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ree to Breathe Nature Air.
Professional air purifier for enhanced indoor air quality.

MEDAIR AIR PURIFIER

MEDAIR

APP



608 and 408 Series Air Purifier

Free to Breathe Nature Air.
MEDAIR launched the latest series 
– 608 & 408 series air purifier. It is 
not just purified air. 

Improving interactive and more 
effortless, MiotLink and we develop 
APP using IOT technology. User 
could be through their mobile to 
distance control their air purifiers 
and monitor indoor air quality.

Through MEDAIR App, user could 
monitor indoor air quality and take 
relevant and appropriate action in 
everywhere at all time.







MEDAIR 608 & 408 系列空氣淨化器 
先進, 專業, 個性化...... MEDAIR air treatment unit 
 
全新手機 App – 更智能、方便使用及管理  
 不再為尋找搖距而苦惱, MEDAIR App 讓手機成為遙距及空氣質素監測器, 在任何地方及時間均可對 

MEDAIR , 空氣淨化器作近距離及遠程控制, 亦可透過 App 查閱室內空氣質素、濕度及溫度。 
 遠程控制及監控有助用戶根據實際使用環境的空氣質素來作出相應的行動。例如家長在公司工作時, 也

可透過 App 來查看家中的空氣質素, 按需要來調節風量, 確保家中的嬰幼兒及長者在一個潔淨清新的

空氣環境生活。 
 更個人化、更切合用戶的使用習慣 –用戶可透過 App 即可設置預約, 自由設定開機及關機時間。例如

每天下班後, 約7時便回到家中, 可設定淨化器每天下午六時自動開機, 在你回家前已把空氣淨化, 保障

健康。為了保障員工的健康, 只需設定預約時間, 即可於各同事上班前, 預先淨化工作空間, 並於下班時

自動關機, 更方便及減省人力資源來管理。 
 易於管理 – 用戶可新增多台 MEDAIR 空氣淨化器, 便可操控及管理數台空氣淨化器, 亦可查看每個

地方的空氣質量。同時, 可以把操控權分享給其他用戶。 
  
高效益, 高技術 CADR 高達 639m³/h (608 系列) 
超越同級空氣淨化器, 成本效益更高, 同時解決他們

無法處理的空氣污染物問題而設計 
CADR 反映出淨化器每小時可以輸出多少潔淨的

空氣量, 數值越大, 效能及使用面積越大 
  
２個系列, 4 個型號 PM2.5 即時資料監察 
專業設計打造: ２個不同系列 408及 608, 4個不同型

號隨時自行變更加強針對不同環境或情況轉變所帶

來的不同污染物 

市場唯一設有 PM2.5 即時資料監察顯示系統, 365
日 24小時實地即時個人化資料監察, 提供使用者于

使用時更清楚所在環境之情況, 用得更安心 
  
特大使用面積 反映真實環境情況作出提示 
２個系列 408 及 608 特大使用面積由 200-300 平方

尺及 650-950 平方尺, 同時提供最佳每小時淨化室內

空間達 3-5 次 (3-5 ACH). 如使用於更細小空間時, 
ACH 增加而淨化效果更快更佳 

按實際使用環境之污染程度提示清潔淨化倉, 比一

般單靠時間制提示更換過濾網更能反映其真實環境

情況及需要, 隨時清潔淨化倉, 立刻回復最高淨化

效果, 保持全天候最高保護 
  
過濾細至 0.01 至 0.3 或以上微米 備有 5 段風速及按空氣質素而自動調節風速 
為您室內去除細至0.01至0.3或以上微米的微塵等可

吸入懸浮粒子，包括微細煙霧及霧霾 
備有 5 段風速調節, 或配合空氣監察模式來根據空

氣質來自動調節風量 
  
即時殺滅細菌及病毒 可移除式滑輪 
非一般HEPA過濾式設計般簡單(阻隔細菌於濾網上), 
MEDAIR 即時殺滅空氣中的各種細菌及病毒(使細菌

及病毒即時被高壓靜電碳化而死) (包括細於 0.3 微米

以下一般 HEPA 過濾網不能處理的病毒) 

堅固耐用的可移除式不銹鋼帶鎖滑輪，讓用家隨意

把 MEDAIR 移動到不同角落使用, 日間在飯廳, 晚
間在睡房.... 

  
分解有害化學氣體 智慧時段運作程式 
分解多種不同有害化學氣體，如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 及甲醛 (HCHO) 等 

24 小時內多達 3 個智慧時段運作程式選擇, 開機關

機自由設定 
  
快速去除異味 超靜音及省電 
快速去除異味如煙味, 裝修味, 垃圾味, 廁所味, 廚
房味及寵物味等空氣問題 

超靜音及省電設計, 使用時比一般睡房分體式冷氣

機更寧靜, 而耗電量則如一般電燈泡般 
  
可清洗式淨化過濾倉 多項測試報告 
可清洗式高壓靜電淨化過濾倉設計, 安全、堅固、耐

用及易於清潔 
MEDAIR 通過多項國際安全測試, 多項專利設計及

多個效能測試報告證實其高效之淨化效能 
  
永久不須更換消耗品 信心表現 
環保設計，MEDAIR 之"Electro Chamber"永久不須更

換消耗品如 HEPA 過濾網, 大大減低日後之使用成本

產品信心表現: 3 年電子元件及 5 年電機免費保養 

  
 



 Specification 

 Model MEDAIR 408 MEDAIR 608 

Applicable Area 200 – 400 ft2 650 – 950 ft2 

 Max Air Volume 320 m³/h 650m³/h 

App Yes Yes 

 wifi Connect to wifi Yes Yes 

 Pre-filter 1 2 

 Electro Chamber 1 2 

PCO Filter 2 2 

UV Yes Yes 

 Yes Yes 

LED  
LED Touch Display Yes Yes 

 Power AC220V;50Hz AC220V;50Hz 

 Voltage 10 - 34W 10 - 58W 

 Nose 60dB 70dB 

 CADR 204m³/h 639m³/h 

CCM P4 P4 

 Energy efficiency  High efficiency  High efficiency 

Size 590×195×405mm 425×260×990mm 

 Weight 9kg 19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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