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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新风

富泰（昆山）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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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关于富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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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富泰

        台湾富泰1990年与日本AIR TECH合资

在台湾成立，2002年进入大陆，富泰（昆山）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坐落在昆山市占地约10万平米，凭籍

台湾富泰在工业净化新风领域30年的专业积淀，依托100多项

领先专利技术，富泰净化已成为全球工业净化的行业翘楚，产品远销英

国、美国、日本等50余个国家。台湾富泰凭借先进的产品研发经验、雄厚的制

造技术和先进的制造设备及完善的安装售后、服务，高起点进入民用新风领域，富泰

新风在吸收台湾富泰以及日本AIR TECH的空气净化设计理念，并融合国内环境及客户实际

使用习惯，在国内成立专业设计研发团队，从事新风系统的设计研发与制造，最大能力满足不同客户

的市场需求。为用户提供洁净更富氧的高品质新风系列产品，打造健康生态家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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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1990 2002 2017 2018 2019

台湾富泰中央空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成立

台湾富泰与江苏省政府达成战略合

作，同年富泰净化科技（昆山）有

限公司成立

富泰新风参标国家BMI建筑、被动

房国家标准制定

与亚洲最先进的空气过滤设备制造

商日本AIR TECH合资，在台湾成

立台湾富泰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富泰成功上市

台湾富泰发展历程 — 
起步台湾.立足全国.服务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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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翘楚 • 专注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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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15荣获中国新风消费市场影响力品牌  

2021年富泰BIM壁挂I落地式新风系统上海设计100+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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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新风-3大核心实力 

30+年专业新风、净化设

备研发、设计、制造经验

实力积淀，拥有高素质经

验丰富研发设计专业团队

拥有ISO1级无尘无菌实验室和最

先进的生产设备、研发实验室及

检测设备，100+专利国家标准

参编单位

拥有新风行业完整的上下

游产业生产链厂家，相关

配套全部自产，自有生产

基地10万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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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新风行业完整上下游产业生产链厂家

富泰拥有新风行业完整的上下游产业生产链，

公司拥有先进精良的制造设备和国际标准的研发试

验室及各种检测设备。从产品研发设计、钣金镭射

激光切割、数控冲压、自动折弯、电焊、氧化、自

动静电喷涂.高温烤漆、滤网制作，到机体组装.出

厂检测等全部在自有工厂流水线完成！  产品.品质

是新风行业最有保障的生产厂家！ 

每件产品经过设计研发团队上千次测试和精确

计算，以保障产品经久耐用，为确保产品出厂前的

品质保障，富泰早在2011年就改造了无尘车间及

增设无响实验室、新风净化、先进研发试验检测室、

全面保证产品的质量，全力保障客户利益。富泰新

风，以匠人之心打造精致产品。

完整的

上下游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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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鉴证.全球500余家合作品牌

    富泰凭借近三十年的专业积淀，以及雄厚的研发设计及制造能力，富泰服务客户遍布全球，广泛应用于学校医院手术
室、半导体、液晶显示、光电电子、化学、生物医疗、食品、研究院所、高校实验室、大型公共空间等领域，并与多家世
界五百强企业、国际知名企业及知名院校长期合作，如中芯国际、台积电、日月光、华虹NEC、天马微电子、奇美、友达、
华润上华、渝德、摩托罗拉、南亚、飞利浦、迈拓、京东方、上广NEC、龙腾光电、大金化工、协和医院、瑞金医药、天
士力医药、参天制药、清华大学、杭州大学、成都8中、北京中关村小学、北京海淀区政府、北京建谊集团、海淀区社保
局、武汉农村信用社、武汉武钢集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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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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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产品3大创新

创新风道设计风量倍增技术+

台湾富泰外转子一体新风专

用风机每天只需一度电。

整机没有一颗螺丝钉降噪减震，

不漏风窜风，不交叉感染。机

体内外双面静电喷涂高温烤漆

工艺，整洁美观坚固耐用

创新智造匠心品质新风行业

首家公开承诺整机质保  10

年，20年超长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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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量 高静压高净化

“三高”

低能耗低噪音

“二低”

“七创新”

创新顺风整流设计

创新机体结构设计

创新内45 º顶出风

创新风量倍增技术应用

创新可拆卸法兰专利

创新全热交换技术

创新流线型风道设计

童锁设计 触控操控 微正压 APP智控 除PM2.5 维修方便 360°螺旋新风 温度显示 湿度显示 CO2值显示 底回顶送技术 10年质保 20+年使用寿命

独特优势〝三高、二低、七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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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富泰无刷外转子一体新风专用电机

      台湾富泰EC220V全直流变频无刷外转子新风电机，专机专用，性能

优越、稳定、动力强劲，气流倍增、高风量、高静压超远距离送风、低

能耗、低噪音。

 专业测试，精准校对档位，仅用7成以下功率，降低了风机的

转速，减少了风机工作时产生的振动，降噪、消音 、节能、省

电、延长电机寿命！

台湾富泰外转子一体新风专用电机

富泰新风电机参数：
环境温度：-35℃~60℃      

防护等级：IP44

绝缘等级：Class B             

动平衡精度等级：G6.3

整机质保10年
富泰新风首家在新风行业

内提出整机10年质保、20

年的超长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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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吊顶式中央机风道和市场上吊顶式中央机-

市场上所有吊顶新风机共同的风道设计 富泰新风吊顶机专利新风风道设计



www.futair.cn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市场上柜式机新风机风道设计

富泰柜机风道和市场上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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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降噪.消音风道
                                             

创新流线型风道设计

采用流线型45度风道结构设计，依

据风压、风量及风速等技术参数，把新

风和排风的两条风道，根据各风量的流

速、角度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设计，扩大

了风道面积使新风和排风在风道里运行

流动时，更加快速、顺畅从而降低了风

速流动时产生的阻力和噪音！             

杜绝了使用保温棉，占用风道空间加快

风速和噪音，后期易变形藏污纳垢滋生

细菌及对新风的二次污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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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千次的测试和精确计算，将电

机功率、转速和叶轮及风道进行了科学优

化匹配设计，使电机功率、转速和叶轮及

蜗壳、风道相互之间的配合达到最优，加

上全直流变频无刷电机的合理应用和紧密

配合，使风量和电能转换率高，所以在相

同转速“富泰”新风能做到功率减半，风

量倍增，并有效提高了风量，降低了功率

从而也延长了电机的使用寿命。

创新风量倍增技术应用

富泰新风-创新风量倍增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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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系统-各种全热交换芯体-

转轮热交换芯体

优：热效率高.抗菌.防霉.防冻.
       可清洗.无需更换

优：可交换温.湿度.不结露

易发霉.兹菌.除醛差.需更换缺：成本较高

优：可清洗.效率稍高

产生冷凝水.阻力大
        密封差.无法交换湿度

优：可清洗.宣称效率稍高.

产生冷凝水.窜风.防菌差.室
内.外污染交叉.密封差.无法交换
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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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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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air呵护 • 放肆呼吸

全屋空气处理系统

全屋空气一机高效净化，整套别墅全新风，送氧.排醛;除味.通风换气.洁净清新更富氧， 让天然氧吧更净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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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厨卫排污全屋空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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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全屋空气处理-

                                                                                                                                                                                     
双向流全热中央新风净化系统  + 卫生间换气系统  +  厨房油烟处理系统  

                                                                                                                                                                              
新风系统：24小时输送新鲜洁净更富氧空气，每小时提供1-3次空气置换，保证室内空气新鲜健康富氧，
送氧排污避免开窗通风造成对室内空气污染、噪音、隐私、安全及能量流失问题。  

 厨房： 抽油烟机只能抽走灶台周边产生的高浓度油烟，大量油烟扩算后聚集在厨房天花板和空气循环
死角，富泰厨房排污新风扩大了补风面积和路径，排风量又大于新风量使厨房处于负压状态，排风能
及时吸走剩余漂浮在厨房内的油烟，控制油烟散布，从根本上治理室内空气污染。    
                                                                                                                                                                                                                                                                              
卫生间：24小时送氧、排湿、除味，正送负排保证室内时刻干爽，清新富氧无异味，杜绝细菌滋生，
避免了换气扇噪音和开窗通风造成卫生间异味外溢污染，防潮、防霉、防菌、防臭 防污。  

 杀菌、除味、防污风口： 卫生间潮湿、闷热是白色葡萄球菌滋生的温床令细菌快速生长繁殖，严重危
害健康，富泰利用光催化杀菌、除味防污自洁，让细菌无处遁形，使空气时刻清新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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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全屋空气处理-

1、别墅地下室卫生间无法通风换气湿度异味大，又无法安装换气扇。

2、家里有宠物开窗不安全、关窗有病菌异味毛发飘扬又危害感染家人。

3、卫生间没有窗户地面常年潮湿，异味湿气无法排出还扩散至室内。

4、一旦发生煤气泄漏和空气污染，未能及时处理，危害家人健康。

5、安装了新风系统但由于机体窜风、混风在室内抽烟，烟味和其它异味会

随新风输送到各个房间，。

6、卫生间墙上和吊顶有霉点，有异味关门后，又比较闷，开换气扇噪音大。

7、换气扇噪音大，影响睡眠，不开换气扇卫生间有异味，进去又很闷。

8、你关着卫生间门在里面洗澡等，虽开着换气扇，但水雾、异味无法排除，

同时感到憋闷（缺氧）有异味。

9、当打开卫生间窗户和门时，卫生间的异味会随风飘到卧室、客厅。

10、厨房炒菜时虽然开着油烟机，但油烟机只能吸走灶台周边油烟，部分

油烟扩散后会漂浮在吊顶上，还会飘到餐厅和室内其他区域，特别炒辣椒

在客厅都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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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厨卫排污除味全屋空气处理-

品　名 类别 型  号
测试风量

规格
测试功率(W） 测试噪音(DB) 最大静压

(pa) 重量（kg） 法兰直径
(mm) 主机尺寸（mm) 滤网配置 标配控制器

新风 回风 厨卫排风 高档 中档 低档 高档 中档 低档

   别墅中央机
厨卫排污除味 EC风机

FBZ-E360 365 290 75 1*1 106 42 16 ＜42 ＜35 ＜33.2 290 42 160 744*480*700

新风：  
水洗

G4+F7
+H11    
排风：
H11

无框彩屏PM2.5、
PM10、TVOV直
显，五档智能控
制，定时、温湿
度显示 手机APP 

485智能家居接口，
新风、排风可单

独调节

FBZ-E520 537 420 100 1*1 153 49 25 ＜43 ＜39 ＜36 360 45 160 744*480*700

FBZ-E800 930 650 150 1*1 278 80 20 ＜47 ＜42 ＜36 500 120 250 1000*670*932

FBZ-E1200 1237 960 200 1*1 567 295 102 ＜48.5 ＜46 ＜38 720 135 250 1200*808*1020

富泰           
私人定制

EC     
风机

FBZ-E2000 2000 1600 300 1*1 900 450 270 ＜57 ＜52 ＜38 500 185 250*300 1900*835*1250

FBZ-E3000 3000 2400 400 1*1 1500 750 450 ＜59 ＜55 ＜40 500 205 290*330 2040*1035*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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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厨卫安装新风24小时持续通风换气送氧排污呵护家人健康，防止煤气
泄漏和有害气体等带来的危险和伤害。

2、卫生间是污染区，安装新风把卫生间设计为相对负压区（排风量大于

新风量），24小时持续通风，送氧、补风、排污，把卫生间异味湿气排出

室外防潮、防霉，换气扇作为洗浴时间瞬间强排使用，避免噪音污染。

3、常用换气扇换气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排风量大，门缝补风量不够，

下水道会作为补风渠道之一，会把下水道味道抽出来，人在这中环境里会

胸闷缺氧，卫生间更需要安装新风24小时送氧排污确保氧气供给空气清新。

4、在卫生间墙壁有霉点，特别在洗澡时，有时感到闷会产生头晕现象，

那就是缺氧造成的，需要送氧排污快速置换空气，新风系统必不可少。

5、厨房安装新风和排风口，送氧补风辅助排烟和油烟机实现联动加速厨

房内空气循环，可快速及时排走漂浮在吊顶面的油烟，控制油烟散布从源

头治理室内空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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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全屋空气处理系统别墅壁挂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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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和卫生间安装新风和排风-  

1、厨房新排风设计安装：一路管道作为送风，
新风口设计在吊顶中间增加补风面积和路径，
一路排风在厨房空气死角，设置一路排风，让
厨房内空气快速流动起来，排风及时吸走漂浮
在吊顶面的油烟，保护家人呼吸健康杜绝室内
污染。

2、卫生间新排风设计安装：用一路管道作为
送风，保证每小时20立方左右新风量，用一
路管道作为排风，确保40立方左右的排风，
排风量大于新风量使卫生间一直处于负压，让
卫生间空气快速流通起来加速通风换气和排污。

3、马桶排污设计安装：从厨卫排污主机马桶
排污处连接一根75PE管道卫生间，墙上开槽
至马桶或蹬便器上方预埋安装富泰专用排污风
口底盒，贴上瓷砖安装风口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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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厨卫排污全屋空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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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厨卫排污除味全屋空气处理

品　名 类别 型  号 测试风量
规格

测试功率(W） 测试噪音(DB)
最大静压(pa) 重量（kg） 法兰直径

(mm) 主机尺寸（mm) 滤网配置 标配控制器
新风 回风 厨卫排风 高档 中档 低档 高档 中档 低档

   吊顶式中央机
厨卫排污除味机 EC风机

FY-E360 365 280 75 1*1 106 75 38 ＜40 ＜37 ＜33 290 42 160 900*600*250 新风：
G4+F7+H11
排风：G4

无框彩屏PM2.5、PM10、
TVOV直显，五档智能控制，
定时、温湿度显示 手机APP 
485智能家居接口，新风、排

风可单独调节
FY-E500 505 400 110 1*1 255 95 25 ＜42 ＜38 ＜35 360 42 160 900*60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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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普通新风系统不能在  

1、普通新风主机降低成本材质差采用铆钉和螺丝钉固定，结构不密封，
风道相互窜风，造成排风对新风污染窜味，导致所有房间都有油烟味和异
味易引起空气交叉污染和病毒感染。

2、普通新风为了降低成本解决噪音和漏风，主机内保温棉或EPP有污染

藏污纳垢不抗菌抑菌，受潮和被油烟侵蚀后滋生细菌和极易变形及腐朽。

3、普通新风主机大多采用镀锌板或油漆处理，防水防潮防油差，不抗菌

抑菌，受潮和被油烟腐蚀后滋生细菌和生锈腐朽损坏。
4、普通新风主机热交换芯体结构不密封，新风、排风相互窜风对新风污
染窜味较大，热交换材质不防油、防潮、防水、不抗菌抑菌，受潮和被油
烟侵蚀后无法清洗，热交换率会逐渐失去效率，发霉滋生细菌到腐朽损坏。
5、普通新风主机内滤网受潮和被油烟侵蚀后，会发霉滋生细菌到腐朽变
形，过滤效率逐步下降直至无效。
6、普通新风电机品质差，不防水、防油，受潮后被油烟侵蚀后机塑料蜗
壳和叶轮及易变形，滋生细菌引起交叉感染，电机也会产生故障和烧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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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厨卫排污除味全屋空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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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air呵护 • 放肆呼吸

中央新风净化一体机

全屋空气高效净化，中央新风机20小时全新风，送氧排污.洁净清新更富氧， 让天然氧吧更净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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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开门   FY-E360X      

中央新风净化一体机

品　名 类别 型  号 测试风量 规格 最大静压(pa) 最大功率(W） 最大噪音(DB) 重量（kg） 法兰直径(mm) 主机尺寸（mm) 滤网配置 标配控制器

交流下开门

交流侧开门

 交流侧开门

FY-J260X 285 1*1 210 89 ＜35 30 160 900*600*250

新
G4+F7+H11                   
回风：H11

液晶手动
三档调速，
定时温湿

度
新风净化一体机

FY-J360 361 1*1 225 118 ＜35 31 160 900*600*250

FY-J460 475 1*1 360 288 ＜40 32 160 900*600*250

直流侧开门 FY-E1200 1220 1*1 720 540 ＜48 85 250 1100*107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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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新风净化一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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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超薄特价吊顶式中央机

品　名 类别 型  号 测试风量 规格 最大静压(pa) 功率(W） 噪音(DB) 重量（kg） 法兰直径(mm) 主机尺寸（mm) 滤网配置 标配控制器

全热交换吊顶机 交流侧开门 FQ-J350T 398 1*1 225 106 ＜40 30 150 700*620*200 新风：F7              
回风：F7 液晶手动三档调

速，定时温湿度

新风净化 一体机  交流侧开门 FY-J320T 375 1*1 225 98 ＜40 31 150 900*620*200 新G4+F7+H11                   
回风：H11



www.futair.cnwww.futair.cn

富泰超薄中央一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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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顶式中央新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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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air呵护 • 解压靓肤
中央柜式新风系列

把纯净的大自然搬进来，360º螺旋新风除霾排醛，时刻呼吸清新空气，为您创造优质舒适的富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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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式中央新风净化一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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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式中央新风净化一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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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式中央新风净化一体机

品　名 类别 型  号 测试风量 规格 最大静压(pa) 最大功率(W） 最大噪音(DB) 重量（kg） 法兰直径(mm) 主机尺寸（mm) 滤网配置 标配控制器

柜式中央新风 

交流机 FGZ-J420 423 1*1 225 109 ＜41 51 160 1570*490*320

新风：
G4+F7+H11                   
回风：G4

液晶手动三档调速，定
时温湿度

EC直流

FGZ-E520 537 1*1 450 270 ＜45 90 160 1570*490*320 无框彩屏PM2.5、PM10、
TVOV直显，五档智能控
制，定时、温湿度显示 
手机APP 485智能家居
接口新风、排风可单独

调节

FGZ-E800 864 1*1 500 330 ＜45 120 250 1640*700*400

FGZ-E1200 1247 1*1 720 620 55 150 250 1770*85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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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式中央新风净化一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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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air呵护 • 茁壮成才

柜式无管道直吹新风

24小时室内循环新鲜空气，有效去除室内细菌等污染；降低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保持室内21%含氧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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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无管道-直吹柜机

品　名 类别 型  号 测试风量 规格 最大静压(pa) 功率(W） 噪音(DB) 重量（kg） 法兰直径(mm) 主机尺寸（mm) 滤网配置 标配控制器

校园无管道柜机
双向流

FG-E500 520 1*1 360 158 ＜47 95 160 1450*490*320
新风G4+F7+H11

回风：G4

无框彩屏PM2.5、PM10、
TVOV直显五档智能控制，

定时、温湿度显示 手机
APP 485智能家居接口新

风、排风可单独调节

FG-E800 802 1*1 500 285 ＜50 125 250 1640*700*400

正压柜机 FG-E600Z 610 1*1 290 64 ＜45 60 160 1200*490*320 G4+F7+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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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新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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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式中央新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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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新风-全热交换机

品　名 类别 型  号 测试风量 规格 最大静压(pa) 最大功率(W） 最大噪音(DB) 重量（kg） 法兰直径(mm) 主机尺寸（mm) 滤网配置 标配控制器

全热交换吊顶机 交流侧开门
FQ-J350T 398 1*1 225 106 ＜40 30 150 700*620*200

新风：F7              
回风：F7

液晶手动三档
调速，定时温

湿度FQ-J500 508 1*1 360 298 ＜40 29 160 700*60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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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商务全热交换新风机

品　名 类别 型  号 测试风量 规格 最大静压(pa) 功率(W） 噪音(DB) 重量（kg） 法兰直径(mm) 主机尺寸（mm) 滤网配置 标配控制器

全热交换吊顶机 交流侧开门 FQ-J1000 1035 1*1 468 373 ＜50 46 250 1000*650*300 新风：F7              
回风：F7

液晶手动三档调速，定时
温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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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商务全热交换新风机

品　名 类别 型  号 测试风量 规格 最大静压(pa) 功率(W） 噪音(DB) 重量（kg） 法兰直径(mm) 主机尺寸（mm) 滤网配置 标配控制器

全热交换吊顶机 交流侧开门 FQ-J2000 2135 1*1 350 1015 ＜60 165 300 1440*1000*530 新风：F7              
回风：F7

风机可三档调速，功率
超大，无标配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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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air呵护 • 放肆呼吸

商用全热交换新风系列

24小时室内循环新鲜空气，通风换气除菌排毒快速置换室内空气，杜绝交叉感染，保持室内21%含氧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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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名 类别 型  号 测试风量 规格 最大静压(pa) 最大功率(W） 最大噪音(DB) 重量（kg） 法兰直径(mm) 主机尺寸（mm) 滤网配置 标配控制器

全热交换吊顶机 交流侧开门 FQ-J3000 2950 1*1 515 1318 ＜63 180 350 1800*1014*700 新风：F7               
回风：F7

功率较大无
控制器匹配

富泰商务全热交换新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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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名 类别 型  号 测试风量 规格 最大静压(pa) 最大功率(W） 最大噪音(DB) 重量（kg） 法兰直径(mm) 主机尺寸（mm) 滤网配置 标配控制器

富泰                  
私人订制 侧开门 FQ-E5000 5000 1*1 400 1800 ＜65 220 350*350 1800*1014*780 新风：F7               

回风：F7
功率较大无
控制器匹配

富泰商务全热交换新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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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air呵护 • 放肆呼吸

工程项目新风专供系列

24小时室内送风，排污新鲜富氧，通风换气快速置换室内空气，杜绝交叉感染，保持室内空气洁净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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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新风-单向正压送风除霾机

品　名 类别 型  号 测试风量 规格 最大静压(pa) 最大功率(W） 最大噪音(DB) 重量（kg） 法兰直径(mm) 主机尺寸（mm) 滤网配置 标配控制器

中央正压机

下开门 FZ-J260T 275 1*1 210 48 <38.5 16 110 420*385*185

液晶手动三档
调速，定时温

湿度交流机                
侧开门

FZ-J350 356 1*1 210 63 ＜35 18 160 550*382*250

G4+F7+H11       FZ-J500 547 1*1 225 165 ＜40 18 160 580*382*250

FZ-E1500 1507 1*1 720 352 ＜47 50 250 800*630*546

富泰       
私人定制

根据
定制
需求

FZ-J2000 2000 1*1 500 450 ＜52 70 300*265 1080*600*530

根据
定制
需求

FZ-J3000 3000 1*1 500 550 ＜55 85 300*300 1150*600*650

FZ-J5000 5000 1*1 400 900 ＜65 100 350*350 1300*800*650

FZ-E10000 10000 1*1 400 1800 ＜70 120 1000*400 1300*120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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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新风单向-负压排风机

品　名 类别 型  号 测试风量 规格 最大静压(pa) 最大功率(W） 最大噪音(DB) 重量（kg） 法兰直径(mm) 主机尺寸（mm) 标配控制器

负压排风机

侧开门 FP-500 500 1*1 460 178 <42 160 430*385*255

无标配控
制器

下开门 FP-1500 1500 1*1 350 300 <48 300*265 700*700*500

下开门 FP-2000 2000 1*1 500 450 <52 300*265 700*700*500

下开门
FP-2500 2500 1*1 500 550 <55 300*300 700*700*500

FP-3000 3000 1*1 500 550 <55 300*300 700*700*500

富泰         
私人定制

根据
需求

FP-5000 5000 1*1 400 900 <65 350*350 850*800*650

FP-J10000 10000 1*1 400 1800 <70 1000*400 850*120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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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吊顶式新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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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air呵护 • 放肆呼吸

防疫消杀新风系列

24小时室内循环新鲜空气，通风换气除菌排毒快速置换室内空气，绝决交叉感染，保持室内健康富氧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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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杀新风系统

品　名 类别 型  号 测试风量 规格 最大静压(pa) 最大功率(W） 最大噪音(DB) 重量（kg） 法兰直径(mm) 主机尺寸（mm) 滤网配置

消杀新风系列

富泰私人定制

直吹柜机
FXS-E600 500 1*1 290 165 ＜47 92 160 1570*490*320

G4+F7+电离+H11                   
+光杀

FXS-E800 800 1*1 360 278 ＜50 95 200 1570*490*320

单向吊顶机
FXS-3000 3310 1*1 400 690 ＜55 115 300 1450*580*900

FXS-4000 4230 1*1 515 838 ＜60 135 330 1450*62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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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杀新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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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air呵护 • 放肆呼吸

富泰降噪消音安装配件

全屋空气高效净化，中央新风机全新风，送氧排污.洁净清新更富氧， 让天然氧吧更净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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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静压降噪消音分风箱：一体成型无缝焊接，结构密封永不漏风、减震、降噪、消音，静电喷涂200度高温钢琴烤漆工艺健康环保。
通过气流模拟和气流流线图分析计算，使新风单向导流把动压转换为静压，提高新风主机的工作效率和新风的传输距离，同时降低传输
过程中的风量损失和噪声，能均流各分支风量，获得均匀的静压出风，提高新风系统综合性能和末端得风率，磁吸负压密封维修门设计，
后期管道维修清洗，简单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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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新风-绕梁转换风道

富泰绕梁转换风道：避免了新风主机安装时穿梁打孔，保证了进风量，无风损、低噪音，更换滤网简单
方便；成功解决了吊顶机安装必须打梁、风损大、噪音高、更换滤网需搭梯爬高，拆吊顶的行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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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降噪消音静压艺术风口：采用层流式的出风面板，根据风量风速控制在2米-0.8米之间，出风量
大、无噪音，无风感，消音降噪静压底盒采用钢板一体折弯成型，无缝焊接永不漏风；风口采用磁
吸密封安装、简单方便，回风口配置抽插式可水洗过滤网，拦截粒径5微米以上的大颗粒，如毛发，
棉絮，蚊虫等，保证管道内的清洁。

 富泰新风室内降噪消音静压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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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新风室外进.排风风帽

富泰室外防窜风 .风帽： 采用多面进、直线排风方式，增大了进风面积和聚焦了排风出风，利用内部结
构改变了进、出风方向，解决了由于安装现场距离有限，新风、排风距离太近，造成新、排风混风的行
业难题（经专业测试新风、排风风帽相距30CM都不会造成相互窜风），防雨、防蚊虫，同时也降低了风量的
损失和阻力及噪音，让排风更顺畅，让新风进风量更大更快，钢板镭射切割一体成型，静电喷涂200度
高温烤制的工艺健康环，抗酸碱耐腐蚀，坚固耐用高端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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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安装辅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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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产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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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新结构设计制造一体成型，整机外观没有一颗螺丝钉不漏风.窜风，坚固耐用、高端美观。

2、机体内外双面静电喷涂烤漆工艺，附着力和渗透力强，抗腐蚀、耐酸碱经久耐用，健康环保，20年的超长使用寿命。

3、 采用性能优越高品质、高静压，富泰新风外转子一体专用电机，动力强劲、静音、节能。

4、创新降噪消音风道设计，根据风量的流速、角度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设计，使新风和排风在风道里运行流动时，更加快速、顺畅，从

而降低了风速流动时产生的阻力和噪音。新风机在工作时阻力小、噪音低、能耗低，风量大。

5、创新风量倍增技术，经过上千次的测试和精确计算，将电机功率、转速和叶轮及风道进行了科学优化匹配设计，使电机功率、转速

和叶轮及蜗壳、风道相互之间的配合达到最优，加上全直流变频无刷电机的合理应用和紧密配合，使风量和电能转换率高，所以在相同

转速“富泰”新风能做到功率减半，风量倍增，并有效提高了风量，降低了功率从而也延长了电机的使用寿命。

6、多级滤网对空气逐级净化过滤，一次净化率达97.8%，净化防菌双倍呵护，确保呼吸健康！送氧排醛打造富氧健康舒适空间。

7、创新可拆卸法兰，永不漏风，安装简单方便，解决了新风市场上法兰接口漏风、运输损坏的行业技术难题。

8、采用先进的全热技术抗菌、抑菌、防霉，防冻可清洗，热交换率高，杜绝窜风漏风。

9、富泰新风从设计到制造解决了现在市场新风机：主控板、电机、控制器容易损坏及后期维修更换等行业技术难题。富泰新风是新风

行业敢公开承诺整机十年质保的品牌。

10、整机采用创新模块装配式结构设计制造，产品从制造、组装到售后维修保养都简单方便，避免了新风行业维修需破坏吊顶，解剖

主机的行业难题。

文中产品图片为拍摄图片以实物为准，技术参数为富泰实验室测试结果，如有变动不另行通知，解释权归富泰所有，富泰不承担任何责任。。

富泰新风产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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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泰新风  洁净更富氧

www.futair.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