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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财团法人评级日本研究机构 

传染病防治效果第一的光触媒空气净化器 APS 日本光触媒杀菌除

臭器 “ARC”~荣获 Data Premium Rating / No.1 认证 ~

 

这次，综合财团日本研究机构（代表理事：东京都千代田区 Hajime Hasunuma）是 APS Japan 

Co.，Ltd.（总裁：Teruo Watanabe，总部：中央区）的光触媒杀菌除臭器“arc” , 大阪). 被评价

为具有最佳抗传染病控制效果的光催化空气净化器，并被授予“Data Premium Rating / No. 1 

Certification”。 

该认证是基金会认证体系的类别之一，通过对同价位的同类产品进行比较，以一定的评价标准进行

测试分析，被认定为性能 No.1 的产品。的一个证明。 

  

空气净化器在近几年进行了创新发展，现在不仅因为其集尘除臭的基本功能，而且还因为其对抗病

毒和细菌引起的传染病的有效性而备受期待。 

但是，为了防止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据说打开窗户等排出漂浮在空气中的病原体的“通风”是有效

的，但一般使用移动式空气净化器。卫生部，劳动福利部表示，从预防感染的角度来看，由于风量

https://kyodonewsprwire.jp/author/H105605


小，安装的过滤器性能参差不齐，“不能一律推荐使用”。关于改善“通风不良的封闭空间”的通风在

设施等“2020 年 3 月数据）。 

  

因此，为了明确最期待对传染病有效的移动空气净化器，基金会采用了应用“光触媒”的“光触媒空气

净化器”，这是最先进的除臭杀菌技术。注意它。“光触媒”是通过光照射使其表面氧化还原的物质，

二氧化钛（TiO2）很有名。由于这种氧化/还原作用具有除臭、抗菌、抗真菌、抗病毒和自清洁等

各种效果，因此它被用作建筑物的内部/外部材料。 

  

基金会首先在市场上挑选了七款典型的光催化空气净化器，进行了测试，测量了“乙醛”的分解能

力，以比较各个型号的除臭性能。... 

此外，对于分解能力最好的模型，气味成分“n-yoshigusaic acid（汗味、闷臭味和袜子味）”、“氨

水（尿味和厕所味）”和“三甲胺”（鱼腐臭味） ”由四位气味评委评判（敏感性测试）。 

  

接下来，为了研究杀菌性能，我们将针对比病毒更难分解的“乳酸菌”（植物乳杆菌 AN3-2 菌株）

的还原性能与另外两种采用不同于光催化剂的技术的模型进行了比较。 . 底部。 

  

从以上测试结果可以看出，日本株式会社 APS 的光触媒杀菌除臭器“arc”是一款具有适合“No.1 

rating”的除臭杀菌性能的光触媒空气净化器，因此该产品获得了认证。 . 

  

【考试大纲】 

试验一光催化空气净化器除臭性能评价 

○ 测试对象：7 款应用光触媒的移动空气净化器 

○ 评价项目：光催化空气净化器运行后密闭空间内的乙醛浓度 

○ 评价方法：将封闭空间内的乙醛浓度与光催化空气净化器的运行时间作图，评价浓度下降率和达

到浓度。 

○ 測試條件： 

・ 1 m3 空間的透明外殼（封閉空間） 

・ 測試乙醛 

・ 初始濃度值 5ppm 

・ 测量机光声多气体监测仪（由 Luma Sense Technologies 制造） 

・ 测量环境温度 25℃，湿度 51% 

  

○ 测试结果： 

虽然测试的每个模型都显示出降低乙醛浓度的效果，但日本 APS 公司的光催化杀菌除臭剂“arc”

（arc3-W）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乙醛浓度降低到 1/10。它被减少到以下（0.5ppm 或更少）。 

  



 
  

图 1 光催化空气净化器除臭性能测试结果 

  

  

试验 2 各种臭味物质的除臭强度评价 

○ 检验机构：习志野实验设施、特定非营利法人生物医学科学研究会 

○ 测试对象： APS Japan Co., Ltd.“arc (arc3-W)” 

○ 评价项目： APS Japan Co., Ltd.“arc (arc3-W)”运行 1 小时后的气味强度 

 臭味物质①正戊酸（汗、闷体臭、袜子样臭） 

 臭味物质② 氨气（尿味和马桶味） 

 异味物质③三甲胺（鱼腥味） 

○ 测试方法：将各异味成分标准溶液（Off-Flavour Study Group 计划）各 500 μL 加入 1 m3 

塑料室中，加入 APS Japan Co., Ltd. 的光催化杀菌除臭剂“arc (arc3-W )"。在运行 1 小时之前

和之后进行采样。四位气味评判员判断气味强度（敏感性测试）。 

○ 评价标准： 6 级气味强度 

 0：无味 

 1：最终可以检测到的气味（检测阈值） 

 2：告诉你气味是什么的微弱气味（认知阈值） 

 3：容易察觉的气味 

 4：气味强烈 

 5：气味强烈 

 

○ 测试结果： 

除臭味判断员 B 对氨气的判断外，各种臭味成分的臭味强度均为“0”（无臭），APS Japan Co. 

Ltd. 的“arc（arc3-W）”在规定的封闭空间内事实证明，它的除臭性能非常出色。 

  



 

图 2 “arc(arc3-W)”操作后气味强度判断结果 

  

  

测试 3 使用全尺寸空间评估灭菌性能 

○ 检验机构：习志野实验设施、特定非营利法人生物医学科学研究会 

○ 测试对象： APS Japan Co., Ltd.“arc (arc3-W)”和两种使用不同于光触媒的技术的空气净化

器 

○ 评价项目：对乳酸菌的还原性能（植物乳杆菌 AN3-2 株） 

○ 测试方法： 

(1)将 37℃培养 24 小时的乳酸菌溶液稀释 50 倍，制备供试菌液。 

（2）35m³全空间试验室室外空气置换 30 分钟。之后，停止进气和排气。 

(3) 将 15 ml 的试验菌液在配备有 Hario Science Co., Ltd. 制造的喷雾器，粒径在 10 μm 或

以下的全尺寸空间试验室中，在 5 分钟内喷洒。 

(4) 用精密空气采样器对初始浓度 6000 ml 采样 3 分钟，用气泵前的微孔过滤器收集细胞，然后

在 GAM 琼脂培养基中培养。 

（5）测量自然衰减，按照待测空气净化器电器行业协会标准进行性能评价试验（N=5）。 

 

○ 测试结果： 

每个模型都显示了减少乳酸菌的效果，但发现 APS Japan Co., Ltd. 的“arc（arc3-W）”具有快

速的还原速度和对乳酸菌的优异还原性能。 

  

 

图 3 乳酸菌还原性能测试结果（表） 

  



 

图 4. 乳酸菌还原性能测试结果（图表） 

  

* 显示测试详情的报告可从日本评级研究机构的网站下载。 

https://kakuzukejapan.or.jp/ 

  

  

【关于光触媒杀菌除臭剂“电弧”】 

获得 Data Premium 评级和 No.1 认证的 APS Japan Co., Ltd.的光催化杀菌除臭器“arc”是一款移

动式空气净化器。最大的特点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被称为“铝”的无粘合剂氧化钛载体方法，从而

实现了优异的杀菌和除臭性能。.. 

今年 4 月，公司在铝方面的努力获得了第 8 届日本抗灾奖“STOP 传染病奖”的最高奖项——大奖

赛。 

  

 

arc-3 产品外观 

  

https://kakuzukejapan.or.jp/


 
arc-X 产品外观 

  

（APS Japan Co., Ltd. 主页 https://www.apsjapan.co.jp/arc/） 

  

  

[关于日本评级研究机构] 

日本评级研究机构以社会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为导向的各种主题，根据专家研究和分析的证据，选择

产品、服务、地方政府、公司和各种组织。它成立于 2019 年 3 月作为一个评估、排名和发布排名

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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