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单攻略：
1、京东：搜“西西空气”，或点击链接：https://item.jd.com/11101561746.html
2、淘宝：搜西西空气官方总店，唯一官方店铺号：58998155
3、微店：请在微店买家版搜“西西空气微店”或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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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空气监测治理

4、“西西空气”APP：点击商城下单
5、西西空气全国 24 小时抢购热线：4000997997。

西西空气治理

西西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西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热线：4000997997
官网：www.hnxixi.com www.inose.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什坊院 6 号
长沙市科技新城B39栋2号房

西西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西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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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核心价值观
Core values
以产品质量求生存;
靠科技进步谋发展。

聚心合力 励志创新
忠贞事业 自强不息

CADR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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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COMPANY
INTRODUCTION

西西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西西空气）是我国第一家高科技空气质
量监测治理系统供应商，不仅仅提供在线交易匹配与推荐，更整合了空气服
务 行业资源和空气敏感产业资源；在平台、用户以及服务供应商之间产生
交互 式客户关系，从而降低服务供应商开发新客户的成本；专注于大气污
染与工 业烟气监测治理、室内车内空气质量在线监测与智能净化，以及环
境嗅觉创 意产业开发。
2013年1月，在中国绿化基金会领导监管下，西西空气联合在京参加中
国地产金融年会的多家地产与金融行业机构捐资设立“中国好空气”公益基
金，致力于发现推广祖国大好河山中天然美好的空气环境，资助解决各种空
气污染领域的尖端难题，救助受害于空气污染的弱势人群。
西西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第一家高科技空气品质管理系统工程集
团， 专注于室内车内空气净化与嗅觉产业开发，在国内外设有多个办事
处。西西在空 气品质管理领域拥有世界领先的专利技术：NEM 网电膜，是
目前我国市场占有 率第一、技术最先进的唯一高效安全持久的室内车内空
气净化解决方案。选择西 西，选择中国好空气。
由于西西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所有教育行业客户提供永久免费上门检测
治理等维护服务，至今未接到一起师生投诉。我们还将联合中国人寿等保险
机构 向服务范围内的师生提供与空气污染有关的重大疾病人身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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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历证书
SENIORITY
CERTIFICATE

笃而诚：我们的事业之基
敏而睿：我们的事业之髓
实而新：我们的业绩之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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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Project overview

共而进：我们的团队之志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让生态文明文化与价值教育进学校、

项目介绍
PROJECT
INTRODUCTION
西西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进家庭、 进企业、进机关，以文化的力量让全社会的每个人参与到从
我做起的生态文 明建设中来”的号召。"环境保护，教育为本"越发成
为教育行业的指导思想。
随着近年来空气质量的恶化，阴霾天气现象出现增多，危害加
重。空气 污染对肺癌的影响有一种长期慢性的作用，国外有研究表
明，雾霾天空气中 的有毒颗粒物，也是造搜索成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
重要原因。 雾霾被称为健 康的“隐形杀手”，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
山告诉记者，以前的大气污染主要 是降尘，而现在的灰霾，实际上还
包含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等。假如灰霾中 混杂着有害物质，就会对健
康产生直接危害，包括对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 呼吸系统、内分泌
系统的破坏。
二氧化碳本身没有毒性，但当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超过正常含量
时，对人 体会产生有害的影响。所以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应注意通风
换气。在进入一 些可能会含有二氧化碳气体的地方之前，应该检验那
里的二氧化碳的含量， 看是否会威胁到人的健康。
人在呼吸过程中，一方面吐出大量的二氧化碳， 另一方面消耗空
气中的氧气，当空气中氧含量不足时，轻则出现办公效率低 或大脑休
息睡眠不足的情况，重则会出现大脑缺氧、昏迷、甚至窒息死亡的 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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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房净化
新 房 装 修 污 染

治理后 N8 检测

治理前 N8 检测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让生态文明文化与价值教育进学校、进家庭、
进企业、进机关，以文化的力量让全社会的每个人参与到从我做起的生态文 明建
设中来”的号召。"环境保护，教育为本"越发成为教育行业的指导思想。
随着近年来空气质量的恶化，阴霾天气现象出现增多，危害加重。空气 污
染对肺癌的影响有一种长期慢性的作用，国外有研究表明，雾霾天空气中 的有毒
颗粒物，也是造搜索成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重要原因。 雾霾被称为健 康的“隐形
杀手”，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告诉记者，以前的大气污染主要 是降尘，而现在
的灰霾，实际上还包含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等。假如灰霾中 混杂着有害物质，就
会对健康产生直接危害，包括对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 呼吸系统、内分泌系统
的破坏。
二氧化碳本身没有毒性，但当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超过正常含量时，对人 体
会产生有害的影响。所以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应注意通风换气。在进入一 些可能
会含有二氧化碳气体的地方之前，应该检验那里的二氧化碳的含量， 看是否会威
胁到人的健康。
人在呼吸过程中，一方面吐出大量的二氧化碳， 另一方面消耗空气中的氧
气，当空气中氧含量不足时，轻则出现办公效率低 或大脑休息睡眠不足的情况，
重则会出现大脑缺氧、昏迷、甚至窒息死亡的现象。

产品尺寸：155mmX85mmX39mm
西西网电层分子封闭技术的基本净化原理，是利用大分子聚合物及其高
活 性表面官能基反应来包曳各种游离的甲醛、苯等污染物分子，并采用微雾无
间隙 施工法使大分子天然聚合物均匀地凃覆污染物表面，形成视觉不可见的透

治理前 需要使用高灵敏度的西西空气八合一云监
测仪 N8 对 屋内空间进行全面空气质量检测，以确定室内
污染物浓度水平是否超标；
治理后 需要使用 N8 进行验收，确认空气污染治理
工程是否达标。
西西空气八合一云监 测仪 N8 可监测参数：
PM0.3、PM2.5、PM10、VOC、甲醛、二氧化碳、温
度、湿 度。检测所参照的标准：《GBT18883-2002 室
内空气质量标准》。其中，甲醛标 准值为 0.1mg/m3；总
挥发性有机物 VOC 标准值为 0.6mg/m3。
治理前 室内空间 污染物浓度水平高于标准值则需
要进行治理；
治理后 污染物浓度水平降低到标准 值范围以内，
则为治理效果达标。

明膜将 小分子污染物永久性封闭，从而完全封闭各种污染物分子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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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新风
新 风 净 化 主 机U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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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智能
监测系统

校园新风
八合一云触控监测仪 N8

N8是世界首款同时在线监测PM0.3、PM2.5、PM10、二氧化碳、甲醛、

西西空气校园
新风净化系统

八合一云
触控监测
仪 N8

VOC、温度和湿度等八项数据的便携式云触控室内气体质量监测仪，已通过
全部国际权威气体检测仪计量认证。
支持WIFI将数据上传至云端。数据准确 迅速、轻巧便携，是市场同类产
品中的领军者。

新风净化
主 机U 3

A、超大风量；每台通风量2200m/h，50人教室一
台足够，开机后5分 钟即有显著效果。
B、高效过滤；西西空气集成式特效除霾滤芯，保
证出风口零PM2.5，同 时吸附消除苯、甲醛等
污染物分子，室内更洁净。
C、超低声音；U3独特的风机设计，做到整机噪音
极低，不会超过40dB， 不超过空调的的声音。
D、紫外杀菌；内置T8-8W医用紫外灯，定期消除净
化滤芯中的细菌等。
E、负离子净化；可释放千万级正弦波负离子。
F、机身尺寸：1250 * 580 *350 mm g.
功耗低：AC220V/50Hz—80W，一天不超过2度电。
H、出货包装为30mm加厚防撞箱
I、安装时间：7*24h安装，可周末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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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新风
远 程 智 能 监 测 系 统

远程智能监测系统，可轮屏显示校园教室的监测数值，同时展示PM0.3、
PM2.5、PM10、二氧化碳、甲醛、VOC、温度和湿度八种数据。
适用场景： 教育局、校领导可在电脑端实时查询每个教室的空气质量，家
长可在校门外 大屏幕上或西西空气手机App远程查看孩子所在教室实时空气质量。

跑道治理
跑 道 治 理-概 述

2016 年 8 月 11 日，全球领先的空气监测治理互联网运营商西西空气，在北
京宣布成功完成了校园塑胶跑道的免拆无毒无味治理示范工程。
作为具有近二十年成功监测治理室内外各种有毒有害刺激性气体污染源的专业
机构，西西空气自毒跑道事件爆发以来， 集结中外材料化学、分析化学与生物技
术顶级专家， 历经 200 多天夜以继日地试验研究，对“毒”跑道的有毒有害成分
有了深刻了解和科学分析。在采集国内外主要塑胶跑道厂家的近百种产品后，西西
空气针对分析出的有害成分尝试了百余种解决方案，对校园塑胶跑道的免拆无毒无
味治理实效，最终越来越接近完美。据悉全国目前大中小学幼儿园共有各类塑胶跑
道 30 万块，拆除重装所需经费将高达近万亿元，而且市面上现有跑道铺装材料不
能保证新铺场地无毒无味。

采用U3对每间教室各
布置1台新风净化器
U3，走廊中间及两端
分别布置 新风净化
器U3或U3独立净化
主机。

新风净
化主机
U3

采用远程智能监测系统
在公共区域电子显示屏
上进行数据展示，展示
各 个检测位置的空气质
量数据。

西西空气
校园新风
净化系统
远程智能
监测系统

八合一
云触控
监测仪
N8

采用八合一
云监测仪N8
进行监测，
实时上传各
个教室实际
空气质量数
据，供家长
关注和屏幕
投放展示。

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中国绿发会，绿会）和新时代青少年体
质健康促进中心专家们的直接监督指导下，西西空气与北京某近期铺装塑胶场地的
幼儿园紧密合作，采用“网电膜分子封闭技术”进行科学施工。
2016 年 8 月 6 日上午 10 点在试验园开始第一轮施工，下午 3 点开始第二轮
施工，6 点结 束，整个过程用时 8 个小时。8 月 6 日早上，明显能够闻到刺鼻的气
味。采用深 圳制定的气味判定标准，为 4 级（有不适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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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 道 治 理 -原 因

1. 塑胶跑道什么“毒”
挥发性有机物（VOC）不是某一种物质，而是一类混合物，且成分会因为建筑材料的不同而不同，
对人体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毒跑道”释放的 VOC 含有哪些成分技术专家分析出了
以下五种常见的添加物，每一种都是导致毒跑道的诱因：
1.1 溶剂，常见于单组分聚氨酯胶水中。其目的是：
a) 减低胶水的粘度利于施工且可适当降低聚氨酯反应速率延长操作时间。
b) 降低成本，溶剂价格远低于聚氨酯本身常用的乙酸乙酯、二甲苯等。
一般来说溶剂挥发性高且有刺激性气味，对人体有害。
1.2 游离态 TDI，TDI 最早应用作为跑道胶水配方中的异氰酸酯原料。TDI挥发性高、毒性大在国内
已经被列为剧毒品，随着聚氨酯技术的发展，TDI 在塑胶跑道配方中已经逐步被 MDI 取代。某些生产厂
家由于技术落后仍采用 TDI 作为胶水原料，且生产过程中对游离态的 TDI 单体没有进行处理，是造成
TDI 伤害甚至中毒的主要原因。
1.3 增塑剂，俗称塑化剂，在塑胶跑道弹性体和胶水中经常使用，其目的和
溶剂类似：
a) 减低胶水的粘度利于施工且可适当降低聚氨酯反应速率延长操作时间。
b) 降低成本，增塑剂价格远低于聚氨酯本身常见的塑化剂有氯化石蜡，DOP
等，大多数会对人体产生伤害。 增塑剂虽然挥发性较小，但其经常和人体接触以及渗透到底层土壤中，
对人体和环境都会造成破坏。
1.4 MOCA，是作为聚氨酯弹性体中最常见的胺类扩链剂。早期在聚氨酯弹性
体运动场地中大量应用，但由于其致癌性，在欧洲很多国家已经禁止使用在聚氨酯产品配方中，但在国
内，由于成本和技术等原因，某些生产厂家还大量使用MOCA 作为配方中主要的扩链剂。
1.5 其他添加剂，如有机重金属类催化剂。可能对人体造成中毒，以及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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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治理

跑道治理
跑 道 治 理-核 心 技 术

如右图，橙色部分表示有害气体分子，被灰色骨架和球体表
示的大分子官能 基吸附固定，并被大分子成膜的其他部分所覆盖
封闭（橙色部分和灰色结构的穿 插关系表示）。
西西网电膜分子封闭技术的基本净化原理，是利用大分子聚
合物及其高活性 表面官能基反应来包曳各种游离的甲醛、苯等污
染物分子，并采用微雾无间隙施 工法使大分子天然聚合物均匀地
凃覆污染物表面，形成视觉不可见的透明膜将小 分子污染物永久
性封闭，从而完全封闭各种污染物分子的释放。

施工流程
六大标准操作程序 三十道细节工序

（一）污染源勘查
1. 勘查前提示甲方施工空间密封 12 小时以上。
2. 与甲方联合进行现场勘查。
3. 勘查外源污染情况，在勘查表上标记写明。
4. 确认室内风向及通风窗口位置。
5. 分析施工表面状况，填写污染源勘查表。
6. 现场拍摄勘查照片和室内污染源照片。
（二）治理方案设计
7. 签订施工协议。
8. 确定施工排期。
9. 统计汇总勘查数据和相关工程资料。
10. 设计施工方案。
11. 方案报批终审。
12. 配置施工药剂。
13. 准备施工机具材料清单。

（三）分工按段施工（室内）
14. 出具施工配合告知函。
15. 清空施工现场非施工人员。
16. 施工准备：穿戴整齐，药剂与机具点验齐备。
17. 室内物体内外表面除尘。
18. 墙面清洁除尘。
19. 地面及地面物清洁除尘。
20. 作业表面烘干。
21. 将净化封闭液通过强力微雾机均匀喷洒于所有作业表面；
先喷涂 A 剂，在 A 剂干燥之前喷涂 B 剂。
（四）疑难重点治理
22. 施工结束后，开始全面复查。现场勘查数据高于 0.4ppm 的部位，
进行补充施工，直到所有部位的勘查数据达到 0.4ppm 以下。
23. 施工结束后，清空施工机具，清理施工现场。
24. 通风：开启风机带动室内空气循环，直至施工表面干燥。
25. 发告知函：让 客户了解施工后需注意事项。
26. 确认污染源全部治理达标后，邀请客户验收
（五）分工按段施工（室外）
27. 出具施工配合告知函。
28. 清空施工现场非施工人员。
29. 施工准备：穿戴整齐，药剂与机具点验齐备。
30. 对塑胶跑道地面进行全面清洁
31. 作业表面烘干。
32. 将净化封闭液通过高压冷雾技术均匀喷洒于所有作业表面（需 3-5 遍），
每遍施工结束后，待作业表面风干对每个样本点进行复检直至达到标准
范围内。
（六）施工后
33. 施工结束后，清空施工机具，清理施工现场。
34. 发告知函：让客户了解施工后需注意事项。
35. 确认污染源全部治理达标后，邀请客户验收。

F

服务保证
Service guarantee

工 期 保 证
西西空气承诺全年365天每天24小时可全天候提供校园新风净化系统安 装与
维护服务，50间教室的中等规模中小学幼儿园可在周末48小时内完成全 部安装，
特殊需求可24小时内完成。

效 果 保 证
以50个班级教室的中学为例，共使用60台净化主机、50台N8，全部系 统正常
运行，西西空气承诺，在北京这种空气重污染地区，室内PM2.5年均 值低于15mg/m3，
室内二氧化碳年均值低于1000ppm。全部优于中国、美 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室内空
气质量标准。

售 后 服 务 与 耗 材 更 换
西西空气承诺全年365天每天24小时可全天候提供校园新风净化系统安 装与
维护服务，50间教室的中等规模中小学幼儿园可在周末48小时内完成全 部安装，
特殊需求可24小时内完成。

C

产品展示
Product display

西西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具有近二十年成功监测治理室内外各种有毒有害刺激性
气体污染源的专业机构，并自主研发多种空气监测类，净化类产品。

一、西西空气六合一除味净化机i6
西西空气六合一主动式净化机i6依托西西空
气专有高压电离技术，能够高效去除室内车内甲
醛、苯系物、VOC、烟味、霉味、其它有毒有害
异味与病菌。
本机适用于室内以及车内异味治理，开机前

产品展示
PRODUCT DISPLAY
西西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需密闭门窗，开机后人员须离开现场，关机后继
续密闭适当时间再进入则效果更佳。

二、西西空气八合一云口罩
1、3D口罩：M8符合人体工学3Ｄ立体设计。
2、防霾效果：M8以西西空气超滤纳米纤维为
主要原料，具有低阻、高效、高容尘等特点。
3、防甲醛：M8外涂层可以有效捕捉甲醛、苯
系物、VOC分子并与之发生反应，阻止甲醛等有毒
气体进入口罩内部以及透过口罩。
4、联网：客户下载西西空气手机客户端，可
根据客户端全国任一点任一时刻的精确雾霾提示，
随时随地调整口罩的佩带，从而实现口罩智能互联
网服务。
5、美容：M8贴合面部皮肤并轻轻摩擦，其内
表面涂层可以为佩戴者提供深度护肤清洁，达到美
容、抗菌、抑菌以及除螨等作用。

三、西西空气全效净化器C3
1、一键净化：亿级负离子发生量，一键快速净化家内空气，营造森林级环境，
增强人体抵抗力。
2、智能监测：智能传感器可定性感知空气中PM2.5、甲醛、苯等有害气体浓度，
并使用三色显示室内空气指数
3、滤网更换：智能提示跟换滤网：机器会发出声音、根据环境污染不同，可智
能提示更换。

五、西西空气八合一云监测仪N8
N8是世界首款同时测定PM0.3、PM2.5、PM10、二氧化碳、甲醛、VOC、温度
和湿度八种数据的便携 式室内气体检测仪，通过全部国际权威气体检测仪计量认证。
支持WIFI将数据上传至云端。数据准确迅速、轻巧便携，是市场同
类产品中的佼佼者。
适用者：房地产开发商、装修公司、家具商、地板商、保洁公司、室内空气污染
治理公司、房屋业主等。

新国标品质:
C3 完 全 遵 循 2016 年 3月 1 日 颁 布 实 施 的 空 气 净 化 器 新 国 标GB/T18801-2015

六、西西空气可穿戴PM2.5监测仪N1
产品外观：N1外观设计简约小巧、便于携带
工作原理：N1采用全新的核心算法，综合空气动力学、激光探测、数字信号处理、
四、西西空气可穿戴净化器C2

光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

什么是负离子？

外形尺寸 ：54*125*30 mm

负离子能促成人体合成和储存维生素，强化和激活人体的生理活动，因此它又被

环境要求：

称为"空气维生素",像食物的维生素一样，对人体及其他生物的生命活动有着十分重要

工作环境： 5-45℃ ，小于90%RH

的影响。

储藏环境：-20 - 60℃，小于90%RH

西西空气可穿戴净化器C2每秒产生上千万负离子，轻薄便携，可以随时随地净化
您呼吸系统1立方米范围内的空气。
还具有超小超薄、超微粒径、超远输送、正弦波以及超长待机的功能。

七、西西空气鼻尖净化器C1
特性：
1.全球首款定位定向24小时个人私用空气净化器；
2.定位于满足社会生活全场景个人空气净化需要；
3.定向45°大风口，风量大，风速适中，能够大范围获得舒适感；
4.每分钟可向个人鼻尖输送干净的新鲜空气高达100升，为成人正常呼吸需求量的10倍；
5.超静音，超稳定，360°旋转调节，能自由选择清新点。
功能：
主动释放净离子分解群，杀灭定向空间内的细菌病毒；通过特制纳米活性炭过滤
层，有效吸附过滤PM2.5、粉尘、二手烟、甲醛、苯系物、TVOC与异味等空气污染物，
使空气清舒适；食品级安全冷触媒过滤层，有效分解所吸附的甲醛、苯系物、TVOC和
异味等有害气体，并不产生任何二次再生空气污染。

H

钓鱼台国宾馆
西西空气 APP，随时随地防霾知风雨

Cooperation with the customer

服务客户

建元装饰

八、西西空气APP

合作客户

star.wood

Boloni

I G

国家电网

四大绝技：
位置空气：首创全国雾霾形势图，实现任意时间任意

中国人民大学

点的空气质量与天气实 况精确发布及预报；
在线监测：通过西西室内外空气质量监测终端，用户

XDF.CN

中国华电

可实时查询各项室内外 空气指标；
智能净化：根据用户室内外空气质量实时监测信息，
可向超标用户推送提示 信息，并可选择在
线远程智能净化；
上门治理：用户可就近选择西西空气管家，享受即时
上门空气监测治理等高 效安全持久的专业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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