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V-C 空气消毒装置（专
为专业人士设计）- 有效
对抗：病毒、细菌和
SARS-CoV-2*
UV-C 消毒空气单元 G2

Philips UV-C 空气消毒装置是解决病原体空气传播的综合解决方案。它能将空气传播的病原
体减少 99.99% 以上。UV-C 装置采用耐用的设计，在消毒室内具有额外的支撑金属结构。
设计美观，让 UV-C 辐射得到良好控制 (RG0)，也可在有人在场时使用。该系列具有三种消
毒能力，是所有室内专业应用的理想选择。

优点
• 采用 UV-C 技术的强大空气消毒性能
• 对 SARS-CoV-2* 有效（*测试正在进行中）
• UV-C 空气消毒可减少超过 99.99% 的空气传播病原体
• 用户友好界面：一键控制
• 使用安全：无臭氧
• 抗 UV-C 材料
• 易维护性

特点
• 10 分钟换气量
• 大型空间：50 立方米的房间空间；每小时高达 400 立方米
• 中型空间：33 立方米的房间空间；每小时高达 260 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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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 适合您的所有室内空间：对各种大小的封闭空间进行有效的空气消毒。
• 办公照明
• 酒店照明
• 商场照明
• 学校
• 银行
• 工业照明
• 疫苗接种中心
• 住宅区
• 其他室内应用

安全提示
• 我们的 UV-C 产品不适用于可能导致和/或导致死亡、人身伤害和/或环境破坏的应用或活动。
• 该 UV-C 产品旨在用于室内空气消毒，未经批准和/或未被认证为医疗设备。
• 专为避免任何类型的 UV-C 泄漏而设计，如果由于产品损坏或类似事件导致泄漏，请停止使用并向 Signify 销售代表报告。
• 请与厂家或其维修部门及其他类似专业人员联系，进行维修。当产品正常工作时，距离产品 200 毫米处的 UV-C 辐射小于 1mW/m。如果电

源线损坏，必须更换为专用线或从其制造商或维修部门购买的专用部件。
• 暴露于 UV-C 环境下的灯具部件（金属部件除外），如灯座、端盖等，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可能会由于 UV-C 光的特性而变色。
• UVC 灯发出的 UV-C 光比普通阳光“强”得多，会对皮肤造成严重的类似晒伤的反应，如果眼睛暴露在 UV-C 光下，可能会损害视网膜。
• 应照看好儿童，确保儿童不会接触本产品。
• 万一灯管意外破损，应先通风 30 分钟。

Versions

UVCA110 Air Disinfection unit UVCA210 Air Disinfection unit

二维绘图

UV-C 消毒空气单元 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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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线缆 电缆 1.8 米不带插头

CE 标志 -

保护等级 IEC 安全等级 II

连接 插入式连接器 2 极

ENEC 标志 -

可燃性标志 -

装置 -

灼热丝测试 温度 750°C，持续时

间 5 秒

设备单元数量 1 个单位

MCB 上的产品数量（16A 类型 B） -

光学类型 -

符合欧盟 RoHS 规范 是

保修期 1 年

 
运营和电气
输入频率 50 或 60 Hz

输入电压 220 至 240 V

 
温度
环境温度范围 +5 至 +40°C

 
机械和壳体
外壳材料 塑料

光学材料 -

反射灯材料 -

 
应用
机械冲击保护代码 -

防护等级代码 -

 
紫外线
0.2 米处定义的紫外线 C 辐照度 0.1 µW/cm²

 
初始性能
功耗容差 +/-10%

 
适用条件
适合随机切换 不适用

运营和电气
Order Code Full Product Name 浪涌电流 浪涌时间

911401563881 UVCA110 G03 34 A 550 ms

911401565381 UVCA210 G03 31 A 520 ms

机械和壳体
Order Code Full Product Name 总高度

911401563881 UVCA110 G03 560 mm

Order Code Full Product Name 总高度

911401565381 UVCA210 G03 700 mm

UV-C 消毒空气单元 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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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C 消毒空气单元 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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