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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理查德⼩学 
紫外线消毒机-成功案例

2021年4⽉

在圣理查德⼩学安装了6台紫外线消毒机

消毒机设计安全，可靠，蓝⽛⽆线操作，

可设定在没有课堂的时段⼯作

能有效降低公共区域的感染率，可消毒课室

能杀灭清洁⼯⼈⼿动清洁后所残留的病毒

      学校管理员可以通过⼿机应⽤简易操控机器

      消毒时间

       及公共图书馆

6⽀254nm紫外线灯  
⼈体检测红外传感器

静⾳动轮

不锈钢外观设计

重点功能

全⽅位 360 度消毒
可选消毒时间：

15 / 30 / 60 / 90 /120  分钟
建议消毒时间：

25平⽅⽶室内消毒15分钟可
有效杀灭99％细菌病毒

⾹港通讯有限公司

地址: ⾹港⻩⽵坑道29号维他⼤厦B座14楼

电话: +852 2527 8822 

电邮: contact_hkcgroup@hkc.net

⽹址: http://www.hkc.com.hk

上海希华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宝⼭区⻓逸路188号复旦软体园606室

电话: +86 21 6170 2233

公司服务热线 400 670 2363

企业QQ服务号 2223036659 / 1106745048 

⽹址: http://sh-hkc.cn/

上海希华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州分公司)

地址: 中国⼴东省⼴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江南村⼯业⼀区⼀横路11号三楼

电话: +86 20 3482 7729

联络我们



东区尤德夫⼈那打素医院
紫外线消毒机-成功案例

东区尤德夫⼈那打素医院
@ 柴湾乐⺠道东区尤德夫⼈那打素医院主座⼤楼

 

2021年3⽉

在东区尤德夫⼈那打素医院主座⼤楼

安装了 6台紫外线消毒机

消毒机设计安全，可靠，蓝⽛⽆线操

作，医护⼈员可以通过⼿机应⽤简易

操控机器消毒时间

能有效降低公共区域的感染率，可消

毒医院的公众范围及医护的共⽤空间

例如⾛廊，洗⼿间及更⾐室等等

能杀灭清洁⼯⼈⼿动清洁后所残留的

病毒

有效降低前线医护⼈员受病毒感染的

⻛险

6⽀254nm紫外线灯  
⼈体检测红外传感器

静⾳动轮

不锈钢外观设计

⾃动旋转保护罩

重点功能

全⽅位 360 度消毒
可选消毒时间：

15 / 30 / 60 分钟
建议消毒时间：

25平⽅⽶室内消毒15分钟可
有效杀灭99％细菌病毒

⾹港通讯有限公司

地址: ⾹港⻩⽵坑道29号维他⼤厦B座14楼

电话: +852 2527 8822 

电邮: contact_hkcgroup@hkc.net

⽹址: http://www.hkc.com.hk

上海希华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宝⼭区⻓逸路188号复旦软体园606室

电话: +86 21 6170 2233

公司服务热线 400 670 2363

企业QQ服务号 2223036659 / 1106745048 

⽹址: http://sh-hkc.cn/

上海希华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州分公司)

地址: 中国⼴东省⼴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江南村⼯业⼀区⼀横路11号三楼

电话: +86 20 3482 7729

联络我们



在运输署的⻋辆检验综合⼤楼安装了14台紫外

线消毒机

消毒机设计安全，可靠，蓝⽛⽆线操作，管理

员可以通过⼿机应⽤简易操控机器消毒时间

可设定在深夜的时段⼯作

能有效降低公共区域的感染率，可消毒于办公

⼤楼具有传染性的位置例如出⼊⼝⻔柄及把

⼿/电梯⾯板及公⽤台凳等

能杀灭清洁⼯⼈⼿动清洁后所残留的病毒

运输署办公⼤楼项⽬
紫外线消毒机-成功案例

运输署⻋辆检验综合⼤楼
西草湾路18号

 

2021年2⽉

6⽀254nm紫外线灯  
⼈体检测红外传感器

静⾳动轮

不锈钢外观设计

重点功能

全⽅位 360 度消毒
可选消毒时间：

15 / 30 / 60 / 90 /120  分钟
建议消毒时间：

25平⽅⽶室内消毒15分钟可
有效杀灭99％细菌病毒

⾹港通讯有限公司

地址: ⾹港⻩⽵坑道29号维他⼤厦B座14楼

电话: +852 2527 8822 

电邮: contact_hkcgroup@hkc.net

⽹址: http://www.hkc.com.hk

上海希华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宝⼭区⻓逸路188号复旦软体园606室

电话: +86 21 6170 2233

公司服务热线 400 670 2363

企业QQ服务号 2223036659 / 1106745048 

⽹址: http://sh-hkc.cn/

上海希华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州分公司)

地址: 中国⼴东省⼴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江南村⼯业⼀区⼀横路11号三楼

电话: +86 20 3482 7729

联络我们



在位於⾹港荃湾的私⼈住宅项⽬-丽城花园

消毒机设计安全，可靠，蓝⽛⽆线操作，

可设定在深夜的时段⼯作

能有效降低公共区域的感染率，可消毒於住宅具

有传染性的位置例如出⼊⼝⻔柄及把⼿/电梯⾯

板及公⽤邮箱等

能杀灭清洁⼯⼈⼿动清洁後所残留的病毒

       安装了3台紫外线消毒机

       住宅管理员可以通过⼿机应⽤简易操控机器消 

       毒时间

屋苑住宅项⽬
紫外线消毒机-成功案例

家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丽城花园 (⾹港荃湾西)

 

6⽀254nm紫外线灯  
⼈体检测红外传感器

静⾳动轮

⾃动旋转反光罩

重点功能

全⽅位 360 度消毒
可选消毒时间：

15 / 30 / 60 分钟
建议消毒时间：

25平⽅⽶室内消毒15分钟可
有效杀灭99％细菌病毒

⾹港通讯有限公司

地址: ⾹港⻩⽵坑道29号维他⼤厦B座14楼

电话: +852 2527 8822 

电邮: contact_hkcgroup@hkc.net

⽹址: http://www.hkc.com.hk

上海希华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宝⼭区⻓逸路188号复旦软体园606室

电话: +86 21 6170 2233

公司服务热线 400 670 2363

企业QQ服务号 2223036659 / 1106745048 

⽹址: http://sh-hkc.cn/

上海希华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州分公司)

地址: 中国⼴东省⼴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江南村⼯业⼀区⼀横路11号三楼

电话: +86 20 3482 7729

联络我们

2020年11⽉



位於东涌的⾹港圣公会福利协会安⽼院舍中⼼

⼤堂安装了1部紫外线消毒机器⼈

管理⼈员可通过云端浏览器/⼿机APP实现全

⾃动⽆线操作

能有效降低公共区域的感染率，可消毒房间⻔

柄及把⼿，公共洗⼿间的扶⼿等

能杀灭清洁⼯⼈⼿动清洁後所残留的病毒

减轻缺乏⼈⼿情况下进⾏额外清洁⼯作的压⼒

6⽀254nm紫外线灯 
⼈体检测红外传感器

紧急停顿按键

⾃动导航

3D-雷达⾃动避障

重点功能

全⽅位 360 度消毒
可选消毒时间：

15 / 30 / 60 分钟
建议消毒时间：

25平⽅⽶室内消毒15分钟可有
效杀灭99％细菌病毒

⾹港圣公会福利协会

迎东村迎趣楼服务中⼼(东涌)

 

安⽼院舍项⽬
紫外线消毒机器⼈-成功案例

2020年10⽉

荣获⾹港电脑学会颁发的抗疫创新数码⽅案奖 2020 ─ 杰出医疗类别奖

⾹港通讯有限公司

地址: ⾹港⻩⽵坑道29号维他⼤厦B座14楼

电话: +852 2527 8822 

电邮: contact_hkcgroup@hkc.net

⽹址: http://www.hkc.com.hk

上海希华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宝⼭区⻓逸路188号复旦软体园606室

电话: +86 21 6170 2233

公司服务热线 400 670 2363

企业QQ服务号 2223036659 / 1106745048 

⽹址: http://sh-hkc.cn/

上海希华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州分公司)

地址: 中国⼴东省⼴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江南村⼯业⼀区⼀横路11号三楼

电话: +86 20 3482 7729

联络我们



澳⻔赛⻢会的办公室安装了1部紫外线消毒机

消毒机设计安全，可靠，蓝⽛⽆线操作，办公

室管理员可以通过⼿机应⽤简易操控机器消毒

时间

可安排在下班时段⼯作

能有效降低公共区域，尤其是接待区和⾏⼈通

道的感染率

能杀灭清洁⼯⼈⼿动清洁後所残留的病毒

澳⻔赛⻢会(澳⻔凼仔)
 

办公室项⽬
紫外线消毒机-成功案例

2020年12⽉

6⽀254nm紫外线灯  
⼈体检测红外传感器

静⾳动轮

⾃动旋转反光罩

重点功能

全⽅位 360 度消毒
可选消毒时间：

15 / 30 / 60 分钟
建议消毒时间：

25平⽅⽶室内消毒15分钟可
有效杀灭99％细菌病毒

⾹港通讯有限公司

地址: ⾹港⻩⽵坑道29号维他⼤厦B座14楼

电话: +852 2527 8822 

电邮: contact_hkcgroup@hkc.net

⽹址: http://www.hkc.com.hk

上海希华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宝⼭区⻓逸路188号复旦软体园606室

电话: +86 21 6170 2233

公司服务热线 400 670 2363

企业QQ服务号 2223036659 / 1106745048 

⽹址: http://sh-hkc.cn/

上海希华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州分公司)

地址: 中国⼴东省⼴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江南村⼯业⼀区⼀横路11号三楼

电话: +86 20 3482 7729

联络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