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净化设备
净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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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专业净化经验

   创新的净化技术

       始终如一的产品品质

           ——始于1995

零界净化在净化设备以及空气、液体净化领域

拥有25年的经验、技术和研发实力。我们始终

如一的为行业提供创新的净化解决方案，树立

行业标杆，不断提升产品质量。

净化设备可以去除0.3μm或0.1μm以上颗粒，

其核心作用就是维持局部的高洁净度，规格尺

寸也由所需保护的范围决定。可根据客户使用

场景进行个性化设计。主要产品有层流罩、负

压称量室、自净传递窗、洁净工作台、FFU、过

氧化氢灭菌传递窗、风淋室、层流转运小车、洁

净器具等。

在过去的历史中，我们携手并进，建立净化行业

的共同未来。过去的经验给了我们足够的信心，

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净化行业发展，不断提高自

我，迎接未来的挑战。

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强合作，贴近客户。创新的解

决方案使工业生产更加高效，持续提高产品质量。

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ISO 45001:2018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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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性能

组装调试

专业生产团队，产品组装调试，检测数

据合格方可出厂。

工作区单向气流

多重均压设计，出风风速均匀，确保工

作区单向气流流型好。粉尘被初中高

效过滤器捕集，不扩散，效果好。

品牌组件，质量上乘

品牌风机，余压大，低噪节能，性能可靠。

设计优势

产品专利

净化设备系列产品共获国家发明专利6

项，实用新型专利12项。

定制化设计

全新三维立体设计图纸，确保产品实

物生产与设计误差小，精度更高。

一体化圆弧设计

工作区一体化圆弧设计，无死角，不积

尘，易清洁。

双层负压结构

层流、称量室等设备采用双层负压结

构设计，保证无泄漏风险。

零界提供净化设备系列产品的设计生产方案，产品拥有高质量净

化系统，售后服务完善保障，为药品安全生产奠定了基础。

全流程定制化方案，专业技术支持满足您的个性化应用场景。

售后服务

设备安装及验证

专业安装检测团队，配合多项设备验

证仪器，确保现场安装验证效果。

产品质量保证体系

根据客户URS提供设计方案，并提供

所需专业验证文件，包含功能设计说

明，设计确认、性能确认、安装确认

等。文件可追溯，确保产品符合客户要

求。

售后维修服务

售后维修24小时内快速响应。

3D设计图纸

设备检测调试 现场安装检测

发明专利
6项

实用新型专利
12项

零界净化设备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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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制药产品

 ● 洁净室产品

 ● 生命科学

 ● 生物

 ● 食品和饮料

在过去的25年里，我们是制药行业净化设备的

供应商，国内合作超1000家制药厂家，竭力为制

药厂家提供品质洁净方案。

冻干粉针剂

无菌分装针剂

大容量注射剂

 ● 实验动物研究产品

 ● 营养食品

 ● 微电子

 ● 生物安全产品

 ● 工业实验室设备

我们的产品应用领域广泛

更衣 气闸 原辅料称量

更衣 气闸 干热灭菌 三合一 无菌分装

更衣 气闸 原辅料称量 活性炭称量 洗烘瓶 灌装 冻干 轧盖 灯检

灯检贴

粗洗 精洗 轧盖灌封 灯检活性炭称量

净化设备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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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流罩

层流罩是一种提供A级单向流、创造局部高洁净

度环境的空气净化设备。其工作原理是将空气以

一定的风速通过高效过滤器过滤后，经阻尼层均

压，使洁净空气呈单向流送向工作区，从而获得

工作保护区所需的流型和洁净度。

层流罩可以单个或多个组合使用，

其工作区为无菌核心区。

产品优势 气流示意图

 ● 双层负压结构，无泄漏风险。

 ● HEPA保证低阻力、高效率，液槽密封更可靠。

 ● 内外一致，整洁无死角。

 ● 控制形式丰富，满足客户不同要求。

 ● 多重均压，风速均匀，单向流型好。

 ● 进口风机，余压大，低噪节能，性能可靠。

 ● 设计简洁，维护成本低，提供高效A级洁净环境。

 ● 可用于要求超洁净的无菌产品装配、测试、检验

等生产过程。

 ● 集成式风机-过滤模块，噪音低。

标准型号尺寸及基本性能参数

型号
外形尺寸 

LxWxH(mm)
工作区尺寸 
L'×W'(mm)

出风面额定风速 
(m/s)

工作区洁净度
噪音 
(dB)

LUFH12-120060 1200×600×650 1200×600

0.45±20% A 级 65~75

LUFH16-100100 1000×1000×650 1000×1000

LUFH32-200100 2000×1000×650 2000×1000

LUFH35-180120 1800×1200×650 1800×1200

LUFH47-240120 2400×1200×650 2400×1200

LUFH49-200150 2000×1500×650 2000×1500

LUFH65-200200 2000×2000×650 2000×2000

1.外箱体

2.内箱体

3.风机

4.回风孔板

5.板式初效

6.均流膜

7.DOP发尘口

8.压差表

9.DOP取样口

10.液槽高效

11.照明灯具

注：表中所列规格仅供客户参考，层流罩可根据客户的URS设计制造。

1

L

W

L

H

W
2
3
4
5
6
7

1.M10丝杆现场自备

2.电源线

3.DOP发尘口

4.压差表

5.DOP取样口

6.控制器面板

7.回风孔板（内置初效过滤器）

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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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压称量室

负压称量室是为在净化区域进行原辅料称量、干燥物

料或产品取样等设计的净化设备，主要用于制药、微

生物研究和科学实验等场所。该系统内设置初、中、

高效过滤器，它向称量工作区提供一种垂直单向气

流，可以有效地控制粉尘飞扬，大部分洁净空气在工

作区循环，小部分洁净空气排出至背景区域，使工作

区相对于背景区域产生负压，防止交叉污染，保护洁

净环境及室内人员的安全。

产品优势

 ● 工作区一体化圆弧设计，无死角，不积尘，易清洁。

 ● 风幕隔离，人员物料进出方便，操作便利，无卫生死角。

 ● 独有的差压平衡专利设计，保证背景区压差无变化。

 ● 单向流型好，粉尘不扩散，捕尘效果好。

 ● 可增设降温单元，保证设备运行时温度在控制范围内。

 ● 结合公司检测手段，可合理选择过滤器等级。

 ● 按照客户需求将称量设备控制融入本设备内。

 ● 隔离方式有风幕隔离、软帘隔离、有机玻璃隔离等方式。

 ● 回风孔板采用强磁固定，拆装方便。

标准型号尺寸及基本性能参数

型号
外形尺寸 

WxDxH(mm)
工作区尺寸 

W'×D'×H'(mm)
出风面额定风速 

(m/s)
工作区洁净度

电源功率 
(kW)

LWR 13-120060 1300×1200×2570 1200×600×2000

0.45±20% 同背景区

0.8

LWR 34-150120 1600×1800×2570 1500×1200×2000 2

LWR 75-200200 2100×2800×2570 2000×2000×2000 4

LWR 112-300200 3100×2800×2570 3000×2000×2000 4

LWR 186-400250 4100×3300×2570 4000×2500×2000 7.5

负压称量室的外形高度一般比房间吊顶高度低20～30mm

注：表中所列规格仅供客户参考，可根据客户的URS进行设计制造。

技术指标

 ● 气流速度为0.45m/s±20%。

 ● 配备控制系统。

 ● 风速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可选配。

 ● 高效风机模块提供洁净层流空气（用0.3µm

颗粒测量）以满足洁净室要求效率高达

99.995%。

 ● 过滤模块：

初效过滤器—板式过滤器G4； 

中效过滤器—袋式过滤器F8； 

高效过滤器—液槽高效无隔板过滤器H14。

 ● 380V电源。

产品示意图

新风

排风

W
D

D’

H H

DOP发尘口DOP取样口
初效压差表 0~125Pa

中效压差表 0~250Pa

高效压差表 0~500Pa

风速传感器

检修板

照明灯具

均流膜

送风高效过滤器

初效过滤器

中效过滤器

风机箱

顶箱
风幕高效过滤器

M10吊装丝杆
客户现场自备

触摸屏

急停按钮

蜂鸣器

电源按钮

防尘插座

照明开关

排风孔板
可调节

气流示意图

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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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净传递窗

自净传递窗可以在A级环境保护下传递物料、器具

等。物品在窗内自净后进入更高洁净度区域。自净

传递窗内配有紫外线杀菌灯，也可根据用户需求配

置臭氧灭菌系统。

分类

产品优势

自净传递窗

洁净传递窗（不含自净系统）

 ● 平板电磁互锁，可靠性好。

 ● 工作区一体化圆弧设计，无死角，易清洁。

 ● 双层负压设计，无泄漏风险。

 ● 有转角式、三开门式、双层式等不同型式可

供选择。

 ● 中英文操作界面可选、手自动可选。

 ● 门形式：不锈钢边框加钢化玻璃、内嵌式钢

化玻璃、悬挂式钢化玻璃。

 ● 接线形式：顶接线、侧接线。

产品示意图

洁净传递窗

自净传递窗

型号
外形尺寸 

W×D×H(mm)
工作区尺寸 

W'×D'×H'(mm)
紫外线杀菌灯 

(W)

LTW-040040 620×460×640 400×400×400 6×2

LTW-050050 720×560×740 500×500×500 8×2

LTW-060060 820×660×840 600×600×600 8×2

LTW-060080 820×660×1040 600×600×800 8×2

LTW-070070 920×760×940 700×700×700 15×2

LTW-080080 1020×860×1040 800×800×800 20×2

LTW-100100 1220×1060×1240 1000×1000×1000 20×2

型号
外形尺寸  

W×D×H(mm)
工作区尺寸  

W'×D'×H'(mm)
出风面额定风速  

(m/s)
紫外线杀菌灯 

(W)
噪音 
(dB)

电源功率 
(kW)

LCTW3-040040 620x460x950 400×400×400

0.45±20%

6×2

65

0.2

LCTW4-050050 720x560x1050 500×500×500 8×2

LCTW6-060060 820x660x1150 600×600×600 8×2

LCTW6-060080 820x660x1350 600×600×800 8×2

LCTW8-070070 920x760x1250 700×700×700 15×2

LCTW10-080080 1020x860x1350 800×800×800 20×2
0.3

LCTW16-100100 1220x1060x1600 1000×1000×1000 20×2

1.箱体

2.DOP发尘口

3.压差表

4.DOP取样口

5.控制面板

6.双层玻璃门

1

2
3
4

5

6

气流示意图 结构示意图

注：表中所列规格仅供客户参考，该设备大多根据客户的URS设计制造。

注：表中所列规格仅供客户参考，该设备大多根据客户的URS设计制造。

 ● 其他配置：可按要求增加紫外线灯、臭氧发生

器等。

 ● 传递方向可调整，运行参数调整范围大。

 ● 有效避免交叉污染。

 ● 所有部件设计均具有耐腐蚀性，且经久耐用，

使用寿命长。

 ● 钢化玻璃门使内部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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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进袋出过滤器

袋进袋出过滤器，即Bag In Bag Out Filter，通常简称

为BIBO，又称为管道型排风高效过滤装置。由于过滤

器在工作过程中已截留高活性或高毒性的有害气溶

胶，故在更换过程中需保证过滤器与外界环境无任何

接触，过滤器更换全程在密封袋中进行，故称为袋进

袋出过滤器。其使用可有效防止有害气溶胶扩散，避

免对人员及环境产生的生物危害，是一种用于特定生

物风险环境，以去除排风中有害生物气溶胶为目的的

过滤装置，一般具有原位消毒及检漏功能，在使用过

程中还需配套生物密闭阀等零部件。

标准型号尺寸及基本性能参数

型号
外形尺寸  

W×D×H(mm)
过滤器尺寸 

L×W×D(mm)
额定风量 

(m3/h)

LWB1700 400×725×900 305×610×292 1700

LWB3400 705×725×900 610×610×292 3400

LWB5100 705×1175×900 ＊ 5100

注：表中所列规格仅供客户参考，可根据客户的URS进行设计制造。＊表示此种规格需要305×610×292过滤器和610×610×292过滤器各一个。

 ● 独立门 
每个过滤器组件，预过滤器，高效

过滤器都处在保护袋中且带有单独

的门，安全、经济、可选择的进行

维护服务。

 ● 外部法兰 
所有外壳法兰都经过翻边处理，以

便于现场连接，并使其远离被污染

的气流。

 ● 标准的最终过滤器 
基本外壳设计用于标准的高效

过滤器。过滤器包括高容量高效

过滤器，每个过滤器的风量高达

3400m3/h。

 ● 密封袋 
密封袋包装袋套件用于每个门。每

个PVC密封袋长2700mm。

 ● 内部锁紧机构 
所有的流体密封过滤器都使用内

部驱动锁定臂进行密封。

 ● 过滤模块 
初效过滤器—板式过滤器G4； 

高效过滤器—液槽无隔板高效过

滤器H14。

1

2

3

1

2

3

4

5

1.箱体

2.初效过滤器盖板

3.压差表

4.高效过滤器盖板

5.铝合金波纹手轮

1.初效过滤器

2.高效过滤器

3.扫描机构

产品优势

 ● 由304不锈钢或冷轧板喷塑(不锈钢316L可选)。

 ● 外壳可容纳标准液槽高效过滤器和预过滤器。

 ● 所有接缝全满焊。

 ● 装有过滤器拆卸杆，可将过滤器拉到更换位置。

 ● 每个过滤器检修口配有一个PVC更换袋。

 ● 上游过滤器密封：每个高效过滤器相对于框架的空气进入面进行密封，以防止

内部污染物集聚。

产品示意图

气流示意图 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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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淋室/雾淋室

雾淋室

雾淋室

 ● 雾淋室会形成低流的湿雾，能把污染工作服的原料药粉微颗粒包覆，不断

凝聚成大的物料颗粒。

 ● 大颗粒物料周围的高速气流会阻止尘粒接触液滴，而微颗粒的小雾滴很

容易使微粉尘颗粒凝聚。

 ● 大颗粒的物料经高速气流垂落沉淀于过滤器表面或赃物收集盘内。实现

产生的液滴并迅速达到空气饱和。

 ● 润湿所有表面并在衣物上形成水珠。随着时间的延长水珠慢慢增大，直

到从衣物上轻轻滚下。

使用环境和条件

产品示意图

标准型号尺寸及基本性能参数

型号
外形尺寸  

W×D×H(mm)
工作区尺寸  

W'×D'×H'(mm)
喷嘴额定风速 

(m/s)
喷嘴数量

高效尺寸 
L×W×D(mm) /数量

ASR-080090 1200×1000×2150 800×900×1950

25

6 650×650×93 /1

ASR-080090 1400×1000×2150 800×900×1950 12 650×650×93 /2

ASR-080140 1400×1500×2150 800×1400×1950 18 955×650×93 /2

ASR-080190 1400×2000×2150 800×1900×1950 24 650×650×93 /4

ASR-080290 1400×3000×2150 800×2900×1950 36 955×650×93 /4

洁净度

D级或更高

W’

1

2

3

4

5

6

HH
’

W

1.闭门器

2.钢化玻璃

3.高效过滤器

4.门把手

5.初效过滤器

6.风机

注：可根据客户要求，制作非表中所列规格的风淋室及风淋通道。

雾淋室除了具备普通风淋室的空气吹淋的功能，还

增加了水雾吹淋功能，适用于“有毒性粉尘”类医

药、化工企业。采用高压泵压缩经过铜嘴将水呈细

雾状喷出，润湿工作服上粘附的粉尘，使工作人员衣

着粉尘不飘扬。

风淋室系列产品是一种通用性较强的局部净化设备，

一般安装于非洁净室与洁净区之间，是人或货进入洁

净区所需的通道，其吹出的洁净空气可去除人和货物

所携带的尘埃，能有效阻断或减少尘源进入洁净区。

风淋室/货淋室的前后两道门为电子互锁，又可起到气

闸的作用，阻止未净化的空气进入洁净区域。该设备广

泛应用于食品、医药、生物工程及微电子等领域。

温度    

5℃~40℃

 ● 超过25m/s的高速喷头可确保有效的吹淋作

用，以去除颗粒物。

 ● 交互式控制面板。

 ● 高效过滤器，0.3微米颗粒过滤效率达到

99.99%以上。

 ● 一次性预过滤器G4延长了高效过滤器的寿命。

 ● 风淋室的内侧安装紧急停止按钮。

 ● 当人进入风淋室，设备自动感应并启动空气喷

嘴工作。

 ● 联锁门系统。

技术指标

电源

380V50Hz

功率

1.5kW

噪声

65-75dB(A)

蜂鸣器
压差，故障警报

电源按钮

（发光可视按钮）紧急停止

风淋室

风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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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工作台

洁净工作台是为了适应现代化工业、光电产业、生物制药以及科研试

验等领域对局部工作区域洁净度的需求而设计的。其通过风机将空气

吸入预过滤器，经由静压箱进入高效过滤器过滤，将过滤后的空气以

垂直或水平气流的状态送出，使操作区域达到A级洁净度，保证生产

对环境洁净度的要求。

洁净工作台是一种通用性较强的局

部净化设备，按气流流行分为垂直单

向流和水平单向流两大形式。净化工

作台广泛应用于医药、食品、科研、电

子、国防、精密仪器仪表等行业。

 ● 双层负压结构，无泄漏风险。

 ● HEPA保证低阻力、高效率，液槽密封更可靠。

 ● 控制形式丰富，满足客户不同要求。

 ● 多重均压，风速均匀，单向流型好。

 ● 进口风机，余压大，低噪节能，性能可靠。

标准型号尺寸及基本性能参数

型号
外形尺寸  

W×D×H(mm)
工作区尺寸  

W'×D'×H'(mm)
工作区洁净度

出风面 
额定风速 

(m/s)

高效尺寸 
L×W×D(mm) /数量

工作台类型

LVCW09-081070 970×770×1800 810×700×550

A级 0.45±20%

720×610×93 /1 单人单面垂直送风

LVCW15-130070 1460×770×1800 1300×700×550 590×610×93 /2 双人单面垂直送风

LVCW06-082048 900×700×1450 820×480×600 650×540×93 /1 单人单面水平送风

LVCW13-168048 1760×700×1450 1680×480×600 740×540×93 /2 双人单面水平送风

注：表中所列规格仅供客户参考，可根据客户的URS进行设计制造。

优点

 ● 安静的气流设计可显着降低噪音水平。

 ● 内部使用304不锈钢，增强了抗腐蚀性。

1
2
3

W

H
H

’

D’
D

4

5

6

7

8

9

1.顶箱，照明/紫外灯

2.压差表

3.控制面板

4.出风孔板不锈钢孔板，内置高效过滤器

5.两侧玻璃

6.回风初效（内置风机）

7.电源仪表插座（箱体内侧）

8.脚轮，调节脚

9.单相防尘插座（台面下方左右侧各1只）

产品优势

1. 初效过滤器

2. 风机

3. 高效过滤器

4. 均流膜

1

2

3

4

产品示意图

气流示意图 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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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流转运小车

层流转运小车主要用于无菌工序间物料、器具的无

菌转运，实现无缝对接。根据对接需求可选用工作

面自动升降型小车或对接门自动升降型小车。根据

转运无菌物料转运路径的不同，可以选用垂直单向

流或水平单向流小车。

产品优势

 ● 工作区正压，全面隔离，抗外部干扰强。

 ● 可升降工作台面，满足不同高度的对接需求。

 ● 超强UPS供电，工作时间长。

 ● 人机对话操作屏，功能强大。

 ● 垂直流、水平流可选。

标准型号尺寸及基本性能参数

型号
外形尺寸 

L×W×H(mm)
工作区尺寸  

L'×W'×H'(mm)
出风面额定风速 

(m/s)
工作区洁净度

电源功率 
(kW)

LUFT8-072058 800×600×1800 720×580×750

0.45±20% A级

0.4

LUFT10-092058 1000×600×1800 920×580×750 0.4

LUFT14-112068 1200×700×1800 1120×680×750 0.5

注：表中所列规格仅供客户参考，A级单向流转运小车可根据客户的URS进行设计制造。

产品示意图

1
2
3
4

5

6

7

1 4 5
6

7
2
3

1. 初效过滤器

2. 风机

3. 高效过滤器

4. 照明灯具

5.均流膜

6. 升降平台

7. 不锈钢脚轮

1. 箱体

2. DOP发尘口

3. DOP取样口

4. 触摸屏

5. 蜂鸣器

6. 电源按钮

7. 亚克力封板

结构示意图

气流示意图

技术指标

 ● 外壳：304不锈钢金属板折弯制成。

 ● 过滤器：G4初效过滤器和H14 高效过滤器。

 ● DOP端口：高效过滤器上游的DOP测试口，对

HEPA过滤器完整性进行测试。

 ● 机动性：带刹车的可旋转（360°）脚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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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HP无菌传递舱

 ● 灭菌流程＜120min，可实现当日多批次灭菌操作。

 ● 采用洁净压缩空气为动力源，减少室内取风，快速除湿、减

少灭菌总时长，降低舱体内产生凝露风险。

 ● 分解过滤器可有效降低排残时VHP浓度，减少对环境及人员

带来的影响。

 ● 可上下检修，减少预留检修空间。

 ● 可做转角灭菌传递，增加厂房空间利用率，改善工艺布局。

 ● 可做腔体密闭性测试，测试合格后开启灭菌流程。

 ● 开启灭菌前需输入批次号，方便追溯。

 ● 自有VHP气化专利技术。

 ● 灭菌效果满足GMP相关要求。

VHP无菌传递舱用于从低级别洁净区域

向A、B级高级别洁净区域物料的传递，

传递过程中利用常温气体状态下过氧化

氢对物料器具的外表面进行灭菌处理，

可有效避免微生物污染。

标准型号尺寸及基本性能参数

型号
外形尺寸 

WxDxH(mm)
工作区尺寸 

W'×D'×H'(mm)
额定容积 

(L)
工作区洁净度 灭菌效力

电源功率 
(kW)

LATM288 1200×800×2000 600×800×600 288

B级 6-log 3
LATM512 1400×800×2200 800×800×800 512

LATM1000 1600×1060×2100 1000×1000×1000 1000

LATM1440 1600×1260×2300 1000×1200×1200 1440

产品优势产品介绍

发明专利

过氧化氢汽化用加热装置

专利号：201910097348.X

实用新型专利

过氧化氢用加热装置

专利号：ZL 201920172562.2

实用新型专利

灭菌高效的过氧化氢汽化装置

专利号：201922435716.5

发明专利

用于VHP灭菌装置的 

催化分解滤纸及过滤器

专利号：201910880516.2

注：表中所列规格仅供客户参考，可根据客户的URS进行设计制造。

灭菌流程

蒸发器原理图 

L

N ~220V 

H

进液口

加热丝

温度传感器
电源

流液槽俯视图

Φ

气密性测试 H2O2气化灭菌除湿 排残 结束

22 23

www.wxljjh.com



风机过滤单元

FFU是由风机和高效过滤器组合而成的简单净化

设备。

风机过滤单元是目前洁净市场上其中一种安静、

价格优良的机组。采用这种机组，可以为洁净室

输送高质量空气。而且空气流形好，它适用于半

导体，电子、平板显示器和磁盘驱动器的厂家及

光学、生物工业等行业应用于洁净室、洁净工作

台、洁净生产线、组装式洁净室和局部百级等场

合及其它对空气中污染有严格控制要求的地方低

耗能，降低运行成本。

 ● FFU箱体，结构精巧坚固，外形美观。

 ● 长寿命、低噪音、免维护、震动小、可多个组合使用。

 ● 内置风道导流系统，降低噪声，提高风机效率。

 ● 适合于组装成超净生产线，配置高效过滤器，更换方便。

型号
外形尺寸 

LxWxH(mm)
额定风量风速 

(m3/h)/(m/s)

初阻力 
(Pa)

噪音 
(dB)

电源功率 
(kW)

计数效率 
(H14) 

@MPPS≥99.995%

计数效率 
(U15) 

@0.1um≥99.9995%

LFFU10-117.57 1175×575×350 1000/0.45

100 160

57 0.18

LFFU15-117.87 1175×875×350 1500/0.45 60 0.25

LFFU20-117.117 1175×1175×350 2000/0.45 63 0.37

注：表中H14高效过滤器厚度为90mm,U15超高效过滤器厚度为70mm。

特点

 ● 高能源效率。

 ● 高风量。

 ● 可通过在房间一侧更换的风扇过滤器单元，最大程度地减少无尘室服务停机时间。

产品介绍 标准型号尺寸及基本性能参数产品优势

结构示意图

箱体

L

W
D

安全罩

把手

控制器

箱体

密封条

高效

高效安装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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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质

结构设计

工艺

内部圆弧角设计

器具内部采用圆弧角设计，便于清洁，

无清洁死角，符合GMP要求。

品质不锈钢板 

零界始终坚持选用优质不锈钢原材料，

器具使用304/316L不锈钢板，具有耐腐

蚀，可清洁性强，使用寿命长等特点。

不锈钢拉丝板

优质坚固的不锈钢拉丝板，耐腐蚀性强。

板内做铝蜂窝，或PVC板填充

双层不锈钢板间做铝蜂窝或PVC板填

充，耐承重不变形。

全满焊工艺

12条机械焊手臂，产品全部满焊取代

点焊，保证密封效果，焊缝整齐美观。

喷砂

喷砂工艺使器具表面呈现细微珠粒状

砂面，增添了赏心悦目的美感，保留了

不锈钢优良的机械性能，且加强了耐蚀

性能。

洁净•安心之选

CE 认证

激光切割下料

自动焊接 机械抛光

数控折弯

零界不锈钢洁净器具系列，CE认证。

配有进口加工设备，还拥有喷砂、电解抛光、喷塑等

多条表面处理生产线。

不锈钢器具

电解抛光
 ● 在产品表面形成钝化膜，提高耐腐 

蚀性能。

 ● 表面平滑，表面积减小，清洗效果好。

 ● 消除机械抛光产生的残余应力。

 ● 外观光泽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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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衣柜

不锈钢衣柜表面光洁易于清洁、顶部不易积

尘，是保持更衣室和工作区清洁的选择。

该衣柜适用于洁净室、食品服务、清洁服务，

主要应用于医药行业、电子行业。

 ● 较好的耐化学腐蚀性，适用于含有有

害物质的实验室。

 ● 表面光洁无颗粒，适用于生物技术和

半导体行业。

 ● 无锈防潮结构，适用于潮湿或高湿度

环境。

 ● 便于清洁，适用于需要持续清洁或消

毒的区域。

 ● 选配各种形式门锁及把手。

 ● 可满足任何工程方案要求。

特点

产品详情

类型设计 定制

外尺寸 LxWxH(mm) 定制

材质 304/316L不锈钢可选

表面处理 拉丝抛光 

颜色 不锈钢原色或定制

储物柜/门数量 根据客户要求

承重 (kg) 根据客户要求

 ● 可选配门把手

 ● 可选机械锁或密码锁

 ● 可选平顶或斜顶

订货选项

参考尺寸

序号 1 2 3

外尺寸 LxWxH(mm) 1200×450×1800 900×320×1200 1300×450×1800

注：所列尺寸仅供参考，可根据客户要求进行设计定制。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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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鞋柜/鞋凳

S型鞋凳和组合鞋凳不锈钢鞋柜

不锈钢鞋柜带储物柜，由304不锈钢满焊制成，表面

经拉丝抛光处理。小巧、卫生、结实。长凳下面的隔间

提供了独立存储空间，便于放置鞋子等物品。

 ● 柜体内圆弧满焊处理，方便清洁不积尘，

请勿遗漏。

 ● 表面拉丝处理或喷砂处理。

 ● 材质304/316L不锈钢可选。

 ● 存储箱数量可定制。

 ● 多种柜锁可供选择。

 ● 可定制不锈钢标签或标牌。

 ● 采用坚固、易于清洁的304不锈钢为原料

 ● 满焊工艺，鞋凳连接处更坚固耐用，转角圆弧设

计，无清洁死角

 ● 采用坚固、易于清洁的304不锈钢为原料。

 ● 所有角落采用满焊圆弧角工艺制作，以增加强度，且清

洁无死角，在客户现场无需额外安装。所有边缘都做安

全磨光处理，拉丝不锈钢表面易于清洁。

产品特点

产品特点

产品优势

参考尺寸

注：所列尺寸仅供参考，可根据客户要求进行设计定制。

我们可以制作各种洁净室更鞋柜，简易更鞋凳、单

面鞋架，双面鞋架，组合更鞋柜等。

1

3

4

2

序号 1 2,3,4

外尺寸  LxWxH(mm) 2200×350×600 1200×35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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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水池

不锈钢水池用于洁净室、实验室和制造设

施中。用304/316L不锈钢，经拉丝/喷砂，

电解抛光处理而成。

 ● 304/316L不锈钢材质。

 ● 拉丝/喷砂，电解抛光处理。

 ● 全满焊工艺。

 ● 无边缝，易清洁表面及坚固的设计。 

 ● 水槽数量可选。

 ● 挡板可选。

 ● 溢水洞可选。

 ● 多种水龙头可选（另售）。

产品特点

 ● 采用满焊圆弧角结构，现场无需额外安装。

 ● 易于清洁，满足各类使用场景。

使用优势

参考尺寸

注：所列尺寸仅供参考，可根据客户要求进行设计定制。

1

2 3

4

5

序号 1,2 3,4,5

外尺寸  LxWxH(mm) 1200×600×800 600×600×800

含挡水板高度  (mm) 950 950

水槽深度   (mm) 25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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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推车

不锈钢推车采用不锈钢满焊而成，表面经

过抛光处理。它们适用于洁净室运输材料，

设备和短期储存的家具，实验室和其他需

要注重卫生水平的环境中。

 ● 304/316L不锈钢材质。

 ● 全满焊结构。

 ● 设计符合人体工学，便于推拉移动。

 ● 固定扶手可选。

 ● 层数可选。

 ● 固定式或便携式层架可选。

 ● 4个旋转脚轮，2个可锁。

 ● 配有无痕脚轮，可在洁净室平稳运行。

 ● 防撞设计和旋转脚轮，方便移动且安全。

产品特点

 ● 手推车选单层或双层形式。

 ● 带有无痕、平稳运行的洁净室万向脚轮。

 ● 每个货架的有效载重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

 ● 尺寸多样，可供客户选择。

使用优势

参考尺寸

注：所列尺寸仅供参考，可根据客户要求进行设计定制。

1

2
4

3

5

序号 1,3,4,5 2

外尺寸  LxWxH(mm) 1000×500×800 1000×8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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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工作台表面具有圆弧过度的边缘，以确保安全，

重型可调式不锈钢搁板。

不锈钢桌凳

不锈钢多层镂空置物架

不锈钢洁具架 多功能不锈钢洁具架 不锈钢料桶

带万向轮不锈钢工作桌

不锈钢高脚凳 不锈钢置物架

不锈钢长桌 双层不锈钢桌

不锈钢储物架

用于制药厂，实验室等使用的不锈钢搁板/梯子存储

架，全部由不锈钢制成，耐用实用。

不锈钢洁具架

不锈钢洁具架专门用于悬挂拖把等洁具，可以根据需

要自定义尺寸和样式。

洁净钢制门窗系列

钢制门门框、门板均采用连体制作方式：

 ● 表面为静电喷涂处理，产品无拼缝、无焊点、无死角，

整体平整光滑，易清洗，不积尘。

 ● 此门三面采用高级橡塑密封条，底部选用自动升降扫

地条，气密性强，有效地保证室内的净化效果。

 ● 观察窗采用双层钢化玻璃，玻璃与门板表面齐平，即

密封、牢固，又美观漂亮。

 ● 门板厚度可定制，芯材先用高强度阻燃芯材填充，完

全符合净化车间防火要求。

不锈钢铰链

不锈钢门把手、锁

扫地条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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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类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公司

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

北京智飞绿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安徽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成都蓉生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远大蜀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荣昌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无锡药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传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青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康宁杰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泰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百迈博制药有限公司

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贵州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成都华神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罗益（无锡）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四川华神兽用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四川科伦博泰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安特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康诺亚生物医药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丽珠集团丽珠微球科技有限公司

客户名单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长春金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兆科（广州）眼科药物有限公司

泰州迈博太科药业有限公司

杰科（天津）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苏州众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再鼎医药（苏州）有限公司

兴盟生物医药（苏州）有限公司

和记黄埔医药（苏州）有限公司

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

西比曼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合肥天麦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三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胜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齐鲁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艾美科健（中国）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西安力邦制药有限公司宝鸡厂

浙江三叶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烟台荣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迈百瑞

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恒欣药业有限公司

青岛九龙生物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鲁南制药集团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鼎诺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博雅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武汉禾元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武汉科前生物有限公司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昭衍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易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金思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化药类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药有限公司

阿斯利康制药（无锡）有限公司

科伦集团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合全药业有限公司

无锡药明康德药业有限公司

南京新百药业有限公司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江东有限公司

人福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

重庆润生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植恩药业有限公司

南京奥赛康医药集团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济民可信药业有限公司

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国athenex（重庆泰濠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无锡济民可信山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美诺华药物化学有限公司

四川制药制剂有限公司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亚宝药业四川制药有限公司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海锐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益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美大康华康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诺迪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恒瑞制药有限公司

南京长澳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圣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合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王药业有限公司

悦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微芯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青山利康药业有限公司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百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信谊天平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中西三维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广济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新和成黑龙江生产基地

中药制剂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利君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云阳集团药业有限公司

江中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葵花药业集团（襄阳）隆中有限公司

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济民可信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仲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恩威制药有限公司

成都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四川川大华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津村制药有限公司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

回音必集团(江西)东亚制药有限公司

以岭万洲国际制药有限公司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碑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泾河分公司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

丽珠集团四川光大制药有限公司

河北仁合益康药业有限公司

微电子

中电科技集团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

SK海力士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

富士康科技集团

绿点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富智康精密电子（廊坊）有限公司

通用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湖北台基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希捷国际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无锡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

无锡华润上华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八研究所

海太半导体（无锡）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朗脉洁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东富龙德惠净化空调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天俱时工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中电精泰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中电奥星制药系统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柏诚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科圣鹏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捷顺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注：部分合作客户统计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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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与我们联系，获取更多产品系列样册。

无锡零界净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总部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雪浪双新经济园1号地块

电话：0510-85189266

传真：0510-85189260

邮箱（国内）：wxljjh@wxljjh.com

       （国际）：export@wxljjh.com

网址：www.wxljjh.co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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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由于产品及工艺改进，样册中内

容 可 能 随 时 更 改 ，恕 不 另 行 通

知。由于印刷等原因，所展示产

品与实际产品在颜色等方面可能

会略 有差异，敬请理 解 。零界对

此产品样册保留最终解释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