措施治理室内空气最有效措施治理室内空气最有效措施。。。。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成分配合的涂剂成分配合的涂剂成分配合的涂剂成分配合的涂剂。。。。

有效于化学房有效于化学房有效于化学房有效于化学房、、、、食物中毒食物中毒食物中毒食物中毒、、、、院院院院
内传染内传染内传染内传染、、、、若诺如病毒等预防措若诺如病毒等预防措若诺如病毒等预防措若诺如病毒等预防措
施施施施。。。。

壁橱壁橱壁橱壁橱、、、、衣柜衣柜衣柜衣柜
防止衣服的杂菌、消臭。

客厅客厅客厅客厅････餐厅餐厅餐厅餐厅
抑制生活臭・烟味

厨房厨房厨房厨房
抑制大肠菌等病原菌、生垃圾和
食物的异味

洗脸室洗脸室洗脸室洗脸室、、、、浴室浴室浴室浴室
防止由湿气产生的霉菌、
杂菌
抑制霉菌、杂菌

洗手洗手洗手洗手间间间间
消减氨臭和杂菌

门口门口门口门口・・・・过道过道过道过道
抑制生活臭和杂菌

寝室寝室寝室寝室
消除生活异味・烟味和
杂菌



病菌病菌病菌病菌

氧化钨氧化钨氧化钨氧化钨（（（（WO3WO3WO3WO3））））？？？？

低照度环境也可有效发挥消臭、抗菌、抑制病毒功效
的可视光应答型纳米材料。

吸收室内光能，形成活性基，对异味物质和细菌作
用，发挥消臭、抗菌功效。

使用成分使用成分使用成分使用成分②②②②可视光应答型光触媒可视光应答型光触媒可视光应答型光触媒可视光应答型光触媒「「「「氧化钨丝氧化钨丝氧化钨丝氧化钨丝」」」」

空气污染物质空气污染物质空气污染物质空气污染物质

接触接触接触接触

接触接触接触接触

吸收光形成电子吸收光形成电子吸收光形成电子吸收光形成电子、、、、正孔正孔正孔正孔

分解有害物质
（活性基持有的强氧化力分解）

形成二氧化碳和水形成二氧化碳和水形成二氧化碳和水形成二氧化碳和水

「「「「氧化钨氧化钨氧化钨氧化钨」」」」光触媒效果光触媒效果光触媒效果光触媒效果

功效功效功效功效１１１１ 消臭消臭消臭消臭

室内光线即可，发挥强消臭功效。

・烟・宠物・汉等异味・氨臭・垃圾臭等

功效功效功效功效２２２２ 抗菌抗菌抗菌抗菌

抑制各种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Ｏ-157・假丝酵母属菌等

功效功效功效功效３３３３ 抗病毒抗病毒抗病毒抗病毒

对禽流感病毒（H9N2亜型）有不活性化作用，已得以证实。

・流感・诺如病毒等

功效功效功效功效４４４４ 净化空气净化空气净化空气净化空气

抑制形成化学房原因VOC气体。

・VOC对策（甲醛、甲苯、二甲苯）

・硫化氢・防虫剂等

AIR CLEAN LIGHT COAT



１１１１、、、、几乎都是氧化钛几乎都是氧化钛几乎都是氧化钛几乎都是氧化钛（（（（TiO2TiO2TiO2TiO2））））系系系系，，，，主要以主要以主要以主要以紫外光紫外光紫外光紫外光（（（（UVUVUVUV））））应答型应答型应答型应答型

为主为主为主为主（（（（户外户外户外户外：：：：外墙外墙外墙外墙）。）。）。）。

２２２２、、、、普通可视光应答型光触媒普通可视光应答型光触媒普通可视光应答型光触媒普通可视光应答型光触媒（（（（TiO2TiO2TiO2TiO2））））的课题的课题的课题的课题

①①①①室内的光度室内的光度室内的光度室内的光度（（（（低照度低照度低照度低照度250250250250～～～～1000100010001000LuxLuxLuxLux））））下下下下，，，，不易获得效果不易获得效果不易获得效果不易获得效果。

②②②②没有可密着聚碳酸酯基材的粘合剂没有可密着聚碳酸酯基材的粘合剂没有可密着聚碳酸酯基材的粘合剂没有可密着聚碳酸酯基材的粘合剂，，，，无法施涂无法施涂无法施涂无法施涂LEDLEDLEDLED灯罩灯罩灯罩灯罩。。。。

３３３３、、、、氧化钛属多孔制物质氧化钛属多孔制物质氧化钛属多孔制物质氧化钛属多孔制物质，，，，容易吸附尘埃容易吸附尘埃容易吸附尘埃容易吸附尘埃，，，，基材易污基材易污基材易污基材易污。。。。

历来型光触媒历来型光触媒历来型光触媒历来型光触媒

１１１１、、、、可视光可视光可视光可视光（（（（荧光灯荧光灯荧光灯荧光灯・・・・白色白色白色白色LEDLEDLEDLED））））也可活性反应也可活性反应也可活性反应也可活性反应。。。。

２２２２、、、、夜间室内的光度夜间室内的光度夜间室内的光度夜间室内的光度（（（（２５０２５０２５０２５０LuxLuxLuxLux））））也可活性反应也可活性反应也可活性反应也可活性反应。。。。

LEDLEDLEDLED灯罩有灯罩有灯罩有灯罩有6000600060006000luxluxluxlux照度照度照度照度，，，，光触媒效果更佳光触媒效果更佳光触媒效果更佳光触媒效果更佳。。。。

＝＝＝＝历来型的历来型的历来型的历来型的２０２０２０２０～～～～３０３０３０３０效果效果效果效果！！！！

３３３３、、、、氧化钨非多孔质物质氧化钨非多孔质物质氧化钨非多孔质物质氧化钨非多孔质物质。。。。

氧化钨光触媒氧化钨光触媒氧化钨光触媒氧化钨光触媒

历来型的历来型的历来型的历来型的「「「「光触媒光触媒光触媒光触媒」」」」与与与与「「「「氧化钨光触媒氧化钨光触媒氧化钨光触媒氧化钨光触媒」」」」有何区别有何区别有何区别有何区别？？？？

◆◆◆◆乙醛分解率乙醛分解率乙醛分解率乙醛分解率（（（（250Lux)250Lux)250Lux)250L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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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钨氧化钨氧化钨氧化钨

◆◆◆◆试验试验试验试验条件条件条件条件・・・・装置概要装置概要装置概要装置概要图图图图

试验条件
根据NEDO标准化委员会JIS原案
光源：荧光灯（隔UV、250Lux)
初期乙醛浓度：5ppm
基盘：玻璃板（50×100mm２）
形态：0.2g粉体施涂

具有历来型氧化钛系光触媒的具有历来型氧化钛系光触媒的具有历来型氧化钛系光触媒的具有历来型氧化钛系光触媒的
30303030倍以上分解气体功能倍以上分解气体功能倍以上分解气体功能倍以上分解气体功能。。。。



混合氧化钨的混合氧化钨的混合氧化钨的混合氧化钨的VOCVOCVOCVOC分解试验分解试验分解试验分解试验

甲甲甲甲苯苯苯苯 二甲二甲二甲二甲苯苯苯苯 乙乙乙乙苯苯苯苯

甲苯的换算定量甲苯的换算定量甲苯的换算定量甲苯的换算定量

TVOCTVOCTVOCTVOC的消除功能的消除功能的消除功能的消除功能 主要有害物质的消除功能主要有害物质的消除功能主要有害物质的消除功能主要有害物质的消除功能

****试验条件试验条件试验条件试验条件
混合混合混合混合VOC:    VOC:    VOC:    VOC:    甲苯甲苯甲苯甲苯、、、、二甲苯二甲苯二甲苯二甲苯、、、、乙苯乙苯乙苯乙苯，，，，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VOC14VOC14VOC14VOC14成分混合气体目标浓度各成分混合气体目标浓度各成分混合气体目标浓度各成分混合气体目标浓度各0.1ppm0.1ppm0.1ppm0.1ppm

评价方法评价方法评价方法评价方法：：：： 小型容器小型容器小型容器小型容器（（（（ChamberChamberChamberChamber））））内评价光触媒作用内评价光触媒作用内评价光触媒作用内评价光触媒作用

容器容量容器容量容器容量容器容量：：：： 20L20L20L20L、、、、试验气体流量试验气体流量试验气体流量试验气体流量 0.167L/min0.167L/min0.167L/min0.167L/min（（（（换气次数换气次数换气次数换气次数0.50.50.50.5次次次次/h/h/h/h）、）、）、）、试验体负荷率试验体负荷率试验体负荷率试验体负荷率1.11.11.11.1 ㎡／㎡／㎡／㎡／㎥㎥㎥㎥
照度照度照度照度，，，，荧光灯荧光灯荧光灯荧光灯1000lx1000lx1000lx1000lx试验体试验体试验体试验体，，，，光触媒施涂壁纸光触媒施涂壁纸光触媒施涂壁纸光触媒施涂壁纸（（（（贴在内装用石膏板上贴在内装用石膏板上贴在内装用石膏板上贴在内装用石膏板上））））

注注注注：：：：含试验基体的吸附含试验基体的吸附含试验基体的吸附含试验基体的吸附、、、、增加增加增加增加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试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试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试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试验

◆◆◆◆大肠菌的抗菌性试验大肠菌的抗菌性试验大肠菌的抗菌性试验大肠菌的抗菌性试验

氧化钨的抗菌性试验氧化钨的抗菌性试验氧化钨的抗菌性试验氧化钨的抗菌性试验

无涂膜无涂膜无涂膜无涂膜
（（（（暗所暗所暗所暗所））））

无涂膜无涂膜无涂膜无涂膜
（（（（蛍光灯蛍光灯蛍光灯蛍光灯））））

氧化钨膜氧化钨膜氧化钨膜氧化钨膜
（（（（暗所暗所暗所暗所））））

◆◆◆◆ＭＲＳＡＭＲＳＡＭＲＳＡＭＲＳＡ抗菌试验抗菌试验抗菌试验抗菌试验

◆◆◆◆ＯＯＯＯ----157157157157抗菌试验抗菌试验抗菌试验抗菌试验

氧化钨膜氧化钨膜氧化钨膜氧化钨膜
（（（（蛍光灯蛍光灯蛍光灯蛍光灯））））

无涂膜无涂膜无涂膜无涂膜
（（（（暗所暗所暗所暗所））））

无涂膜无涂膜无涂膜无涂膜
（（（（蛍光灯蛍光灯蛍光灯蛍光灯））））

氧化钨膜氧化钨膜氧化钨膜氧化钨膜
（（（（暗所暗所暗所暗所））））

氧化钨膜氧化钨膜氧化钨膜氧化钨膜
（（（（蛍光灯蛍光灯蛍光灯蛍光灯））））

无涂膜无涂膜无涂膜无涂膜
（（（（蛍光灯蛍光灯蛍光灯蛍光灯））））

氧化钨膜氧化钨膜氧化钨膜氧化钨膜
（（（（蛍光灯蛍光灯蛍光灯蛍光灯））））

氧化钨膜氧化钨膜氧化钨膜氧化钨膜
（（（（暗所暗所暗所暗所））））

无涂膜无涂膜无涂膜无涂膜
（（（（暗所暗所暗所暗所））））

无涂膜无涂膜无涂膜无涂膜
（（（（暗所暗所暗所暗所））））

无涂膜无涂膜无涂膜无涂膜
（（（（蛍光灯蛍光灯蛍光灯蛍光灯））））

氧化钨膜氧化钨膜氧化钨膜氧化钨膜
（（（（暗所暗所暗所暗所））））

氧化钨膜氧化钨膜氧化钨膜氧化钨膜
（（（（蛍光灯蛍光灯蛍光灯蛍光灯））））

试验条件 ：JIS R1702
抗菌性试验法：涂膜密着法
光源 ：荧光灯 600lx（隔断紫外线）
作用时间 ：6H（金黄色葡萄球菌）、24H（大肠菌）

试验条件 ：JIS R1702
抗菌性试验法：涂膜密着法
光源 ：荧光灯 600lx（隔断紫外线）
作用时间 ：6H（MRSA）、24H（0-157）



氧化钨的消臭试验氧化钨的消臭试验氧化钨的消臭试验氧化钨的消臭试验
◆◆◆◆三乙胺的残留率试验三乙胺的残留率试验三乙胺的残留率试验三乙胺的残留率试验（（（（6,000Lux)6,000Lux)6,000Lux)6,000Lux)

（（（（鱼的腐臭味鱼的腐臭味鱼的腐臭味鱼的腐臭味））））

酸化酸化酸化酸化タングステンタングステンタングステンタングステン

◆◆◆◆甲基硫醇残留率试验甲基硫醇残留率试验甲基硫醇残留率试验甲基硫醇残留率试验（（（（6,000Lux)6,000Lux)6,000Lux)6,000Lux)
（（（（洋葱的腐臭味洋葱的腐臭味洋葱的腐臭味洋葱的腐臭味））））

酸化酸化酸化酸化タングステンタングステンタングステンタングステン

◆◆◆◆硫化氢的残留率试验硫化氢的残留率试验硫化氢的残留率试验硫化氢的残留率试验（（（（6,000Lux)6,000Lux)6,000Lux)6,000Lux)
（（（（口臭口臭口臭口臭、、、、蛋的腐败臭蛋的腐败臭蛋的腐败臭蛋的腐败臭、、、、屁臭屁臭屁臭屁臭））））

酸化酸化酸化酸化タングステンタングステンタングステンタングステン

人的嗅觉可闻到的硫化氢浓度
（0.006ppm）的约200倍浓度（1ppm）的
硫化氢，约5小时分解

人的嗅觉可闻到的浓度
（0.001ppm）的4000倍浓度４ｐ
ｐｍ）的三乙胺，4小时分解。

人的嗅觉可闻到的甲基硫
醇浓度（0.007ppm）的约
1500倍浓度（1ppm）的甲
基硫醇，约4小时分解。

试验条件
照度 ：荧光灯6000lux

（隔断UV）
气袋 ：5L
三乙胺初期投入量：4ppm
基板 ：玻璃基板（50mm×100mm）
氧化钨 ：200mg

试验条件
照度 ：荧光灯6000lux

（隔断UV）
气袋 ：3L
三乙胺初期投入量：1ppm
基板 ：玻璃基板（50mm×100mm）
氧化钨 ：200mg

试验条件
照度 ：荧光灯6000lux

（隔断UV）
气袋 ：3L
三乙胺初期投入量：1ppm
基板 ：玻璃基板（50mm×100mm）
氧化钨 ：200m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