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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特费罗斯
一次性完美地解決医院內的清洁卫生

· 达特费罗斯在水里溶解後进行水解作用加強氧化而生产的过氧化氫 

· 过氧化氫的原理 过氧化氫的強化反应含有的活性氧能有效去除細菌,病菌,霉菌…等, 
  也能去除已氧化的保护膜細胞  

· 随著环境条件抑制有害微生物质的生長同時也能促进有益菌生長

·使用活性氧微生物的自然代谢物,氧和水分解後會产生氣体然後完全排出有毒    
  性物质並且不會有任何殘留物 

· 中和氧化去除這些惡臭味代表性,如:硫磺,縮硫醛,胺,乙醛,這类等的化合物质 

· 抑制汙垢的生長 

· 中断結合有几机碳水化合物,提高微生物分解变得更容易清洗

· 防止管道內的氯和硫化物..等殘留和氧化,以及防止設备腐蚀 

用过氧化氫的活性氧原理一次性洗淨,杀除,除臭,所有汙染物
质內有害的細菌和霉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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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特费罗斯能防止金属製(如:排水管 
和 医療用品設备) 的腐蝕,快速殺除
各种細菌及病毒,是一种有效殺菌兼
保护环境的消毒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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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特费罗斯过氧化氫的原理是
含有水和強化反应的活性氧而
产生的 

运作原理
达特费罗斯产品在水裡溶解后进行水分解的
同時加強快速生产过氧化氫氧化劑,這時生
产的活氧性能有效去除細菌,病菌,黴菌,…等 
的氧化有害保护膜的細胞,並环境條件抑制
有害微生物质的生長同時也能促进有益菌生
长

使用活性氧微生物的自然代谢物,氧和水分
解後会产生气体然後完全排出像氯这样的有
毒性物质并且不会有任何殘留物  

达特费罗斯在去除惡臭味方面,傑出的效果
得到了认证达特费罗斯能中和氧化有效去除 
在生活或工业环境裡是常发現的微碱性类物
質 如；硫化氫,缩硫醛,胺類,乙醛 這类等诱发
性的惡臭物质.

达特费罗斯在医疗设备管理上也看得到卓
越的效果,一般消毒用的酒精含有30%水和
70%乙醇,但如果使用酒精消毒清洁後沒有
完全吹干的話设备会慢慢地腐蝕,还有常見
的漂白水(氯)也是有腐蚀作用,相反的达特费
罗斯能有效防止管道內的氯和硫化物..等殘
留和氧化,以及防止设备腐蚀 

还有使用後能中断結合有机物碳水化合物,
提高微生物分解能更加容易清洗,也能抑制
污垢生长,是一個使用非常便利的清洁产品



为何是达特费
医院,牙科診所是卫生管理非常需要重視的场所,特別是各种医疗器具,痰盂,洗水槽 洗手

间...等,容易產生惡臭味的地方殺菌是更加的重要,随著人民的生活素质提高,不管是去医院
还是牙科診所..等,消費者也会以院內的环境與清作為考量. 

痰盂,洗水槽,洗手间..等 在清洁打扫時使用见性物质或酒精的話,效果并不是那么持久,還有
清洁完后留下刺鼻的味道会使人头痛,而这些有害的物质还会危害人体的健康 
再加上,漂白剂,次氯酸这类产品与其他清洁剂混合使用或在环境汙染严重的地方使用的話,
会产生出氯气影响刺激到眼睛,及呼吸道黏膜,所以每當使用这类商品做完清洁打扫后都得必
須打开窗戶,让空气流通,非常不方便

达特费罗斯的安全性及效果都是过各种的检验得到认证的产品,各种卫生问題都能完全徹底
的解決, 达特费罗斯的过氧化氫原理的新产品是以活性氧和微碱性物质 來达到消毒,清洁,除
臭,是一个有效又安全的产品

只有院长和医护人員才能闻得到这些味道吗? 当然患者也都能闻得到的,为了医护人員的健
康和來医院看病的人的健康著想,请不要在使用漂白剂,酒精或次氯酸這类的产品了,換使用
达特费罗斯的产品一定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与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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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皮肤
会引起紅斑,浮肿,起水泡…等

清除霉菌的效果
坎迪达真菌,阿斯珀吉勒斯菌,环青霉…等12种黴菌,能达到清除效果

除臭力
氨,硫化氫,乙醛,三甲胺..等 达到除臭效果

殺菌效果
杀除沙門氏菌,金黃色葡萄球菌..等

有害物质成析
消毒剂內含有 CMIT,  MIT,  DDAC,  富姆阿尔德海德…这些有害成分

99.9% 

99.9% 

99.9%

0%

0%



8

达特费罗斯产品資訊 

DR. PEROX TABLET

•种类
    殺菌剂,除臭剂   
•用途
    ① 牙科診所痰盂的杀菌与清洁
    ② 诊疗椅过滤器的杀菌与清洁  
•用量
    4g×10, 20 TABLETS 
•效果 
    ① 清除附著的异物 
    ② 清除惡臭味 
    ③ 清除各种菌類及各种霉菌 
    ④ 防止医疗器具腐蚀  
•特性
    过氧化氫原理是無害及保护环境的杀菌 
    的清洁錠,能有效针对痰盂和诊

达特费罗斯清潔錠
牙科診所的痰盂和诊疗椅过滤器
的杀菌和除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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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PEROX POWDER 达特费罗斯粉末狀
使用处較广泛多用途的清洁粉

•种类

    杀菌剂,清洁剂 

•用途 

   ① 一般居家环境消毒清洁 

   ② 各种管线和抽吸软管 

•用量

    100ｇ, 200ｇ

•效果

  杀菌清洁建筑內部,地板,下水道及排水管  

•特性 

    ① 过氧化氫原理是無害及保护环境的粉

    末狀 

   ② 多用途的杀菌清洁剂,任何需要清洁及

    杀菌的地方都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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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PEROXTABLET
 快速又安全有效杀菌清洁医疗椅过滤器和痰盂, 

功效 
① 漱口時口腔內可能会有血,殘渣物,膿….等 能防止排水管堵塞及消除惡臭味
② 分解汙废水桶內壁的蛋白质硬化結塊及杀菌洗淨清除惡臭味

用法與用量
① 痰盂: 第一次使用時兩周一個清洁錠,兩周以後一個月使用一個清洁錠 
② 医疗椅过滤器:三周使用一個清洁錠,目測确定有变化時,改為一個月使用一次消
毒清洁錠即可,使用頻数隨著水的使用量和汙染的程度而增減

■ 清洁錠会慢慢融化分解污垢及清洁,抗菌,除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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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除臭 350 62 28

杀菌 805 231  3

牙科医疗測試过程

杀菌

除臭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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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特费罗斯粉末狀
杀菌清洁抽吸軟管

功效 
① 抽吸軟管 杀菌及清洁
② 建筑 地板 玻璃窗 桌子 …等 杀菌及清洁  
③ 洗手间杀菌,除臭,清洁 
④ 清除各种霉菌及多用途使用

用法与用量 
① 使用在抽吸軟管時: 温水1公升, 加入2~3
克的粉末狀溶解後,抽吸軟管吸取溶液即可
清洗,一周使用一次  
② 清洁其他场所及用品時: 温水1公升, 加入
2~3克的粉末狀溶解后即可使用 

特性 
① 冷水里也能溶解使用,温水(60~70℃) 使
用效果更加有效.
② 不像漂白剂(消毒水) 次氯酸这类产品一
样會产生刺鼻味. 
③ 帶有一点点香气几乎接近无气味,使用后
不会让人身体不适或头疼之类的反应产生

粉末狀在水
里完全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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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菌与清洁抽吸軟管時

杀菌與消毒医疗器具用品

杀菌與清洁医院內部時



成分 杀菌力 特性

次氯酸

-广泛於物体表面,汙染物品,饮食器
具…等消毒
- 殺除細胞
- 以液態狀作为保存

- 橡胶类和金属类容易腐蚀
- 不稳定弱酸,易分解,保存期限短
- 接触阳光,空气易氧化便失去消毒杀菌
作用
 - 相较比较便宜
- 消除生物膜效果不佳 

臭氧水（超氧水)                         

- 广泛使用杀菌消毒,保健治病,脫
色除臭
- 不会产生任何副产物
-使用后不会有任何殘留 

- 极易分解,很不稳定,在常溫下会逐漸分
解為氧气
- 会破坏有机材料(如:橡胶,塑料,)
- 必須現场产生 
- 費用较貴
- 消除生物膜效果不佳 

二氧化氯水

- 与氯相比之下,降低影响有机物
- PH范围(6-10) 能維持长時间的杀
菌作用
- 可以杀毁一切微生物,包括細菌
植体,細菌芽孢,真菌,分枝桿菌和病
毒等
- 能消除生物膜

- 必須現场产生
- 操作产生器必須经过訓練,否則可能会产
生危险
- 价格较貴 
- 在光线下容易分解

區分 酸素計(达特费罗斯产品) 氯
主要成分 过氧化氫 次氯酸鈉

运作原理 有机物在自动氧化時,在生成水之前会
生成過氧化氫

氯气容于冷而且稀的氫氧化鈉容易产生
次氯酸鈉

功效 消毒, 漂白, 清洁, 除臭, 
分解物质与防止下水道的堵塞 杀菌剂,消毒剂

漂白/清潔力 有效去除蛋白质汙垢,脂肪质污垢和其
他粘著汙垢物质 适用于消毒,杀菌及水处理

腐蚀性 防止场所內的器具(如:水管,瓷砖,玻
璃…等)的腐蚀和損坏,方便管理保养 具有腐蚀性

安全性

-利用水和氧的自然作用,對人体無害
(使用時不會产生有害的气味,也不會對
皮肤和呼吸道产生刺激) 
-使用后不会殘留任何物质,能安全放心
使用
- 物品保存存放時不会产生变质或发生
燃点的現象

- 刺激呼吸道和皮肤
- 角膜損伤…等,发生危险事
-与盐酸混合放出氯气有可能会引起中
毒

<与現今所使用的杀菌消毒产品的差异点>

<氧与氯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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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臭效果认证
氨,硫化氫,乙醛,三甲胺



CERTIFICATE
国家机关认证与通过检测认证(安全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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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菌力认证
沙门氏菌,黃金葡萄狀球菌

抗菌力认证
超級病菌,练球菌,胸膜肺炎菌,大

肠菌,沙门氏菌….等 18种菌

分析有害物质认证
检测消毒剂內是否含有 CMIT,  

MIT,  DDAC,  富姆阿爾德海德…
這些有害成分

除臭效果认证
氨,硫化氫,乙醛,三甲胺

抗霉菌效果认证
坎迪達真菌,阿斯珀吉勒
斯菌,環青霉 等12種黴菌

安全标准合格认证
关于化学物品內的安全指标,
检测本产品內的危险性与实

用性

皮肤刺激性过检测认认
对20位成人进行检测,使用本产品
后是否产生紅斑,浮肿,起水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