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Designed by Pininfarina

将雾霾、污染屏蔽在门窗之外

全球首创窗式新风净化系统
萨威奥坦森 Thesan Aircare



设计源自宾尼法瑞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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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数据摘自 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
 《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2014）》

人体呼吸
人体呼吸使室内二氧化碳
浓度增加，易引起呼吸困
难、头痛。

装修材料
家具建材持续释放甲醛、
氡等有害气体，导致皮炎、
头疼、失眠甚至癌症。

宠物毛发
空气中宠物毛发将导致哮
喘、过敏鼻炎等变态反应
疾病。

微生物 / 病毒 / 细菌
密闭室内温暖潮湿、不洁
净，易滋生病菌，随灰尘
颗粒在空气中传播。

厨房油烟 / 抽烟
燃具产生高浓度的一氧化
碳和氮氧化物，引起肺癌
等病患。

* 部分数据摘自清华大学《PM2.5 污染公益调研报告（2015）》

* 图为印度空气污染实景

室外空气环境持续恶化
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全球众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生态环境进入恶化高发期。

生命在于呼吸
洁净的空气至关重要
然而污染却无处不在

封闭的室内空气污染同样触目惊心
室外污染空气持续进入室内，人、家具、宠物等在室内长期
释放污染物，导致室内二氧化碳、甲醛、PM2.5 等浓度居高
不下，给健康带来极大危害。

 1/8 人 8 8 %  20年
2012 年全世界每 8 名死

者中，就有 1 名死于

空气污染。

370 万例因空气污染过早
死亡数中 88% 发生在低
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我国从根本上治理好雾霾
需要 20-30 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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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毒入室
粗效过滤材料不能有效过滤污染空气 , 

最终引入大量有害气体，加重污染。

自然通风
通过开窗来引入室外的空气

工程繁杂
层高要求导致工程安装复杂，维护不

方便，不利于更新维护。

引起病患
PM2.5、汽车尾气等污染空气进入室

内，带来健康危害。

噪音污染
开窗带来高分贝的城市噪音，影响睡

眠与生活质量。

传统负压式等中央新风系统
通过排风口管道末端风机运转 , 使室内产生负压 , 带入并过滤空气

室内空气净化器
仅对室内污浊空气进行密闭循环净化

滋生细菌
管道易滋生细菌，并通过空气流动进

入室内，形成二次污染。

被动式净化
不能全面解决
室内空气污染问题

不舒适、不节能
开窗导致室内热量快速流失，房屋节

能差，人体不舒适，易引发疾病。

净化不彻底
污浊空气已进入室内，室内空气净化

器净化半径有限，不能高效彻底净化。

补氧不足
封闭室内，空气不流通使二氧化碳浓

度增加，易引起呼吸困难、头痛。

不安全
放置在室内操作运转，占用室内空间，

存在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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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动式净化
到主动式净化的革命性突破

Thesan Aircare 
一种创新的窗式机械控制通风系统

开启健康呼吸的全新方式

* 通过欧洲 EN779 检测标准

 * 标配 G4/F8 过滤器

* 可选顶配 HEPA 超高效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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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净化
进入室内的每一缕空气

Thesan Aircare，行业首创窗式新风净化系统。

通过对室内外的空气流通通道 - 窗户的革新，

配合高效过滤器，超静音机械通风装置，

实现针对性的空气净化，

真正有效地防治 PM2.5 等污染物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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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创窗式新风净化系统

主动净化，一步清新
第一道屏障 ——Thesan Aircare

全时新风
带来新鲜足量的氧气

人一生有 90% 的时间都是在室内度过，

Thesan Aircare, 通过提供经过过滤的新鲜空气

确保正确换气，有效稀释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

解决多种看不见的室内空气污染问题。

真正呵护您的每一口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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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时持续供氧
全时新风，带来新鲜足量的氧气

360°无死角净化
因地制宜，分散式模块化设计

97.5% 主动净化去除率
彻底净化，进入室内的每一缕空气

更多选择
即刻开始，清新呼吸 !

卓越性能
出色 , 出众，出人意料 !

AIRCARE AF/AF+
单向流机械新风净化器 / 升级版

坦森 AIRCARE AF+ 单向流机械新风净化系统升级
版，顶配预加热器，支持特定项目采暖设计，可对
室外低温进行预加热处理，舒适健康生活。

7.8cm

全时，全方位的主动净化

出色，更出人意料的性能体验

美观，又美好的人性化设计

3W 最低能耗
24 小时持续使用毫无负担

简洁优雅的设计
源自法拉利 Pininfarina 的非凡创意

轻松享受洁净空气
可更换滤芯，每台每天最低仅需 1 元

随心定制
根据您的需求定制尺寸与色彩

<30dB 静享清新空间
告别传统空气净化器的较大噪音

无形更有型
78mm 纤薄尺寸 , 看不到，却更有效

长度

宽度

高度

重量

声学性能 1 级水平

( 主用状态 )(dB)

风量（m³/h）

功率（W）

* 数据取自                 检测报告，按欧洲标准 EN13141 执行。

* 实际工作环境中的声压级标准值

额定电压

绝缘

环境温度

最高工作温度

热传导率

每米许用载荷

隔声效果（金丰闸开启时）

计权隔声量

标配空气过滤器

IP 防护等级

风扇组件 IP 防护等级

110-230V~/50-60Hz

I

min-35℃ /max50℃

max50℃

U=0,30W/m²K

1000kg

Dn,e,w=53dB

Rw=30dB

F8+G3

IP65

IP35

最小 720mm

218mm

78mm

4,8kg (1000mm)
6,6kg (1500mm)
8,4kg (2000mm)

29,4

16

2,7

28,6

24

4,3

28

5,6

33

7,7

27,8

40

12,8

类别

房间面积（m²）

房间面积（m²）

类别 产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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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20 25

产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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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意大利
萨威奥集团的非凡创想
Thesan 坦森，不仅是一个创新，
更是一个革命 !

Thesan 坦森为全球五金行业领导者意大利 SAVIO 萨威

奥集团全资子公司，传承 126 年的创新精神，遍布全球的

销售服务网络，以建设可持续建筑与生态为使命，不断突

破向前。

经历六年研发测试，全球首创 Thesan 窗式新风净化系统，

革新了空气净化形态，为人类营造健康清新的居住空间带

来无限可能。

萨威奥坦森愿意联接你我的力量，通过科技创新与合作共

赢，不懈地为建设绿色可持续建筑生态努力。

每一天 , 都有来自全球不同区域的客户与 THESAN 坦森展开合作，

共享时代机遇。

采用 Thesan 坦森窗式新风净化系统，不仅能够为您带来更多利润，

更能进一步提升品质与形象。

*Chiusa San Michele 总部 / 生产厂

提升偏好度 

1/ 增加销售亮点

2/ 提升楼盘附加值

3/ 建立创新、节能品牌形象

超越您客户的想像

1/ 样板房现场实景出样展示

2/ 智能互动的体验方式

3/ 让你的客户更加动心

全程高效响应

1/ 意大利技术咨询

2/ 专业知识培训

3/ 全程无忧维养支持

欢迎您加入
Thesan 坦森
与我们一起，把握时代机遇，
创造更多的价值 !

126年

传承意大利 126 年的品质积淀
为人类更好的生活服务

3.5倍

超过同行 3.5 倍的研发投入
持续不断开拓创新

N+合作

与米兰大学等众多世界著名
百年名校机构深度合作

绿色建筑标杆 样板房亮点 意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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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威奥坦森建材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邮件：info@savio-thes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