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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发布 

松下双重庆祝，双重里程碑 

 

吉隆坡，2018 年 7 月 17 日 – 松下(Panasonic)于 2018 年在全球庆祝两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是成立

于 1918 年的松下欢庆 100 周年，另一个是成立于 1958 年的松下空调欢庆 60 周年纪念。    

松下空调参与 7月份的 REVAC 2018是东南亚重要的制冷、通风及空调展览和论坛活动。全球暖通空调

(HVACR) 专业人士云集于此参与这场盛会。 

松下亚太董事经理 Takehiko Ryu 表示，为满足客户需求，松下将秉持“A Better Life, A Better 

World”（“更美好生活，更美好世界”）的理念，持续创新未来技术。对于下一个 100 年，松下的目

标是成为家居行业的主要品牌，松下空调将在商用解决方案上进一步展开扩张计划，成为亚洲地区的战

略性业务品牌。   

他指出，空气质量对每个人而言都很重要，因为每人每天呼吸的空气为大约 18 公斤。松下空调通过最

新的全球计划“Quality Air for Life (QAFL)”（“提高空气质量，享受美好生活”），致力于提高室

内空气质量。 

“我们将在展览上的 QAFL 演示展位对该计划进行深入解释。“QAFL” 旨在利用松下的空气调节和通风

技术，通过温度控制、湿度控制和空气净化，以提供更清新、更洁净的空气，营造更舒适的居住环境。”  

小型办公室（SOHO – Small Office）或家庭办公室（Home Offices）是利用空气调节和通风解决方案

的较好例子。二氧化碳管理 （CO2 management）确保了良好的空气质量，营造舒适的工作环境，进而提

高员工生产率，这正是纳米技术（nanoe
TM
）提供清新、洁净和舒适室内空气的功效。  

另一个例子是客房少于 100 间的精品酒店。QAFL 可提供通风良好的空气循环，以确保空气保持新鲜和

洁净。它也有助于去除多余湿气，因此有效抑制床上霉菌和螨虫的滋生。松下空调配备的纳米技术，可

有效清除强烈的气味，灰尘颗粒，营造愉悦舒适的居住空间。  

什么是纳米技术? 它是一种独有专利技术，可有效除臭，抑制细菌和病毒的滋生，还可清除小至 PM2.5 

的灰尘颗粒。纳米技术适用于家用和商用空调。展览上将提供更多有关纳米技术的资讯，或请浏览

www.panasonic.com.my   

连接解决方案是松下空调在 2018 REVAC 展览的主题之一。松下也将展示其各种连接解决方案，提供更

灵活和更智能的方式，让用户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管理空调的清爽舒适度和节省能源。  

松下空调推出 Comfort Cloud 应用程序，这是专门为住宅和小型企业设计的产品 – 只需一台手机或平

板电脑就可连接多达 200 台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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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SMARTIFY YOUR AIR 为宣传口号，新的无线局域网提供：  

• 智能节能：分析和对比能源消耗，节省能源 

• 智能助手：接收错误代码通知  

• 智能企业控制：集中控制精品酒店和 SOHO 等企业的空调 

松下空调与 Schneider Electric公司的结盟，简化系统安装与连接，使得松下轻型商用空调具备即插

即用连接功能的 VRF 系统构建建筑能源管理系统(BEMS)。  

松下空调也展示其最新的柜式空调。其室外机已重新设计，尺寸更为小巧，重量更轻，通风管更长。为

零售和轻型商业空调提供容易安装、节省空间、方便维修的理想解决方案。 

对于大型商业应用，松下可变制冷剂流量(VRF)系统是针对节能、易于安装及高效能进行的专门设计，有

多种控制器、室外机及室内机可供选择。室外机配备了特别耐用的蓝翼压缩机，运行温度最高为 52 摄

氏度。  

 

About PAPASEMY  

Panasonic Appliances Air-Conditioning System Engineering Malaysia (PAPASEMY) is a one-stop BtoB solution 
center for commercial air-conditioning systems that unifies the sales and engineering teams for building owners, 
developers and corporations covering: Research &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AC Design & Planning, 
Corporate Planning, Sales, Logistics, Delivery and After Sales Service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PAPASEMY 
Services, please call us at 03-7932 4180 or visit website at aircon.panasonic.com  

About Panasonic Malaysia 

Panasonic Malaysia Sdn Bhd is a sales, service and marketing company for the Panasonic brand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ranging from audio visuals, home appliances, air conditioners, indoor air quality, solar 
business, digital & video cameras, professional broadcasting equipment, system solutions, telecommunications, 
health & beauty care, batteries and lightings. All Panasonic products are available through our authorised dealers 
nationwid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Panasonic brand and products,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panasonic.com.my 
or call our Customer Care Centre at 03-7953 7600. For press members, download event and product press 
release and photos at www.pmpressro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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