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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XPOWER能總部位於美國洛杉磯，擁有超過25年的空氣調節 

處理的產品開發及製造經驗，在美國和亞洲均建有大型生產基地。通過 

不斷的研發創新，設計出用於空氣調節的專業產品解決方案，產品涵蓋 

芳香傳播系統、抽濕機、空氣淨化機、軸流風扇、吹風機等等，從家用 

小型機種到商業專業型號一應俱全，擁有全球多國發明專利，產品具有 

高效節能、超低噪音、輕便小巧、堅固耐用、性價比高等特點，深受用 

戶喜愛。 

XPOWER堅持用行業最高標準來設計、生產，通過多國全球安 

全認證，確保產品使用安全及性能高效。憑著優質產品以及優秀服務，  

美國XPOWER得到全球多個國家市場的歡迎和認可，和美歐各大連鎖

超市建立良好合作關係。XPOWER歡迎具有創新意識、積極進取的合

作夥伴加入到我們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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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處理和環境清潔解決方案領導者 

您是否為您工作環境的空氣品質感到困擾？您是否為突發的環境問題感到束手無策？您是否為清潔工作效率而煩惱？ 

您是否日夜苦思冥想，如何提升顧客的體驗？ 

 
舒適的環境從來不是奢侈，而是給自己和顧客投資的幸福。XPOWER意識到各行業領域改善空氣品質和解決環境問題 

的需要，致力於提供各行業空氣處理和環境清潔的解決方案，提升工作品質和顧客體驗。 

芳香傳播 
就如亮麗的裝扮是必要的禮儀，芬芳的環境是對員工和 

顧客的尊重，讓不辭勞苦的他們可以卸下平日的疲倦。  

XPOWER率先將迴圈級風量和香氣釋放結合，推出獨特 

的香風機系列，能迅速讓室內佈滿動人芳香，趕走不舒 

適的氣味。可挑選不同的氣味，營造甜美，浪漫，自然 

等各種宜人環境，有效地提高了工作品質和顧客體驗。 

INMETRO OCP 0004 

Segurança 

通風迴圈 
當突發問題出現，需要強勁的空氣通風和迴圈時，鋪設 

好的中央空氣調節系統和新風系統總是顯得有心無力。 

固定在牆體和天花的通風口，留下了空氣迴圈的盲點。  

XPOWER空氣通風迴圈系列能讓氣流到達物體的每一個 

表面和各種死角，提升通風和迴圈的品質，加快吹幹、 

除濕、空氣淨化等各種空氣處理過程的效率。 

XPOWER嚴格按照ISO9001品質體系要求和安全認證標準規範生產，旗下產 品已

通過多國安全認證 

CCC認證 

中國強制性安全認證，中國政府為保護消 

費者人身安全和國家安全、加強產品品質 

管理、依照法律法規實施的一種產品合格 

評定制度。 

現在，XPOWER空氣調節方案包含以下核心要素 

ETL/CETL認證 XPOWER產品符合北

美(美國和加 拿大)的產品安全標準，並

滿足銷售和分 銷的要求。 

GS認證 

以德國產品安全法(GPGS)為依據，按照歐 

盟統一標準進行檢測，是歐洲市場公認的 

德國安全認證標誌。GS標誌是被歐洲廣大 

顧客接受的安全標誌,通常GS認證產品更 

安全可靠。 

CE認證 

歐盟市場強制性的安全認證，想在歐盟市 

場上自由流通，必須通過歐盟《技術協調 

與標準化新方法》指令基本要求檢查，加 

貼“CE”標誌。CE也被視為合格產品進入 

歐洲市場的護照。 

PSE認證 

日本強制性安全認證，用以證明產品已通 

過日本電氣安全法或國際IEC標準的安全標 

准測試。 

SAA認證 

澳洲安全認證標誌，為新認證RCM的一 

部份。進入澳大利亞市場的電器產品須 

符合當地安全法規，即業界經常面對的 

SAA認證。由於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兩國 

的互認協議，所有取得澳大利亞認證的 

產品均可順利地進入紐西蘭市場銷售。 

KC認證 

韓國強制性認證,屬於強制性產品中的所有 

電子電器類產品必須獲得KC Mark認證後 

才可以在韓國市場上銷售。 

INMETRO認證 

巴西強制性安全認證，凡符合巴西標準的 

產品必須加上強制性的INMETRO標誌，  

才能進入巴西市場。 

空氣淨化 
異物，有害微粒，氣味，微生物，在不知不覺地影響著 

我們的健康。只有舒適j潔淨的環境，才能達到極致的工 

作效率和一流的服務體驗。XPOWER工業級空氣淨化機 

系列，平衡了風量和過濾效率，能有效過濾工作環境中 

的各種有害物質，改善空氣品質。 

濕度控制 
空氣中的水分隱藏不見，卻是影響體感溫度的因素，也 

是微生物生長的溫床。因漏水等意外滲入建築和傢俱的 

水分則是各種疾病和害蟲的來源。XPOWER首次將美國 

頂級災難修復除濕機系列引入空氣處理當中，能在快速 

處理日常濕度問題的同時，還能營造“極度乾燥”的環 

境，讓滲入建中和傢俱內部的水分重新釋出，去除有害 

因素。其高效除濕的設計，還能夠在環境中持續抽取水 

分，不受高溫低濕的環境影響，有效地控制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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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50T是XPOWER香風機系列中體積最小的產品。它風量大、小巧輕便、超低分貝，這些優勢使它成為小型室內快 

速加香的首要選擇，尤其是一些追求寧靜、格調、品位的場合。 

 
適用於：家庭聚會、小型會議室、VIP接待室、臨街餐飲店、寵物店等。 

型號 電壓 風量 功率 淨重 計時器 出風角度 體驗裝香珠 

P-250T 220 V~ 1200 m3/h 180 W 4.2 kg 180分鐘 0°，20°，45°，90° 2盎司 

香風機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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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芳香行銷 
美國香味行銷協會調查發現：97%的人會喜歡呆在舒適香味的場所；84%的人更願意在有香味的場 

所購買商品。 

人們聞到舒服的香味會覺得神清氣爽，心情愉悅。有些商家會利用香味來提高客流量和駐留時間。 

由於給顧客營造了一個更舒適的嗅覺環境，顧客更願意接受商家提供的商品和服務。 

芳香行銷還能夠顯著提高場所的檔次和品味。人類對於嗅覺的印象要強於視覺，一個場所有著獨特 

舒適的氣味，會更容易被顧客記住。例如香格里拉酒店依靠獨特的芳香讓顧客印象深刻；奧迪的產 

品不需要商標也能辨認出來，得益于它極高的品牌嗅覺辨識度。 

 
為什麼要選擇XPOWER香風機 

快速擴香 
傳統香薰機擴散速度慢、香味覆蓋範圍小。XPOWER專利設計的香風機系列自帶強力吹風功能，能 

夠各類大小空間實現快速擴散。 

便於操作 
傳統香薰機需要安裝在中央空調或排氣管道出風口處，安裝與維護不便，噴頭容易堵塞，需要專業 

人員處理，另外，使用門檻高，不是所有場地都有裝中央空調。XPOWER香風機系列提供小型輕巧 

設計或移動把手設計，能夠輕鬆轉移，實現多處快速加香，多檔調速和定時設計，替換香味操作便 

利，適合各類型場所，創新結構和外觀均獲多國發明專利。 

功能豐富 
除了滿足芳香傳遞的功能外，還能憑藉強大風量，加強室內空氣流動，快速吹幹地面牆壁，保持室 

內環境乾爽舒服，不悶熱，消除不良體感。室內清潔衛生工作結束後，使用效果更佳。 

什麼是芳香行銷 
芳香行銷是利用香味對顧客情緒、記憶甚至行為的潛在影響所開展的一系列刺激消費者購買行為的 

體驗活動。 

P-250T香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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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50T是高效低能耗的完美體現。350W能產生2800m3/h的風量，香味擴散速度是傳統香薰機的5倍，連續工作8小 

時也僅僅是2.5度電，節能省電，香味持久，使用成本低。 

適用於：休閒會所、服裝店、珠寶店、美容院、酒店旅館房間、遊輪等。 

P-650T憑藉強大風力氣流以及高速擴香效果，成為改善氣味環境的必備設備。不管是煙酒味彌漫的娛樂場所，還是臭 

味濃厚的衛生工作間，它都能輕鬆驅散原有臭味，再注入持久清新的香味，迅速改變室內體驗環境，提升檔次。 

可選配帶拉杆輪子配件 

適用於：網咖酒吧、影劇院、衛生間、沐足店、KTV包間、汽車4S店等。 

P-450T香風機 

香風機系列 香風機系列 

P-650T香風機 

型號 電壓 風量 功率 淨重 計時器 出風角度 體驗裝香珠 

P-450T 220 V~ 2800 m3/h 350 W 6.9 kg 180分鐘 0°，20°，45°，90° 2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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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 電壓 風量 功率 淨重 計時器 出風角度 體驗裝香珠 

P-650T 220 V~ 4000 m3/h 520 W 8.3 kg 180分鐘 0°，20°，45°，90° 5盎司 



P-850T是XPOWER香風系列風力最強、擴香最快的產品，讓香味快速地覆蓋大型空間。它可以4層堆疊存放，節省儲 

存空間和運輸空間。 

適用於：機場、高鐵客運站、大型商業廣場、星級酒店大堂、樓盤售樓處等。 

香風機系列 

850系列香風機 

果香系列-活力有朝氣 

西柚、柑橘 ...... 

花香系列-清新而淡雅 

白茶、薰衣草 ...... 

環保精油，健康無憂 

精油香珠的品質直接決定了芳香行銷的效果，同時也關係到 

客戶的體驗感受和身心健康。因此XPOWER對於精油香珠 

選取是極為嚴格的，選取的環保優質原料由有著四十多年曆 

史的美國專業公司生產，符合國際香珠管理協會（IFRA） 

等國際權威機構的標準。為的就是讓客戶更安心、安全地享 

受舒適自然的氣味環境。 

為了使客戶更方便、更直接地體驗到XPOWER香風機的顯 

著效果，每台產品均配備一瓶體驗裝香珠， 

型號 電壓 風量 功率 淨重 計時器 出風角度 體驗裝香珠 

P-850T/  
P-850TH 

220 V~ 5500 m3/h 700 W 11 kg / 
12.4 kg 

180分鐘 0°，20°，45°，90°/ 
0°，20°，90° 

5盎司 

酒店系列-高貴而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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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抽濕機 
· 傳統抽濕機在環境濕度35%-40%的條件下就會停止工作，抽濕時效慢。 

· 進風口出風口容易被堵塞，影響抽濕效果。 

· 大部分沒有自動排水功能，需要自行拆開水盤倒水。 

· 功率高，外觀粗糙，五金外殼容易生銹，沒有把手或不好用。 

· 抽濕量少，應用狹窄。 

XPOWER XD-85LH 
· 專利設計，符合美國乾燥作業頂級標準，在相對濕度25%的條件中仍能工作， 

專為工商業設計而設，抽濕效率更高，範圍更廣。 

· 配備雙進風濾網，可輕鬆拆卸清洗。 

· 靜音水泵,微電腦智慧控制，可一鍵排水，操作簡單方便，配12米排水管。 

· 只有835W，滾塑外殼，堅固耐撞、耐用，外觀美觀，人體力學雙把手設計，高強度腳輪。 

· 額定抽濕量60升/天，同樣適用於地下室、車庫、酒窖等眾多場所。 

抽濕機 

商用抽濕機 
·額定抽濕量60升/天(溫度30℃ ，相對濕度80%) 

·專業 · 高效 · 高性價比 

移動式室內空氣乾燥淨化系統 

XD-85LH快速抽濕，完成乾燥清潔工作 XD-85LH抽濕範圍大，時尚美觀，適合 
廣大高端寫字樓 

XD-85LH能安靜地進行乾燥作業，噪音 
同比降低20% 

XD-85LH特製強力電機及專業隔毛防塵， 
面對惡劣環境依然能高效抽濕 

微電腦面板控制， 操作方便 

高強度內嵌腳輪， 方便移動 

水管繞掛設計 

人體力學前後把手設計，便於搬移 

雙進風濾網，防塵隔毛 

外接式冷凝水排放設計，適用於 

長時間的乾燥作業 

潔淨潮濕的空氣 
潔淨乾爽的空氣 

有害潮濕的空氣 

抽濕機 
空氣淨化機 

導風軟管 

APDS空氣乾燥淨化系統 

XPOWER針對各種不同場所，專門研發出可移動的智慧簡易空氣乾燥淨化系統，控制室內濕度，保障室內乾爽 清潔

，免得潮濕危害。 

XD-85LH 各大酒店、旅館房  

間的地毯、木板容  

易受潮黴變，黴味  

和潮濕空氣會令住  

客不悅，影響體驗 

寫字樓的辦公室面  

積廣，傳統抽濕機  

風力低，抽濕範圍  

小，效果不佳 

博物館、圖書館需  

要較安靜的濕度控  

制，避免收藏品黴  

變、裂紋或者受腐  

蝕 

對於毛髮、粉塵多  

的惡劣環境，傳統  

抽濕機容易被堵塞  

進風口，大大降低  

抽濕量 

3台堆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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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 電壓 風量 功率 淨重 抽濕量 

XD-85LH 220 V~ 300 m3/h 835 W 30.5 kg 日抽濕量達60升/天 



專業優勢 
· 工商業及建築業實用機型，除濕及乾燥修復最佳拍檔 

· HEPA高效濾網，快速去除PM2.5等環境有害物質 

· 特製外轉子馬達，大排量負壓空氣流轉，風量達1000m3/h，快速實現空氣過濾 

· 輕巧，五檔調速，使用方便 

· 濾網更換指示燈提醒更換濾網 

HEPA空氣淨化機 

X-2480/X-3480/X-3780 空氣淨化機 

簡便開合設計，方便用戶快速 

更換濾網 

·大風量 · 強淨化 · 性價比高 

·韓國LG環保ABS全塑外殼，堅固耐用 

淨化空氣，是一項專業技術作業 

XPOWER 空氣淨化系列讓一切變得簡單，有效 

尼龍濾網 活性炭濾網 HEPA濾網 

受污染區 清潔區 受污染區 清潔區 

受污染空氣 

受污染區 

過濾空氣 

清潔區 

空氣進化作業在密封空間 

以換氣過濾方式運作 

通過風管抽風，與室外形成 

負壓式空氣淨化作業 

對於半密封環境採用淨化 

抽離式作業，淨化及換氣同步進行 

空氣淨化機能夠加配風管，擴大服務應用範圍 

強力馬達，保持空氣體積轉換量 型號 電壓 風量 功率 淨重 開關 過濾系統 

X-2480 220 V~ 850 m3/h 220 W 10.5 kg 五檔調速 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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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效濾網 

尼龍濾網 

初效濾網 

- 可有效隔除毛髮、紙屑等較大懸浮物，同時保護HEPA濾網，可水洗 

- 再次過濾細小毛髮、粉塵等懸浮物 

活性炭濾網 - 強力吸附過濾異味，去除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甲醛、硫化氫、氯苯和污染物，以及除臭除異味 

，有效淨化空氣氣味 

HEPA濾網 - 高密度HEPA濾網，直徑0.3微米以上的微粒去除效率可達99.7%，有效過濾煙霧、灰塵以及 

細菌等污染物，PM2.5有效過濾媒介 

型號 電壓 風量 功率 淨重 開關 過濾系統 

X-3480 220 V~ 1000 m3/h 220 W 13.1 kg 五檔調速 四重 

型號 電壓 風量 功率 淨重 開關 過濾系統 

X-3780 220 V~ 1000 m3/h 220 W 14.4 kg 五檔調速 四重 



強力迷你吹風機 

230系列吹風機 

專業優勢 
· 專利設計，先進注塑工藝，尺寸小巧，牢固輕便， 一手 

指即可提起 

· 風力強勁，三檔調速，180分鐘定時，隨心調節風力及時間 

· 低噪音，超長電機壽命 

· 節能電機，8小時僅1度電，節省電費 

低噪音，風力強勁，節能省電，適用範圍廣，為家庭，小型連鎖酒店、店鋪的必備工具。 

四層堆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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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角度吹風 用途廣泛 

強力吹風機 

400/600/800系列吹風機 

憑著先進科學的風道設計和出色電機性能，XPOWER吹風機在接近潮濕地毯、木板的表面生產寬廣近表面的風量，使 

室內空氣流通，乾燥作業速度因此顯著提升。 

適用於：中大型超市、酒店大堂、機場、高鐵客運站、售樓處等。 

防塵濾網 移動拉杆及滑輪套裝 

地毯夾 三口出風管 

專業優勢 
· 性能卓越，噪音同比低20% 

· 外形美觀，體積小20% 

· 風力強勁，三檔調速，180分鐘定 

時，隨心調節風力及時間 

· 配備過熱保護，使用更安心 

· 全系列，多款式，滿足不同的使 

用需求 

型號 電壓 風量 功率 淨重 計時器 出風角度 

P-230T 220 V~ 1200 m3/h 180 W 3.9 kg 180分鐘 0°，20°，4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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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流風機 

X-34TR/X-47ATR 軸流風機 

XPOWER軸流風扇有別于傳統風扇，它配置了3小時計時器以及可以讓出風口360°旋轉的支架，應用廣泛。 

空氣流通 
XPOWER軸流風扇可以將強大氣流直線輸送到約20米以外的地方，可360°旋轉吹風，提高空氣淨化機、除濕器工作 

效率，它也可以促進冷空氣擴散，提供空調系統的使用效率。 

表面乾燥 
XPOWER軸流風扇在封閉空間中吹幹地面是最佳選擇。通過引導氣流向各個方向運動，空氣的運動覆蓋了整個地板、 

牆壁和天花板。這種功能讓XPOWER軸流風扇能夠吹幹室內各個潮濕區域，防止黴菌和細菌的生長。 

適用性強，只需要一台XPOWER軸流風機，即可完成傳統需要多台排氣扇才能實現的效果。 

下壓式集中吹風，大面積 

快速吹幹 

串聯室內排氣裝置，強化 

換氣效率 

封閉空間，創造氣旋，加強 

空氣迴圈流動 

專業優勢 
· 強力馬達，風力大，直線吹風距離達20米 

· 360°吹風，靈活性強，適應範圍廣 

· 定時及無級調速設計 

· 低能耗，節能省電 

· 堆疊存放，節省空間，便於運輸和存放 

管道風機 

專業優勢 
· 特製馬達，風力大，強力抽風排氣，快速換氣通風 

· 無級調速，精准調節風量 

· 韓國LG環保ABS外殼，堅固耐用 

· 無級調速及繞線處理，讓作業更輕鬆從容 

多款風管套裝選配，由風機和通風軟管的輕鬆組合，非常適用於 

長距離、窄空間、空氣品質差等典型送風與排氣的工作，例如電 

梯井、空調管道、地下管道、高溫鍋爐、船舶、煤礦作業等。 

X-8/X-12 管道風機 

防塵軟管套裝，方便攜帶，耐用 

 

 

 

 

 
送風 

 

 

 

 

 
排風 

型號 電壓 風量 功率 淨重 送風角度 

X-47ATR 220 V~ 4800 m3/h 200 W 10 kg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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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 電壓 風量 功率 淨重 送風角度 

X-34TR 220 V~ 2600 m3/h 115 W 6.5 kg 360° 

型號 電壓 風量 功率 淨重 

X-12 220 V~ 3000 m3/h 370 W 9.7 kg 

型號 電壓 風量 功率 淨重 

X-8 220 V~ 1400 m3/h 200 W 5.8 kg 

·風量大 · 體積小 · 性價比高 

·韓國LG環保ABS外殼，堅固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