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环保型 专业用 除臭剂 

 

 

 

 

 

 

 

 



Leading 牌专业药剂介绍 

 

 

Leading药剂的主要原料来自天然植物如树木、花草等。采用纳米技术等特殊的加工工艺生产而
成。根据各不同需求，我司提供高效专用药剂。有适合用于如垃圾处理厂，废水处理、铸造厂、堆
肥、制革厂，等等地点清除由于有机质（动植物）腐败变质或者是无机物（如矿物质）等生成的不
良气味的工矿企业用品；也有适合于房屋（洗手间）、医院、酒店、老人院、餐馆等环境的民用药
剂。除液态浓缩除臭剂，我司还提供干粉状除臭剂。除天然除味剂外，用户还可根据需要选择包括
桂花、樱桃、柠檬、薄荷在内的十几种香型。 

Leading药剂之所以能快速高效地除臭是由于其有效成分能通过离子作用直接中和臭味源的臭味
因子。Leading药剂可以消除不同气味，无论其源泉是什么。该药剂可将有机质或无机质气味源提升
到一个高氧化级，而高氧化级物质没有不良气味。与市场上很多其它产品的重要区别在于：Leading
药剂不是阻隔臭气，而是从源泉中和、抵消不良气味 - Leading药剂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抵消式除臭
剂。 

我们的生产厂从 1952年就开始在美国生产顶级除臭剂。我们的独特生产工艺、高效浓缩药剂多
年来成为很多厂家的模仿对象。然而，仿制品终究无法达到 Leading药剂的强氧化、捕捉臭味因子
的功效。 

Leading药剂是严格按着环保要求生产的属于非危险品，满足美国联邦政府的各项文件中对非危
险品的要求（包括加州）。产品对于环境方面没有任何的负作用，完全是可以生物分解的。表面起
作用的物质不含磷。 

使用方法：垃圾场/垃圾填埋地 – 混合 1升浓缩剂于 2000升（1:2000）清水制成喷雾剂。喷雾量
为每公顷 4675升喷雾剂（约 0.47升/平方米）。喷雾频率需根据除臭效果试验调整而定，一般是从
每天一次到每周一次之间找出适合当地情况的喷雾频率。使用本制剂时应避免同时使用除草剂或消
毒剂。 

地毯/毛毡清洗除臭剂 – 使用 15毫升浓缩剂勾兑 3.8升清洗剂混合而成。 

硬表面清洗 – 使用 30毫升浓缩剂勾兑 3.8升清洗剂或混合而成。  

商用洗涤 – 每 50公斤衣物用 60毫升浓缩剂（加 250升水），在最后冲洗时加入。  

注意事项：不要使药剂接触眼睛（操作时应带防护眼镜）。一旦接触，用大量的水冲洗。如果仍有
刺痛感，马上去医院（戴上本说明）。假如食入对身体有害。应防止混入食物。防止儿童接触。本
制剂为工矿企业专用品。  

主要成分: Octylphenoxypolyethoxylethanol CAS #9036-19-5, Isopropanol CAS #67-63-0, 
Dipropylene Glycol Methyl Ether CAS #20324-32-7, Petroleum Distillates CAS #64741-65-7, 
Water CAS #7732-18-5. 

产品包装：18.9 升（5加仑）小桶，208升（55加仑）大桶 

 

 

 



 液态除臭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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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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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垃圾处理厂，废水处理、铸造厂、堆肥、制革厂，等地

点清除由于有机质（动植物）腐败变质或者是无机物（如矿物质）等

生成的不良气味的工矿企业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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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有18.9 升（5加仑）小桶，208升
（55加仑）大桶两种包装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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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有18.9 升（5加仑）小桶，208升（55加仑）大桶两种包装可供选择。 

香型 桔香 花香 樱桃 

产品代号 #208 #209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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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仑瓶，每箱4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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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柠檬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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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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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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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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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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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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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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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

色 
白色 蓝色 蓝色 绿色 白色 蓝色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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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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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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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罩颜色 白色 蓝色 蓝色 绿色 白色 蓝色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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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 白色 蓝色 蓝色 绿色 白色 蓝色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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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 #509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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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仑计量的产品，每箱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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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还提供散装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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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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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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