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aSan+
多功能消毒自动机器人





新型病毒介质尤其是冠状病毒层出不穷，导致人们在有机物长期存活并增
加感染风险的环境内对病毒源介质传染更加关注。

Easy Automation 公司通过其机器人领域的能力，推动了机器人开发，使
之能够在各类规模环境内自动循环，应用特定程度的消毒和杀菌流程。

本工业可以衡量消毒效率的对数级别，从而显示杀菌之后消灭的病原体相
对数目。
为了更好地理解效果，我们汇报了在拥有一百万病原体的房间内存活的生
物体数目。

手动消毒通过传统的抹布喷射系统完成，精密性可高可低，但是通常由于
诸多原因而无法更好地保证1-LOG。

消毒剂不应该堆积在所有表面上

而应该在被移除前作用于表面上
特定时间（通常为5至20分钟）

操作员需要留意对喷洒进行检查

仅作用于表面

级别 1-LOG 2-LOG 3-LOG 4-LOG 5-LOG 6-LOG

杀灭的病原体 90% 99% 99,9% 99,99% 99,999% 99,9999%

存货病原体 (ppm) 100.000 10.000 1.000 100 10 1

手动喷洒的局限性
• 不是所有表面都需要
弄湿

• 喷洒取决于操作员的
注意力

手动消毒的限度





RaSan+ 自动驾驶室消毒机器人，能够识别操作环境，自动生成地图。

通过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操作员可以规划干预区域、喷洒方法和时间，
从而确定所需的消毒级别，收取量化客观报告。

我们的健康不容随意！

RaSan+ 依据环境特征，会采用不同的消毒系统

臭氧 紫外线 过氧化氢

级别 1-LOG 2-LOG 3-LOG 4-LOG 5-LOG 6-LOG

杀灭的病原体 90% 99% 99,9% 99,99% 99,999% 99,9999%

手动消毒

RaSan+ UV

RaSan+ H O 局部

RaSan+ H O 饱和

消毒 杀菌



紫外线 (UV-C)

臭氧 (03)

雾化消毒剂和过氧化氢 (H202)

• 最有效的杀菌系统直译
• 无需更多操作 (清洗或通风）
• 对所有暴露环境均有效

臭氧是一种简单的饱和溶剂
适用于复杂环境

• 在至多300m³的密闭环境内 雾化H2O2 

• 结合UV-C 用于局部消毒
• 对所有饱和环境均有效
• 可以喷洒于局部关键区域

RASAN+  |  如何消毒



热像仪

映射

日期

升降电梯的自动管理

热像仪 用于检查访客

自动映射环境
并确定消毒任务

含过程检查的报告 用于确保消毒
流程、UV、PPM臭氧或PPM HO辐照测
量正确，此外还检查微气候环境

RASAN+能够在不同高度移动
呼叫升降电梯。

RASAN+  |  如何消毒 RASAN+  |  不仅仅是消毒

可移除

用于改善横向表面辐射
可以自动抽出的柱子



• RaSan+ 最初会映射工作区域，检查区域内表面和元件 (家具、书桌、座
椅、床等)

• 操作员会在平板电脑上识别消毒的位置和动作。
• 通过具体名称存储活动
• 活动会在被调用时执行。

• 操作员选择活动
• 核对清单
• 下令执行活动
• 在完成时，RaSan+会发送可打印的消毒图像报告，后者含有确保安全进
入的环境值。

• RaSan+ 安排下一个操作

RaSan+可以在房间不用时，比如晚间执行工作，从而确保环境在早上已
消毒。

映射

筛选 核实 执行 报告 转移

确定位置 存储活动 执行活动

公共房间 体育馆学校建筑 医疗场所办公室 商业中心

RASAN+  |  使用简便

执行活动

准备

喷洒地点



UV-C带可以消灭细菌、病毒、真菌、孢子、霉菌和螨虫，摧毁其DNA，
并且抑制器繁殖。
UV C技术是性价比最优的物理杀菌法，其生态环保，而且和化学剂正好相
反，可以抑制一切微生物，且不造成阻力。

在RaSan+上安装了强大的UV-C灯后，就可以达到1000 J/m2的辐射密
度，确保大部分细菌、病毒的消毒效果介于3-log和4-log之间。
此外，辐射组件可以按照计划放置，确保阴影区域减少。

消毒物质的雾化是使用最方便的关键区域雾化喷洒系统之一，代表了整合
RaSan+的最优组合之一。

关键点如下
• 使用的15 micron雾化可以减少湿度
• 和UV-C系统结合后，可以对所有阴影区域进行杀菌。
• 雾化器可伸缩，并且可以朝向各个位置

操作时间 4h | 喷嘴自由度为6的控制 | 最大雾化流量0.5 l/min | 10 L水箱

重量 115 Kg | 操作时间 4 h | 减少阴影区域的自动组合灯高度 (从600 mm至 2200 mm) | 360°喷洒 | 充
电时间 1h | 集成安全回路

RASAN+  |  使用简便 RASAN+  |  技术表

类型 用途 环境 时间 注释

UV-C (U) 医院/办公室 100 m2 20’ 4方位

UV-C (U) 走廊 长度 2.5 m V=2 m/min

UV-C (U) 超市走道 宽度 2.5 m (1+1) V=2.5 m/min

UV-C (U) 柜台/ 书桌/ 床 直径为4m 5’/ V=1 m/min

UV-C (U) 柜台/ 书桌/ 床 直径为6 m 8’/ V=0.7 m/min

U-RASAN+ (UV-C)

RASAN+ (局部雾化)



过氧化氢H2O2的饱和雾化是达到6-Log，对操作间或药物生产区等关键区
域消毒的最安全系统。

喷洒需要在操作员呼叫后执行，后者需要检查环境是否合理关闭，可以进
行饱和喷洒。
RaSan+内的监控系统可以检查停留时间内达到的H2O2的实际ppm，检查
已达到的实际消毒值。

操作时间 4h | 最大雾化流量 50 ml /min | 5 L水箱。| 可喷洒的最大体积 300 m3

臭氧喷洒是另一个抑制病原体的系统。就算在此情况下，也可用于饱和
环境，安装在RaSan+上，利用其便捷性，从而实现环境内更好的喷洒分
布，并且偶尔处理下教室、办公室等临近区域。

臭氧除了可以消毒，还可以除掉环境内的异味。RaSan+内的集成系统可
以实现臭氧的均匀分布，确认实际达到的饱和值，并且在环境足够安全，
人们可以进入时通报。

U-RASAN+ (H2O2饱和雾化)

U-RASAN+ (臭氧O3)

RASAN+  |  技术表

类型 使用类型 估计时间 注释

UV-C (U) 医院杀菌 20分钟 运动有助于减少阴影区域

雾化（N） 消毒
10 / 20 min
视产品而定

还可以在初始阶段的擦干之前
使用   可以 结合UV-C使用。

过氧化氢雾化器 (A) 医院杀菌 30 / 60 min 可以 结合UV-C使用

臭氧（O） 消毒 40 / 90 min 可以 结合UV-C使用

喷洒类型



RASAN+  |  技术表 RASAN+  |  使用优势

避免感染操作员

机器人喷洒

规划喷洒区域

持续监控

含检验报告的受控喷洒

在场所停用阶段内自动喷洒



Easy Automation srl

Via Sassuolo snc
00071 Pomezia
06 52364774

www.rasan.e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