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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wrapping (tear-and-seal) portable toilet

Wrappon Division, Nihon Safety Co., Ltd.
11F,Ichibancho Tokyu Bldg. 
21 Ichibancho,Chiyoda-ku,Tokyo 102-0082 JAPAN
Phone : +81-3-6369-2223
E-mail:kaigo@nihonsafety.com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NIHONSAFETY CO.,LTD.
These product descriptions are effective as of December 2011. For product improvement purposes, the specifications and external appearance may be changed without prior notice.

    Contact Information     Agent

Katameru polymer 
special coagulant

Film roll

Moist tissue

Battery LIB5 -DX

DC cable Type B

產品名稱 Wrappon- 自動封包攜帶式便座 Trekker3 型

尺寸 組裝後：440mm(W) x 460mm(D) x 400mm(H)

 組裝前：440mm(W) x 460mm(D) x 270mm(H)

重量 本體：約 12Kg，變壓器：約 600g

材質 本體及腳架：鋁合金，座墊：聚丙烯

電源 AC 100±10V，50-60Hz，或 DC 12V

功率消耗 75W ( 電池模式 / 並未包含在基本定價 )

Product 產品

Consumable Supplies

產品名稱 Wrappon-Trekker3 型用聚合物專用凝固劑

型號 C0C0P001J

材質 高吸水性聚合物 (1 盒 /425g/50 包，113(H)x106(W)x95(D))

產品名稱 Wrappon-Trekker3 型用膠卷

型號 C0F150C1J 

材質 5 層結構氣味密封聚乙烯膜 ( 約可使用 50 次 )

產品名稱 濕紙巾

型號 C0WT0002J 

材質 無酒精，無香精，可沖馬桶

附屬配件

產品名稱 充電鋰電池 LIB5 DX

電池功率 75W

尺寸 748mm(W) x 30mm(D) x 181.8mm(H)

電池 鋰離子聚合物電池 ( 鋰電池 )

充電時間 約 4小時

附屬電源配件

產品名稱 DC 轉接器 Type B

規格 12V ( 當使用汽車的點菸器當電源時 )

Armrest frame

產品名稱 Raku-arm 2 (Trekker3 型專用便座椅架 )

型號 RASER201JH

尺寸 625mm(W) x 681mm(D) x 705mm(H)

 扶手高度：420,615,645,675,705mm

 靠背高度：705mm

重量 約 9.5kg

材質 骨架：鋼；底盤：聚丙烯；扶手：熱塑性彈性體

產品名稱 Danbee 2 ( 組合式廁所 )

型號 DBDH0002J

尺寸 組裝後：900mm(W) x 900mm(D) x 1800mm(H)

 組裝前：1040mm(W) x 140mm(D) x 1835mm(H)

重量 約 10kg

材質 牆壁：瓦楞紙版；地板及天花板：波狀塑膠板；螺絲：塑膠

Prefabricated room

型號  BALPL5DXJH

重量  約 580g

LED 充電提醒指示 5 階段的指示器

輸出電壓  DC 14.4V

USB 輸出  DC 5V，最大 2000mA

型號  C0CCB10MS

長度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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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appon- 自動封包攜帶式便座Trekker 3
可以有效減少異味及髒亂！
一個全新概念的創新可攜式便座，可以在不使用水的情況下，將排泄物 ( 廢棄物 ) 及異味完全密封。

此便座的操作是十分乾淨和衛生的，因為每次使用後排泄物 ( 廢棄物 ) 就會立即被密封。

在緊急情況時，此便座可以使用專用電池或利用汽車內的點菸器來當作電力來源。

十分具有功能性的Wrappon- 自動封包攜帶式便座 Trekker 3，無論是在日常生活或緊急情況下皆可使用。

一個乾淨且安心的如廁環境是非常重要的！接下來，讓我們介紹Wrappon- 自動封包攜帶式便座 Trekker 3 可以怎麼幫助您。

1 自動封包機制
由日本Nihon Safety 公司所研發的自動封包系統，可在每次使用

完畢後利用熱壓接合將垃圾密封，且不需使用水。(*1)

Since after each use, the Wrappon Trekker 3 remains clean and is 

easy to maintain.

在每次操作完畢後，Wrappon- 自動封包攜帶式便座 Trekker 3 可以

持續保持乾淨且容易保養。

2 專用除臭膠捲可隔絕異味及細菌
利用專用除臭膠捲隔絕異味及細菌。

當膠捲把排泄物及病原菌完整地封包後，便可降低二次感染的可能性。(*2)

便座專用膠捲的材質是聚乙烯 (PE)，因此在燃燒時不會產生任何有毒氣體。

便座膠捲的丟棄方式跟尿布一樣。(*3)

3 輕量、多功能性且易於攜帶
便座本體是由鋁合金所組成，即是被刮傷也不易損壞。且非常容

易保養。

Wrappon- 自動封包攜帶式便座 Trekker 3 為輕量且易於攜帶 (移動 )

的商品。

當沒有使用時，可以將機器疊在一起，以節省空間。

4 緊急時可使用附屬配件
當停電沒有電力來源時，便可使用附屬配件。

輕巧尺寸的鋰離子聚合物電池 ( 鋰電池 ) 及可用於汽車的 DC轉接器，可以

容易的與 Trekker 3 做連接。

5 有可靠數據證明的專用膠捲與凝固劑
我們進行了許多測試，來確認專用膠捲是否真的會隔絕異味及細菌。

下圖證實專用膠捲可以有效的阻隔異味及細菌。

細菌消除效果 ( 大腸菌屬 )

凝固劑 +專用膠捲

細菌消除效果

細菌消除率：超過 99%

隔 絕 效 果 除臭效果 ( 硫化氫 )

在膠捲中的細菌

在膠捲外的細菌

隔絕效果為 100%

無凝固劑 +PE 膠捲

使用凝固劑 +專用膠捲

可使異味保存在膠捲

內一段時間。

6 Easy to use

* 以本公司的研究數據得到以上的結果。*測試結果是使用無破損的膠捲。

在使用前，請先加入專用凝固劑。

此凝固劑會吸收尿液或排泄物中的水分。

加入專用凝固劑
當使用完畢後，按下遙控器的按鈕。

機器會自動的滾動除臭膠捲，並開始將尿液

及排泄物進行密封。

接著，不需要動手膠捲就會自動完成封包及

裁切。

按下遙控器按鈕
當封包結束後會聽到嗶嗶聲，整個封包過程

約 90 秒。

最後，只要將機器下方的廢棄物托盤拉出，

將垃圾丟棄即可。

丟棄封包完畢的垃圾

*1 建議盡速將封包的垃圾丟棄，因為塑膠膠捲無法長時間的隔絕異味。*2 Wrappon- 自動封包攜帶式便座 Trekker 3 無法 100%的隔絕感染性疾病。*3 可詢問當地政府機構了解丟棄廢棄物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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