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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候气味控制产品 

 

 计量式高浓度室内去味芳香剂

罐装离子中和（绝非覆盖）式除臭剂。该药剂符合美国各州

（包括加州）的相关法规要求。统一的喷嘴阀门可以用于几

乎所有的计量喷雾器内腔的控制器。每罐可充满 6000 立方

英尺（509 立方米）。每箱 12 罐。 

香型：  柠檬           蜜瓜            樱桃           无味             花果           森林           阳光            桃子             苹果             香草 
代号：  #451           #452            #455           #460             #462           #463          #464            #465             #467             #468

香型：  桂皮           花束           新洗衣裳   水果            除烟味        李子花        香梅             海风            香茶 
代号：  #469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8             #484            

光控计量喷雾器 
可编程光控自动喷雾器：室内无光时关

闭。可以方便地设置成在有光时每隔

1，15，或 30 分钟进行喷雾。设有指示

灯，提醒换罐。产品代号：#757 

计量喷雾器 
这款经济实惠可编程自动喷雾

器：可以方便地设置成每隔 15

分钟进行喷雾。设有指示灯，提

醒换罐。产品代号：#797 

全编程计量喷雾器 
最先进的，可编程全自动喷雾器：内设时钟，程序

控制所有喷雾开始、结束时间。液晶显示，可以编

程设置成 5 天或 7 天的不同作业方式。每小时内喷

雾间隔在 1 ‐ 60分钟可调。药剂使用效率最高、去味

效果最佳。产品代号：#797 

 



全天候气味控制产品 

 

 

紧凑型计量喷雾器
使用迷你型小罐可以方便地设

置成每隔 15 分钟进行喷雾。设

有指示灯，提醒换罐。产品代

：#727 

入门型套装产品
入门型套装产品包括一个＃

767 型布药器，两个蓄电池

及三个同香型的定量气雾剂

罐。详细信息也可参阅对入

门型套装产品的介绍。产品

代号：#727 

 
迷你喷 
该产品设计用于大小不超过4500立方英尺的密闭空间。该型超级浓缩气雾

剂产品为3.1盎司罐装。该型产品包括3000种计量型喷雾罐。全天24小时

喷雾，供药间隔设为15分钟时，可使用一个月。其服务空间可达4500立方

英尺。每箱12罐。 

香型 新洗织物 香莓 

号

 

 
清风 山地空气 

产品代号 #490 #491 #492 #493  

 

                                  产品特性一览表 

 727* 757 767 797 747 717 

包装颜色 白色 白色 
黄褐色/米

黄色 
灰色/深灰

色 
白色 蓝色 

24/7 全天候工作 √ √ √ √ √ √ 
光控功能  √     

可完全编程控制   √  √ √ 
带有预设程序功能  √ √  √ √ 
耐化学腐蚀外壳 √ √ √ √ √ √ 

加药指示灯 √ √ √ √ √ √ 
标准模块设计 √ √ √ √ √ √ 

易安装 √ √ √ √ √ √ 
限制使用（保护）功能  √ √  √ √ 

*重装的迷你喷（Mini-Burst）的情况   



全天候气味控制产品 

 

 

 

 

被动挥发式除味布药器 POD 
专为小型封闭区域去味设计。可连续 30‐45 天气作用。适

用于汽车驾驶室、船舱、柜子等内部去味。采用天然生物

化合物制作，不需电池。产品代号：#180 –  每箱 6 包 

香型 柠檬味填充剂 酸橙味填充剂 

产品代号 #181 

 

 

 

 

#182 被动挥发式 POD 入门型包装 
该款产品包括4个布药器及8包填充剂（2种香

型，每种各4个）产品代号 ＃185 

有机凝胶剂 
光控鼓风式布药器 

该型产品实现了光控，在室内光线变暗后

可自行关闭，从而提高了电池及气味控制

剂的使用效率。为了更好的控制异味，经

过专门设计的777型产品有2个可以互换

的搁架，运行中可同时使用凝胶及工业除

臭剂。777型产品设有2个LED灯，其中一

个用于指示装置的运行状态，另一个用于

提醒用户更换除臭剂。 

两节咸性电池可工作180天。产品代号 

＃777 

不同于传统的溶液型除臭剂。众

所周知，天然植物（包括一般植

物、水果、香草及花朵）可以用

来选择性中和恶臭气味，凝胶就

是由天然植被制成的。该类产品

在使用动力布药器时有效使用时

间可达30天。 

使用鼓风式布药器时，该产品服

务空间可达4500立方英尺。每盒

12件，每箱6盒。 

 

迷你附着型产品 

该款产品属于整装式产品，是一种使用固体除臭片剂的气体驱动布药器。背面具

有粘着性，可以吸附在任何地方。非常适合用于桌下、柜内、车内、衣柜、厕所

等地。该产品暴露面积大小是可以控制与调节的。 

每箱12个装，每一大箱有6小箱。 

香型 柠檬 山地空气 

产品代号 #604 #608 



   清除式去味产品 

 
清除式除味产品 
工业用清除式产品可以消除各种来源的异味。该类产品是

为专业洗衣店及干洗店特别生产的。不需多高的成本，清

除式产品即可清除洗成品及设备上的顽固性异味。 

 

 

 

 

 

 

                    

清除式洗衣添加剂 

不管其是什么来源，无论其是有机异味还是无机异味，新沾染的还是

长期以来的异味，该清除式洗衣添加剂都可将其彻底清除。该产品还

可恢复纺织品的初始柔软度，消除褶皱。产品用量少，只需要在洗衣

操作的最后一步以每100磅纺织品（或62.5加仑水）2盎司的量进行添

加即可。 

以加仑计量，每桶4加仑，也有散装产品可供选择。 #228 

清除式干洗液 

该产品可彻底清除衣物、帘布及装置上的异味。每100加仑洗剂加

入2盎司本产品，即可保证衣物（即使是存放在不透气储袋中的纯

棉外衣也可实现同样的效果）清洗后不残留任何异味。 

以加仑计量，每桶4加仑，也有散装产品可供选择。 #828 

清除式气雾剂 

气雾剂型除臭产品可直接喷洒在外衣上，是为喷镀工人及压缩板材生产人员

设计的。也可用于气体或空间内的除臭。 

每罐气雾剂重11盎司，每箱有12罐。 #816 



 喷雾式产品 

 
气雾型室内除臭剂

该产品是为了满足工业或商业需求而研发的，可在任何有异味的地方使用。

其产生的分散均匀的干态雾剂符合美国各州（包括加州）相关法规的要求。

每箱12罐。 

                                 

香型 阳光 混合花香 桂皮 新洗织物 芒果 苹果 清风 

产品代号 #351 #425 #429 #430 #431 #433 #434 

 

凝胶D附着性气雾除臭剂 

该产品产生的雾剂有吸附性，因此适用于垂直、水平、及不规则的

硬质无孔表面。产品挥发速度缓慢，可以提供持久除臭效果。在最

终挥发后不会留下任何可见残余物。该产品是长效除臭中常用也必

用的产品。垃圾箱、桌子下部，坐便器、小便池、流动厕所、橱

柜、狗舍等处均可使用本产品。每箱12罐。 

 

柑桔属植物提取物生产的通用型清洁剂

该产品以天然桔或柚溶剂（右旋柠檬烯）为原料生产，可以用于绝

大多数表面的清洁及除臭。使用时只需要喷洒该发泡型产品至待清

洁表面再擦除即可。产品中不含氯化溶剂，石油馏出物及乙二醇

醚。产品无毒性，可生物降解的比例高达99%，可以用于清洁可冲

洗的油漆表面。该产品在去除墙体及门上的脏手印、地板擦痕、笔

迹、油污、烟尘沉积方面也有非常好的功效。产品代号 #099。罐

容积为20盎司，实装19盎司 

 



喷雾式产品 

 

 
地毯清新剂 

这种便捷的发泡式气雾剂可快速去

除地毯、垫子上弥散的异味。其使

用方便，一次使用即可清除宠物异

味、烟味、霉味、食物异味等各种

顽固性异味。经过处理的地方会散

发出清新洁净的气息。产品代号 

＃241。每箱12罐。 

 

加强型地毯除污剂 

该产品为水基通用型快速除污产品，作用力超

强。产品中复配有表面活性剂、润湿剂等强化

处理效果，该产品可快速去除包括灰尘、咖

啡、油脂及宠物尿液在内的多种污染。这种强

力喷剂不起泡，渗透迅速，因此可以快速除

污。它是地毯吸尘前预除污的理想用品。产品

代号 #098。罐容积为20盎司，实装19盎司 

酚D杀菌清洁剂 

该产品是美国环保署备案产品，用于医院杀菌及预清洁后硬质无

孔表面的除臭，适用对象包括坐便器、小便池、浴缸、沐浴室、

座位、长椅、隔离区、柜台、固定装置、按钮、把手、扶手、电

话机、家具、设备及其它有害微生物可以寄居生长的表面。该产

品对葡萄球菌细胞杀灭效果可靠。产品代号 ＃337 

6盎司罐装，每箱12罐。 

气味控制型喷雾器 

 

香型 原味 桂皮香型 新车气味 山地空气 阳光 

该一次释放型产品适用于控制传

统清洁方法无法去除的强烈气

味。一个5盎司的罐剂即可去除

任何小房间里（不超过6000立方

英尺）的异味。 

每箱12罐。 

一次燃放型气雾剂可去

除汽车及其它不可使用

气雾发生器的密闭空间

的强烈异味。每10000立
方英尺的居室空间使用

一罐该产品即可。 

产品代号 ＃202。 

每箱12罐。 

一次燃放型喷雾器

#341 #342 #343 #344 #345

 

产品代号 



 液态除臭剂 

 

 

 

              

水溶性除臭剂 

水溶性除臭剂产品中包含真正的异味对抗剂（而不是掩盖剂），这是

市场上同类产品中用途最广、最经济的除臭剂。只需要用水稀释少量

本品（参阅包装中的产品使用说明）即可解决大多数异味问题。该产

品还在触发式喷雾器、除尘器及托布用水中使用。该产品不含阳离子

表面活性剂，所以用于新一代抗污染地毯也是安全有效的。以夸脱计

量的产品，每箱12瓶半加仑瓶装产品，每箱6瓶。以加仑计量的产

品，每箱4瓶。另外还有5加仑包装及55加仑的包装可供选择。 

香型 山地空气 桂皮香型 金银花 樱桃 天然 柠檬 鲜薄荷 香草 苹果 阳光 清风 

加仑装 #358 #611 #612 #613 #617 #618 #641 #655 #656 #672 #673 

夸脱装 #358 #347  #353  #618 #641  #350 #672 #673 

半加仑装      #618      

 
除臭剂浓缩液 

该产品是一种价格划算的多用途气味中和产品，可与清洗剂、消毒

剂、洗发香波等一起使用。可中和所接触的各种气味。 

一加仑瓶，每箱4瓶。另外还有5加仑包装及55加仑的包装可供选择 

香型 桔香 花香 樱桃 

产品代号 #208 #209 #213 

一加仑瓶，每箱4瓶。 

除臭消毒剂

该产品是一种含除臭剂、同时有消毒及清洁功能的产品，并已经在美

国环保署备案。产品中的杀菌剂、杀真菌剂及季铵盐清洗剂也可以杀

灭多种已知病毒（包括艾滋病毒及葡萄球菌）。 

产品代号  # 360，有定量（加仑）型及散装型产品可供选择。 



 液态除臭剂 

多用型液体除臭剂

该产品可取代气雾剂型产品用于空气或空间内的除臭。也可在织物、

衣服及室内装潢的表面使用。 

产品代号 #256－柠檬 产品有4盎司装、以夸脱为计量单位的包装及散

装等形式。每一小包装箱内装12瓶4盎司装产品，每一大箱内有6个小

包装箱。以夸脱为计量单位的产品，每箱12瓶装。 

织品除臭剂 

该产品为一种喷射型产品，但不会雾化，可用于空气除臭，也可直接

施用于大多数纺织品表面去除异味。 

夸脱计量，每箱12瓶装。产品代号 # 222，柠檬 #256 

 

工业用除臭剂

从除臭成本方面考虑，选用我们的瓶装原始产品是最为划算

的。1.5盎司瓶装产品为1500立方英尺空间除臭时，即使持续鼓

风，有效使用时间也可达45至60天。4盎司瓶装产品则可以使用

90天。两种包装规格的产品都有被动式及主动式两种使用方式

可供选择。1.5盎司装产品，每一小包装箱内装12瓶，每一大箱

内有6个小包装箱。4盎司装产品，每一小包装箱内装12瓶，每

一大箱内有3个小包装箱。以加仑计量的产品，每箱4瓶。同时

还有散装产品可供选择。#256 

 

 
香型 樱桃 天然 柠檬 鲜薄荷 

1.5盎司装 #303 #307 #331 #400 

4盎司装  #310 #320  



 洗手间去味、除臭剂 
 

含对二氯苯产品
采用 100%纯对二氯苯产品加上去味剂。所有去味

砖单独包装。产品经济耐用。该产品在空气中自

然挥发，去味除臭效果不受水分含量的影响。 

非对二氯苯产品 
所有非对二氯苯产品均为蓝色砖块，都含有清洁剂和

酶用以在每次冲水时清洗并去味。这种产品可以 100%

生物降解而且完全溶解于水。含有生物再生成分。 

 
投放型块剂

  小便池投放型产品 

该产品可投放于小便池、垃圾箱及其它需

要除臭的地方。3盎司块剂，产品代号

#903-樱桃；4盎司块剂，产品代号#900
－樱桃。每盒12粒，每箱12盒。 

加保护罩块剂投放型产品 

该产品在提供除臭功能的同时，可保护自

身不受脏物污染。水冲不影响其使用寿

命。保护罩型3盎司块剂产品代号#930－
樱桃。保护罩型4盎司块剂产品代号#950
－樱桃。每盒12粒。每箱12盒。 

坐便器边框悬挂块剂 

这种水溶性投放型块剂是设计用于对二氯苯

块剂不适用的场所的。有效冲洗次数：1200
次 

该产品可消除不良异味，适用于所有坐便

器，也可用于垃圾箱的边缘。产品代号

#960－樱桃。每盒12粒，每箱12盒。 

壁挂盒装块剂 

这种产品是高效的空间除臭产品。将其挂

在门上可获得最佳使用效果。16盎司块剂

产品代号#970-樱桃；24盎司块剂产品代

号#980－樱桃。每箱6盒。 

 

香型 常绿植物（含酶） 常绿植物 苹果 桂皮香型 清风 

产品代号  #670 #680 #683 #684 685

加保护罩便池投放型块剂产品

外加保护罩的非对二氯苯便池投放型块剂

产品在提供除臭功能的同时，可保护自身

不受脏物污染。每箱12件。 

带有加高保护罩的块剂

带有加高保护罩的Non-Para 块剂的设计

是为了使用时为Non-Para 块剂提供一定

高度。减少与水的接触。大块设计可以使

每次冲洗时释放的清洗剂及除臭剂量更

多。每箱6件。常绿植物（含酶） #644   
2500次冲洗有效。 

坐便器挂式框架

是专门用来防止坐便器便池污染的，每件

产品可提供有效冲洗次数约1500次。 

 

香型 常绿植物（含酶） 常绿植物 苹果 桂皮香型 

产品代号 #661 #675 #676 #677

20磅块剂 

用于处理大型异味问题时，成本划

算，效果明显。它是专门为垃圾筒及

下水道设计的。产品代号#990－樱

桃。每箱1件。 



 洗手间去味、除臭剂 

坐便器便池蓝色清洗剂                  小便便池罩 

该产品柔软可弯曲，可适应各种形状的小便

池，材料内含高效长寿命除臭剂。该产品除臭

的同时可防止排水系统堵塞，使用寿命为30至
45天。每盒12粒，每箱6盒。 

坐便器便池维护系统可为坐便器提供

清洁及除臭功能，每次冲洗后水的颜

色为蓝色。该产品无氯、无毒、无腐

蚀性，可生产降解，具有防垢功能。

设计用于各种带储水槽的坐便器，也

可安全用于各种污水系统。 

                产品代号#646，每箱12件。 

除臭垫 

除臭垫多用地板垫。将其放置在小便池或坐便池下，可吸收溅出液，并中和其

异味。可完全避免不断清洁具设备附近地板的需要。还可保护地板不受脏污、

染色或尿酸破坏。产品有两种形状可供选择，可适用于大多数洁具，可为您提

供一个安全、干燥的地面。垫底都特意设置了防滑动底面。产品内装有强力除

臭剂，可有效对抗尿液异味。产品吸收达其最大能力后，扔掉即可。无需清洗

或高压冲洗。小便池除臭垫：是为挂式独立小便池设计的炭色垫子。产品散发

出令人愉悦的清新气息，可消除小便处的异味。产品代号#668 – 每箱6个。通

用型除臭垫：用于标准坐便器的四周，防止意外滴漏造成的异味。产品为炭

色，并装有清新气味的除臭剂。产品代号#667 – 每箱6个。 

         

香型 桂皮香型 苹果 柠檬 绿色植物 天然 天然 樱桃 

产品代号 #642 #648 #651 #653 #647 #650 #652 

白色 蓝色 绿色 白色 蓝色 红色 罩颜色 蓝色 

滴加系统

滴加系统可从源头消除异味，在异味进入空气前即将其中和。该产品经济高

效，释放一种可生物降解的液体除臭剂，可持续对抗、消除各种异味。产品采

用全自动设计，使用方便，可连续为小便池、坐便器便池除臭。1）滴式除臭

布药器 2）滴式除臭剂浓缩液 该全自动布药器可向小便池及坐便·器便池持续

滴加除臭剂，其材质为聚丙烯，结实、柔软易清洗。该产品无活动部件，可一

次镶入，并正常使用多年。配件齐全，安装方便。产品代号 ＃735 

该除臭剂浓缩液专门设计用来与#735 布药器配套使用。可中和尿液、排泄物

的所有异味。防止由于异味积聚而造成的细菌生长。 

香型 山地空气 阳光 

产品代号 #591 #592 



  特殊制剂 

酶制剂 

可消解有机废弃物，并消除有机物质腐烂分解时散发的异味。在对付

由有机盐及尿液引起的异味方面非常有效。产品成分为特别培育的孢

子菌种，可攻击并分解尿酸分子。产品成分可有效对抗有机物质分解

过程引起的异味。产品有夸脱计量包产、加仑计量包装及散装三种形

式。夸脱计量包装的产品，每箱12件，加仑计量包装的产品每箱4件 

香型 柠檬 薄荷 苹果 山地空气 

产品代号 #500 #509 #510 #504 

污水制剂 

是为废水处理装置设计的。有多种系统可用于这种产品的布药。可

实现自动控制、滴加、注入及雾化等多种方式。其使用不会影响废

水处理系统中的微生物种群。产品有夸脱计量包产、加仑计量包装

及散装三种形式。加仑计量的产品，每箱4件。 

香型 天然 柠檬 

产品代号 #597 #600 

移动盥洗室用浓缩液 

该产品是专门为化学盥洗室（包括飞机、火车、轮船等）设

计的浓缩型除臭剂。该类产品也有无色型的，也可用于垃圾

筒、垃圾填埋声及泻湖等。该产品无毒性，可消除各种异

味。该产品符合美国波音航空公司的产品使用标准。产品有

夸脱、加仑计量包装及散装三种形式。夸脱计量包装的产

品，每箱12件，加仑计量包装的产品每箱4件 

香型 樱桃 

产品代号 #679 



  特殊制剂 

 

计量式杀虫剂 

该产品以天然除虫菊酯生

产，可有效控制各种飞

虫。设计以计量布药的方

式使用。该产品符合美国

所有50个州的环境标准。 

产品代号 # 470,每箱12件
装。 

 

生物酶制剂

与传统气味控制产品不同，生物酶制剂是一种独特的气味中和

与清洁产品之混合。它的作用方式不是覆盖异味，而是作用于

异味源头并消除异味源头。 

液体火灾除味剂 

该产品在消除与燃烧（火灾）相关的异味方面最为有效。该产

品采用全功能设计，这种强力液体也可以对抗水淹、腐烂及其

它原因导致的异味。最佳使用方式是采用热力雾化的方式。该

产品1盎司可消除1000立方英尺空间的异味。产品代号 
#1202，有定量（加仑）型及散装型产品可供选择。加仑计量

的产品，每箱4件。 

排水系统除味添加剂 

该产品主要是酶除味成分、营养质及基因工程菌的有机结合。

设计用来在除臭的同时，快速消解油脂、脂肪及油类。该产品

安全、无酸性、无碱性、可有效的处理排水系统。产品有夸脱

计量、加仑计量包装及散装三种形式。夸脱计量包装的产品，

每箱12件，加仑计量包装的产品每箱4件。 

香型 柠檬 

产品代号 #501 

可快速消除异味，产品内有

一种独特的化学混合物，这

种物质穿透性良好，药效持

久，并减缓了微生物对药效

的影响。 

产品代号 # 505，夸脱计量，

每箱12件。加仑计量的产

品，每箱4件。 

 

 



  干粉式产品

粒状除臭剂

该产品价格合理，由具有特殊除味、吸湿功能的粘土制成。使

用时，将其撒于溢出物或污物上，然后吸除或扫掉即可。一次

操作即可同时消除异味和吸走湿气。该粒状干燥粘土产品可快

速吸收湿气，其中除臭组分则在于污物接触时消除所有异味。

该产品是设计用来处理呕吐物、粪便、湿垃圾污染的区域的。

用于垃圾箱、桶，宠物店或住所时，效果非常优越。也可与砂

石混合用于烟道，或用作猫。产品代号 # 150，夸脱计量，每

箱12件。 

垃圾桶用C加D 

系列垃圾桶用C加D产品由特种气味吸收颗粒及香茅（据证实

其有驱散各种飞虫的作用）生产而成。其独特的组分性能安

全、效果持久，可中和接触到的各种异味。设计用来快速高效

的去除垃圾筒、箱及其它窗口、垃圾破碎机械、垃圾运输车的

异味。产品代号 # 177。每箱装有12件1磅装产品 

产品代号 # 178 －25磅桶装 

产品代号 # 3178 －100磅容器封装 

除臭粉末

该产品是经干燥处理生产的，形态为结晶细粉。该粉末除臭剂可

用于液体除臭剂不适用的所有场所，也可用于要求除湿的场所。

将其撒在处理区，保持5至10分钟，然后吸除或扫掉即可。该产

品除臭性能优良，去除宠物及垃圾筒异味或去除地毯异味都非常

有效。每箱12罐1磅装产品。还提供散装产品。 

  

香型 柠檬 新香型 鲜薄荷 清风 

产品代号 #152 #153 #154 #176 



  干粉式产品     

除臭吸湿剂

该产品可在去除异味的同时可吸收液体（如测出的体液）。该产品

是由一种特殊的聚合物生产的，撒少量该产品在液体上，就可快速

转变为一种无味、可以快速方便的清除半固体物质。（可吸收其重

量100倍的水分）是杂货店、餐厅、卫生保健场所用来处理溅出物

的理想产品。也可用来处理不流动的液体（但油除外，粒状除臭剂

对油类物质处理效果最好），并快速消除异味。不可用于处理强氧

化性物质（如某些酸）。产品代号 #166，每箱6件1磅装产品。同

时还提供散装产品。 

除臭吸湿清洁套装 

对溢出的清洁与处理过程应符合职业安全与卫生条例（美国

OSHA）及疾病控制中心的指南，该套装产品则包含按要求进

行清洁与处理所需要的所有物品。每一套装产品包括：1.5盎司

包装的除臭吸湿剂、一幅一次性手套、一个红色的危险生物一

次性处置袋、一块一次性灭菌抹布、两块杀菌消毒处理过的小

毛巾及清洁和处置废弃物用的设备。 

产品代号 # 169，每箱6套。 

 

强化除臭吸湿清洁套装 

该产品是由 #169除臭吸湿剂 套装产品发展而来，该产品符合

职业安全与卫生条例（美国OSHA）关于控制血液传染致病菌

所用产品的要求。该套装产品包含所有必需的保护用品，另有

一经注册的酚类杀菌剂喷雾器（用于杀灭艾滋病毒及结核病

毒）。每一套装产品包括：一个3盎司装的除臭吸湿剂、一幅一

次性手套、一个保护面罩、鞋套、围裙、隔离罩、两把铲子、

吸湿毛巾、杀菌处理过的小毛巾、两个危险生物一次性处置

袋，12盎司装酚类消毒剂以及废弃物清洁、处置各步骤所需的

设备。 

产品代号 #173，每箱6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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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俪富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451‐82283865 
传真：0451‐82287533 
电邮：lifu@lifutech.com 
              lifutech@gmail.com 
地址：哈尔滨开发区红旗大街 16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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