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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梗概

1. EVE 在地毯清洁设备布局规划是什么？

EVE 在地毯清洁设备细分行业的产品布局可分为三大板块：第一是小面积家用地毯的日常清洁以及维护设

备、第二是商业大面积地毯清洁以及维护设备、第三是地毯清洁设备的新理念、研发以及推广。

2. EVE 在地毯清洁设备细分产品上的理念是什么？

EVE 在地毯清洁设备细分产品上的理念是完全自主研发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过程中都

有别于传统的地毯清洁设备；EVE 地毯清洁设备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地毯特殊的物理特性，我们研发工程师设

计设备之初务必在理念上让地毯清洁设备保护地毯的前提下安全、健康、快速清洁地毯， 而不是像传统清洁地

毯设备在破坏地毯的前提下来清洁地毯；这也是 EVE 地毯清洁设备有别于其他公司地毯清洁设备的优点所在。我

们的最终目的是借助技术和设计的力量创造一个没有化学药剂伤害的、节能环保的地毯清洁环境。

总结： EVE地毯清洁设备在保护地毯的前提下清洁地毯，而不是在破坏地毯的前提下清洁地毯。

3. EVE 地毯清洁设备的研发和发展趋势是什么？

EVE 地毯清洁设备产品工程师专心研发和设计在不使用任何化学药剂的前提下安全、健康清洁地毯，只是运

用设备的物理运转原理以及在保护地毯的前提下清洁地毯，为消费者提供一种全新的安全、健康、环保的地毯使

用和清洁方式。我们的目标是：安全、健康、快速深度清洁地毯。

4. 传统地毯清洁方式和危害是什么？

请消费者认清如下传统地毯清洁方式和区别：

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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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VE 新型地毯清洁设备上采用哪些专利技术来实现设备功能设计目标？

EVE 专利地毯清洁设备目前采用三种专利技术来实现设备功能：第一：离心轨道技术(Orbital Tech)、第二：

旋转喷扫吸技术(TREX Tech)、第三：逆向双轨技术(CRB Tech)；

我们工程师根据地毯清洁使用场景和目标的不同， 分别将这三项核心技术运用于不同的设备中来帮助客户

解决地毯清洁问题；我们会在下面的问答中逐步介绍三项专利技术的秘密技术精髓所在。

6. EVE 在地毯清洁设备细分行业拥有哪些专利以及集团未来技术专利研发方向是什么？

作为 EVE“技术护城河”的专利，截止 2020 年 1 月 1 日为止，集团公司地毯清洁设备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登

记备案的专利技术如下：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法律状态

1 2019100305337 喷扫吸一体深度清洁地毯设备 发明专利 有权

2 2018114735961 清洁设备盘刷椭圆轨道运行离心组件 发明专利 有权

3 201810248180.3 地面清洁机盘刷 发明专利 有权

4 2018220232109 清洁设备盘刷椭圆轨道运行离心组件 实用新型专利 有权

5 2019200581262 喷扫吸一体深度清洁地毯设备 实用新型专利 有权

6 201820404192.6 地面清洁机盘刷 实用新型专利 有权

7 201830696489X 离心组件 外观专利 有权

8 2019300174543 旋转地毯清洁机 外观专利 有权

9 2019300174134 旋转地毯清洁头 外观专利 有权

10 2019300174986 地毯清洁盘刷 外观专利 有权

11 201830065505.5 扫地机 外观专利 有权

12 201830065516.3 扫地机 外观专利 有权

13 201830197151.X 扫地机刷盘 外观专利 有权

14 201830197443.3 扫地机刷盘 外观专利 有权

15 201830327710.4 楼梯清扫机 外观专利 有权

集团公司未来专利研发计划：2020 年 10 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4 项、外观设计专利 6 项）

2021 年 10 项专利（其中研发方向倾斜汽车内饰软装清洁设备）

7. EVE 新型地毯清洁设备目前的技术水平以及在国际同行之间的地位如何？

目前根据国内以及国际市检测盒对比结果显示：我司专利新型地毯清洁设备在设计理念以及技术水平上远远

领先国内外同行，遥遥领先国内外同行目前产品力，属于细分地毯清洁设备和服务行业顶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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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司在研发费用上面的持续大力投入，地毯清洁技术和设计领先的现状将在未来五到十年内还将持续并

将与竞争对手的差距拉大。保持 EVE 在地毯清洁细分产品领域绝对的领导地位和技术优势。

--------------------------------------------------------------------------------------------------------------------------------------------------------------
地毯专业清洗十大误区

8. 去污药剂选用不当？

即在去除特殊污垢时，使用了错误的清洁剂。对于油漆、油脂、焦油、口香糖、黏合剂、鞋油或指甲油等，

通常采用溶剂型清洗剂加以去除；而对于咖啡渍、茶渍、锈迹及水锈等，则与酸性清洗剂作用去污效果较好。为

了慎重起见，在使用清洗剂去污前应先进行试验。当你对污渍的组成还不是十分有把握时， 应选用通用的水基

型除污剂。试验时应先在污渍的中心处小心地涂一些水基除垢剂并避免其扩散，然后用白色的厚绒布毛巾轻轻蘸

取，使污渍转移至毛巾。如不能奏效，则换用溶剂型清洗剂进行喷雾清洗，然后用酸性清洗剂漂净。使用酸性清

洗剂一般采用轻微喷雾或毛巾蘸取相结合的方式。对于水渍、咖啡渍或茶渍而言，采用 1:5 经水稀释后的酸性

清洗剂就十分有效。对于大多数的污渍而言，通过选用合适的清洗剂采用以上的除污方法一般都能慢慢除去。

9. 对地毯损伤过于严重？

如果选用的清洗剂不能及时与污渍反应，则应终止清洗并更换清洗剂。使用盛装去污剂的喷雾器触发器轻擦

污渍一般对地毯磨损不大。但一般的刮刀、强力硬毛刷或用力的揉擦都会对地毯纤维造成损坏。

10. 在清洁前未对地毯做认真的预查？

清洗前，应首先检查地毯上有没有明显的被损伤的痕迹，因为将时间花费在处理烫伤痕或地毯本身的褪色问

题，对地毯的清洁毫无意义。你不妨多花些时间和精力处理地毯严重脏污的局部，因为这种溶垢试验将有助于你

正确选择清洗剂和清洗程序，进而帮你准确估计清洗时间。

11. 不能准确地对污垢和地毯纤维结构的预判，未对地毯严重污染的部位进行预吸尘？

污垢及地毯纤维的结构不同，所选择的预处理剂也不同。羊毛地毯要求在低 pH 条件下清洗；而毯背部的水

平环状胶垫为烯烃类物质，适合采用特殊纤维的预处理剂清洁 ；饭店用地毯适合选用含酶的预处理剂清洁。另

外，若清洗前地毯未经吸尘处理， 则应增加彻底吸尘的清洁程序，对于商店用地毯或户外地垫而言，这一点就

显得更为重要了。因为如果你忽视了这点，即不预先为地毯预吸尘，清洗结束后你可能会在那些污渍沉积严重的

地毯背面发现一些少量的、尚未完全与清洗剂反应的污垢。

12. 温度、湿度、清洁药剂控制不当？

众所周知，提高地毯清洗时的热水萃取温度将有利于油脂的溶解及去除。预喷雾及预擦拭时，应注意控制湿

度不能太大，这样可使污垢变得疏松、容易去除。地毯如果湿度过大或潮气太重，则易回潮；如果化学残留物过

多，则日后更易吸收灰尘、藏污纳垢。

13. 抽吸清提前的预喷雾或者预擦拭操作不当？

对于附着有重垢的地毯而言，清洗过程一定要强劲有力。通常采用热水抽提，并配以具有较强去污力的 1% 的

清洗溶液和强有力的搅拌。换言之，对于那些脏污程度较为严重的地毯，如直接进行普通的清洗，地毯会变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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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湿，此时若再对湿地毯进行预喷雾除垢，无疑除垢剂会立即被稀释 50％，此时再按照程序进行必要的设备清

洗，预喷雾除垢的作用已变得微乎其微。总之，采用预喷雾除垢，除垢剂应与地毯上的污垢有充足的反应作用时

间。采用加罩闷洗、刷洗进行预擦拭，可提供额外的机械搅动，以疏松重垢。

14. 机器运行速度与地毯的脏污程度不匹配？

通常情况下，地毯脏污程度越重，清洗机器运转的速度应控制得越慢，而且需要进行多效多段清洗。专业的

地毯清洗商一般会根据被清洗对象的脏污程度，不断调整机器的运行速度和清洗剂的用量。大多数的清洗抽提设

备都有一个清晰的窥视镜，用以观察和监控抽提出来的清洗废液的脏污程度，清洗操作工可根据观察的情况判断

清洗终点。虽然地毯清洗过程是清洗技师借助清洗设备完成的，但清洗过程的开始和结束、机器运转速度的快慢

等都需由技师的眼睛确定，不过要想达到尽善尽美还有一定的难度。

15. 热水抽提过程控制不当？

由于热水抽提清洗设备强力刷头分配清洗溶液的能力很强，所以机器喷嘴及加料器的堵塞常常不容易被发

觉。只能通过设备在干燥、未密封运行时的周期性检查来观察喷头的喷雾状况。通常采用锥形而不是扇形喷雾模

式，更有利于清洗液的吸空。因为此时设备为新的，通过这种形式能较好地记录喷雾的射流的宽度、长度和压力。

当然泵压的减弱、空气的泄漏等都会不同程度地降低喷雾的喷射压力。设备运行时，操作工应注意倾听和判断，

确保刷毛适宜的旋转速度。当强力刷头发生故障时，应及时对设备进行维修。一般来说，真空泄漏常常发生在设

备拱顶和吸入管内，而管道则容易被障碍物堵塞。由于地毯的吸水能力不同，清洗剂的回收率也不同，尽管有时

回收率可能低于 80％，但使用机器清洗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16. 清洗系统的临时恢复性清洗过程调整不当？

一些临时性的方法，如泡沫的干洗等都能对中等的污垢起到较好的去除效果，但却不能有效地从地毯上冲洗

掉淤泥、油污及清洗剂残留。如果加罩闷洗不能产生满意的结果，则有必要采取临时性清洗措施。经验丰富的专

业人员往往能根据地毯的脏污程度，调整适宜的清洗程序。无论何时采用热水抽提，只要清洗后立即进行加罩闷

洗，清洗效果都会显著提高。清洗过程中特别的停顿，能使附着在地毯上的污垢疏松，但加罩闷洗能对这些污渍

残渣进行有效处理。另外，在抽提过程中未能彻底反应的污渍，也很容易通过加罩而被处理掉。所以对于何时停

止抽提而开始加罩闷洗，就需要通过操作人员娴熟的技艺来判断。通常情况下，后续的加罩闷洗能有效地改变地

毯表面的状况 10％～20％。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加罩闷洗必须在抽提清洗停止后 20 min 内进行，否则地毯将

逐渐变干，二者的协同效应将不复存在。对于容易褪色的地毯而言，在进行加罩闷洗前，最好为地毯喷一些酸性

的溶液，并且需要进行吹风干燥。

17. 整个清洗程序控制失当？

地毯的纤维结构、颜色、脏污程度、清洗频率等都会影响到整个清洗程序的制定和实施。例如，深色的地毯

在进行加罩清洗之前，可以进行数次的局部去污处理。而浅色地毯，经过 1~2 次局部除污之后，就须进行全面

系统清洗。通过观察地毯上的频繁走动的区域可较客观地判断出地毯的脏污程度。有些地毯经过 3 次加罩闷洗

后，就需要进行抽提清洗。而另一些地毯可能需经 20 多次以上加阀罩闷洗后，才进行抽提式清洗。专业人士应

具备根据地毯脏污程度和清洗结果准确确定合适的清洗程序的能力。

18. 怎么样选择一款适合自己情况的地毯清洁设备？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我们；请根据需要清洁地毯的材质和面积来咨询我们受过专业培训销售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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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心轨道多功能地毯清洁机（T17D）

19. 什么是离心轨道多功能地毯清洁机？这款设备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离心轨道多功能地毯清洁机是 EVE 独家设计针对地毯特殊材质的一款地毯清洁设备，它采用专利离心组件把

电机的动力通过离心力的传导配合专利盘刷和超级纤维垫的配合来清洁和养护地毯。

离心轨道多功能地毯清洁机的工作原理可分为三步来解释：

第一：对离心力的理解。离心力是宇宙中存在的普遍物理学概念，表述的是动力按照离心规律的动力来传导

而非我们传统理解的直接动力传输，动力根据质量和运行轨迹的比例来按照自身需要进行调整。我们用一个容易

理解的例子来解释离心力的运行：地球最为一个球体在太阳的吸引下围绕太阳在运转， 但是地球围绕太阳运转

的时候不是圆形路线而是椭圆路线，这就是离心力的作用让地球按照太阳为中心的离心椭圆轨迹运行。我们设备

离心组件的发明和设计正是借鉴了宇宙中的这种运行原理。太阳就相当于我们电机传出的动力中心，地球就相当

于我们盘刷运行的动力中心。盘刷围绕电机动力中心做椭圆离心运动。

第二：设备动力传输路径。 电机 --- 离心组件 -- 盘刷定制地毯清洁垫

第三： 定制盘刷加定制超级纤维清洁垫对地毯进行清洁。

20. 离心轨道多功能地毯清洁机与传统的单擦机的区别以及优势在哪里？

区别和优势 离心轨道地毯多功能清洁机 传统单擦机

操作稳定性
稳定操作，无需专业培训，简单上手，人人可以

轻易操作

不容易控制、使用过程中容易对周边物体造成

伤害，需要专业的培训人员操作。

原理不同 通过专利离心组件传输动力 电机直接传输动力给盘刷

清洁面积 离心组件扩大了 40%的清洁面积 直接清洁盘刷运动圆周内的面积

效率高 离心力的作用提高了至少 25%-35%的清洁效率 效率按照圆周运动低下

多功能
地毯、地砖、抛光、地板、大理石、塑胶底等在

离心组件的加持下可以实现：一机多用
只用一个功能

特殊功能
离心力作用可以在保护清洁对象的前提下深度

快速清洁
通过打磨等破坏清洁地面的过程中清洁地面

地毯清洁

通过离心作用清洁地毯，可以实现地毯干洗的功

能，在清洁完地毯后可以立马投入使用，并且效

率很高，每小时可以干洗地毯 500-700 平米

不能清洁地毯，破坏地毯的物理结构

21. 离心轨道多功能地毯清洁机是如何工作的？

离心技术的加持保证了我们专利设计设备的工作稳定性和操作便捷性， 请使用登录我司官网观看我们设备

是如何工作的， 如有任何问题， 请咨询我司专业销售工程师，我们会为您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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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离心轨道多功能地毯清洁机由几部分组成？

离心轨道多功能地毯清洁机主要有如下主要结构件组成：

-- 人体结构学设计手柄

-- 15 升定制溶剂桶（颜色可选）

-- 溶液循环泵（流量：6 升每分钟、工作压力 6 公斤）

-- 不锈钢 304 支撑杆（38mm 直径）

-- 独特设计脚蹬

-- 10 寸免充气轮胎

-- 独特铝合金支撑架

-- 全不锈钢 304 底盘和硅胶防护圈

-- 1.5 马力日本定制电机

-- 专利离心组件

-- 专利定制刷盘

-- 专利超细纤维地毯清洁垫

-- 地毯清洁专用鞋套

23. 离心轨道多功能地毯清洁机基本参数？

-- 包装尺寸： 1325mm x 515mm x 785mm
-- 重量： 75 公斤

-- 质保期： 一年

-- 电机转速： 1420 转/分钟

-- 盘刷以及清洁垫转速： 离心力作用根据不同材质地毯

自动调节。

24. 离心轨道多功能地毯清洁机可以清洁多少地面？

本设备标配如下配件：

-- 一个专利红色针盘盘刷

-- 一个黑色坚硬地面盘刷

-- 两个超细纤维清洁垫

-- 定制地毯清洁鞋套

通过离心作用力和盘刷的更换， 本设备主要是运用到地毯的深度清洁和养护， 此外还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

清洁如下地面： 地板、地砖、大理石、塑胶地面、石灰地面、瓷砖地面等目前市场上常见的所有地面都可以使

用，本设备会在保护清洁地面的前提下快速高效清洁对象。

25. 离心轨道多功能地毯清洁机在操作使用过程中需要哪些注意事项？

-- 清洁地毯前务必使用公司标配清洁鞋套，防止地毯在清洁过程中出现二次污染。

-- 在不使用化学药剂的前提下能够清洁地毯污垢，就不要使用化学药剂。

-- 清洁地毯最佳水温： 40-60 度

-- 温水和清水中溶解少许食用盐可以增加地毯清洁污垢效率 50%的功效。

-- 设备持续使用 4 个小时需要休息一下，地毯清洁过程中表面物理特性致使设备运行阻力加大，增加电机负荷。

-- 定期对设备部件在专业工程师指导下养护和维护，保持设备更长时间为您解决问题。

-- 特别注意： 设备在运转过程中，禁止设备在一个地方持续运转，超细纤维地毯清洁垫在一个地方持续摩擦地

毯产生高温对地毯产生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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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补充（ECO-17 离心轨道地毯多功能清洁机买点提炼）

ECO-17 离心轨道多功能地毯清洁机卖点提炼（本设备买点分为三部分来总结： 设备细节、设备功能、设

备理念）

设备细节卖点

1. 设备用料：

-- 17 寸底盘纯铝材质（其他品牌产品都是铁或者镀锌或者镀镍）、

-- 两个支撑臂纯不锈钢 304（其他产品都是很薄的贴片）、

-- 支撑杆采用纯直径 38mm 不锈钢 304(其他品牌产品多采用镀镍）、

-- 保护圈采用天然硅胶材质（其他品牌采用塑料）、

-- 循环泵和喷射强根据需要调节溶液喷射部位；

2. 标配盘刷数量：

-- 一个黑色盘刷、

-- 一个红色盘刷、

-- 两个超级纤维地毯清洁垫、

-- 两个红色百洁垫、

-- 地毯专用鞋套。

3.标准配件清单：

-- 15L 定制溶剂桶；

-- 5 公斤循环泵；

-- 标配喷射枪；

-- 标配溶液循环系统；

4.10 寸免充气轮胎、定制手柄高低调节系统、电源线细节保护装置、增重配件装置。

5. 1.5 马力日本电机，动力更强劲。

6. 专利离心组件：增加清洁效率 25%-40% ；

-- 保持设备运行稳定性；

-- 特定地毯清洁和养护功能；

-- 行业专利技术（专利证书以及专利号请看附件）；

7.设备自身重量：75 公斤、可增加 10-15 公斤增重备件增加清洁效率。

8.梁玉玺对设备细节的极致要求让我们细节引领行业。

设备功能卖点

1. 这是国内首款将离心力技术运用到清洁用途上的发明型清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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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司这款设备拥有发明专利 2项、实用新型专利 2项、外观专利 6项。(专利号和专利证书请

参考附件）。

3. 离心技术在保证设备运行稳定的基础上，可以深度清洁目前生活和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基本所有

地面， 例如：地毯、木地板、大理石、水泥地、塑胶地等。

设备功能如下：清扫、抛光、打磨等

4. 离心功能对地毯清洁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深度、快速、健康清洁地毯；

-- 能够实现不需要采用化学药剂打泡技术等传统方式仅仅利用纯物理技术就可以快速清洁地毯；

-- 引领地毯干洗潮流。

4.经过更换我们专利刷盘以及使用我们配件，可以实现多种地面的清洁任务。

5.快速干洗和养护地毯：每小时可以清洁地毯 400-600 平米，清洁和养护地毯后随时可以使用，

无需等待。

6.无化学药剂清洁地毯：我们设备是现在技术物理作用下不使用任何化学药剂的情况下清洁和养

护地毯；具体使用方法为：温水 40-60 度加少许食用盐、不需要任何化学药剂就可以深度清洁目

前市场上 90%以上的污渍。没有化学药剂就不会对地毯产生二次污染，我们离心技术干洗地毯改

变行业传统地毯清洁方式。

7.一机多用、多种功能于一身。

设备理念卖点

1. EVE 地毯清洁设备的理念：在不伤害地毯的前提下、在保护地毯的前提下来快速、深度、健康、

安全地清洁地毯。

2. 传统设备通过打泡机、单擦机、水洗机等方式水洗地毯基本都是在使用严重污染并伤害地毯的

化学药剂以及方式在清洁地毯；这是我们梁玉玺理念万万不能认可的。

2.离心技术正是离心轨道技术在地毯清洁设备上的核心运用，本技术的发明实现了不使用药剂、

在保护地毯的前提下高效清洁和养护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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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七合一”蒸汽高压高温喷扫吸一体地毯深度清洁机（TRE-S15）

26. 蒸汽高压高温喷扫吸一体地毯深度清洁机的工作原理是怎么工作的？

蒸汽高压高温喷扫吸一体地毯深度清洁机的工作原理如下： 工作高压压缩机将净水箱内的药剂溶液压缩到

33-40 公斤的压力（0-500PSI），经过高压链接管道输送到专利清洁头里面，专利清洁头包含了高压喷射、快速

旋转、真空吸附等功能把地毯污垢吸附到主机内部的污垢回收箱内。

本套专利设备分为三部分组成：

-- 蒸汽高压高温工作主机

-- 高压输送管道

-- 喷-扫-吸一体的清洁头

“专利七合一”多功能：

1.蒸汽清洁功能

2.高压清洁功能

3.高温清洁功能

4.旋转清洁功能

5.旋转喷射功能

6.旋转按摩清扫功能

7.旋转真空吸附功能

-- 技术领先国际同行

-- 设计国内独一无二

-- 打破传统地毯清洁方式

--引领无药剂地毯清洁新潮流

27. 蒸汽高压高温工作主机的具体功能和参数是多少？

蒸汽高压高温工作主机是整套设备的核心部件，包含了高压溶液的压缩、高温溶液的加热、地毯污垢真空吸

附等功能的几何体，具体的部件包含如下几个组成：

-- 清水箱：38 升

-- 污水箱：45 升

-- 高压压缩机：工作压力达到了 33-40 公斤，把净水箱内的溶液压缩到 33-40 公斤输送到喷射头喷射

-- 1600W-2000W 电加热：把清水箱的溶液从常温加热到清洁地毯需要的 40-60 度或者 90-100 度高温需要 10-15
分钟，并保持温水持续功能地毯清洁。

-- 真空机： 两个 1300W-2000W 的真空机吸附地毯污垢。

-- 10 寸移动轮和万向轮，方便设备移动以及在大坡度的地方轻松移动。

28. 高压高温传输管道的具体参数是什么？

高压高温传输管道是设备实现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链接工作主机和清洁头不可或缺的部件，长度为 10-15
米，高压管道可以承受 90-100 公斤的压力传输，直径 50mm 污垢回收管道并配备透明可视输送关键，地毯清洁

污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从清洁头回收到污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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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喷-扫-吸 一体清洁机的设计构成是什么样的？

喷-扫-吸一体清洁头是三个功能集合体，包含设备旋转、喷射高压清洁机、清扫地毯深处污垢以及吸附回收

地毯污垢的作用；主要有如下部件组成：

-- 电机 ：根据型号选择 1-2 马力日本进口电机

-- 减速机 ： 根据机体型号调节旋转速度

-- 铝制保护壳

-- 喷-扫-吸功能组件（可自行调节有刷和无刷模式）

-- 不锈钢 304 定制吸盘

-- 不锈钢 304 底盘

-- 定制特殊清洁盘刷

30. 喷-扫-吸 一体机旋转清洁头的具体尺寸和重要部件参数是什么？

尺寸：我司设计人员根据客户实际需求定制出三种不同型号的清洁机头

型号/部件 12 寸 15 寸 24 寸

喷嘴 4 个 6 个 8 个

吸盘 4 个 6 个 8 个

盘刷 4 个 6 个 8 个

电机 1 马力 1.5 马力 2 马力

清洁头转速 180 转 160 转 180 转

31. 特别注意事项：传统刷子刷丝在没有保护刷地毯会直接破坏地毯物理结构，

我们专利设计盘刷会不会也破坏地毯物理结构？

请注意: EVE 资深工程师始终认为传统盘刷刷丝直接重压力直接清洁地毯

会严重破坏地毯柔软的物理结构。

EVE 设计人员通过专利设计结构完美地规避了这个问题的出现，而且在不锈钢吸盘旋转保护下盘刷的设定不

仅不会破坏地毯的物理结构，反而增加了地毯清洁深度和疏松地毯绒毛增加地毯按摩作用。

这种独特的专利技术是如何实现这个功能的？

-- 不锈钢专利吸盘的高度为 36mm

-- 专利定制盘刷的刷丝经过我司工程师上万次测试总结最佳组合为（专利设计）：

38mm 高度刷盘的刷丝直径为：0.15mm
36mm 高度刷盘的刷丝直径为：0.20mm
34mm 高度刷盘的刷丝直径为：0.25mm

-- 36mm 高度的不锈钢吸盘在旋转工作中保护地毯绒毛最高处只有 2mm 的柔软刷丝接触并按摩地毯

此处设计为我司工程师人员连续三年几万次测试得出的最佳组合， 请联系我司实体店亲身体会这项专利设

计给你带来的震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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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喷-扫-吸 一体清洁头的设计设计工作原理和效率怎么样？

喷-扫-吸一体机清洁头的设计工作原理为：工作主机把含有清洁剂的溶液压缩到 33-40 公斤通过我司专利设

计喷嘴在旋转的同时用压力把溶液喷射到地毯的根部和表面，溶液药剂会通过设备本身旋转带来的清洁摩擦力以

及定制盘刷的按摩作用力致使地毯里面的污垢脱离地毯并被真空吸嘴吸附到工作主机回水箱里面。

本设备的清洁效率为：

-- 12 寸清洁头： 深度清洁地毯 300-400 平米每小时

-- 15 寸清洁头： 深度清洁地毯 500-700 平米每小时

-- 24 寸清洁头： 深度清洁地毯 900-1000 平米每小时

33. 喷-扫-吸 一体机清洁头的吸附效率怎么样？地毯干燥时间需要多久？

我们工程师设计了两套真空吸附系统在这套设备上，请按照我们的要求操作：每喷一次溶液到地毯上面，要

保持不要喷射的情况下吸附三到四次，这样循环操作。吸附率可以达到设计的 80%-90%；地毯在清洁后两个小时

左右就可以直接投入使用；如果配合我们的空气输送机使用，地毯可以在半个小时内投入使用。这项指标设计在

行业内是独一无二的。无论从深度清洁效率还是干燥效率，都保证我们设备在行业处于领先水平。

34. 蒸汽高压高温喷扫吸一体地毯深度清洁设备的保质期是多少？

整套系统的保质期是十二个月，根据不同地区和客户的使用频率调整。我们极限测试周期是：3 年。

24 寸清洁头

双子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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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蒸汽高压高温喷扫吸一体地毯深度清洁机的蒸汽会不会对地毯造成伤害？

事实上，真正的蒸汽定义为把水加热到 175 度以上变成了气态，此时的 175 度高温气态一定会对柔软的地毯

物理结构和绒毛造成不可修复以及不可逆转的伤害， 我们极力阻止和反对这种严重伤害地毯的行为发生。

我们的蒸汽并非严格物理学意义上的蒸汽， 我们的蒸汽只是 60-90 度温度的溶液在 33-40 公斤压力下通过

0.15mm 直径的喷嘴高压喷出形成的高温雾气， 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蒸汽，只是用高温雾气来快速健康杀死隐

藏在地毯内部的病毒或者细菌。所以， 客户就没有必要担心我们的蒸汽会伤害到地毯了。

36. 蒸汽高压高温喷扫吸一体地毯深度清洁机是如何工作的？

请用您的手机登录我司官网或者联系我们专业工程师来观看视频参考我们设备室如何工作：

“设备细节小知识”

问：定制不锈钢特殊吸嘴交错吸口在工作的过程中会不会对地毯纤维或者绒毛产生伤

害？

答：如果条件允许， 请直接联系我司销售工程师，我们设计人员以及工程师会向您完

美展现一下“设计之美”；我们技术工程师在设计我们定制专利不锈钢吸嘴的时候已经

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并通过吸嘴运转方向和高低不平交错的设计完美地解决了您的疑

问；请您到我们实体超市体验中国设计的智慧。

37. 蒸汽高压高温喷扫吸一体地毯深度清洁机还有其他功能么？

我司设计的这套设备还有其他的附加功能：

-- 我司标配一个平头把头， 用来清洁小面积的地毯，把头包含四个喷头和一个吸嘴，可以快速清洁小面积地毯

或者养护小面积地毯， 可以配套工作主机使用。

-- 我司标配一个斜角把头用来清洁汽车座椅以及角落卫生。

-- 我司标配一个塑料软把头用来清洁沙发或者窗帘等家具软装

客户只要购买一套我们专利设计，就可以清洁如下对象：

-- 大面积深度快速清洁地毯

-- 小面积深度快速清洁地毯

-- 汽车软装内饰

-- 窗帘

-- 沙发

-- 床垫

-- 其他软装对象

注意： 更多细节请到我们展厅实际操作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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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补充（TRE-S15“专利七合一”蒸汽高压高温喷扫吸一体地毯深度清洁机买点提炼）

TRE-S15“专利七合一”蒸汽高压高温喷扫吸一体地毯深度清洁机卖点提炼（本设备买点分为三部分来总

结： 设备细节、设备功能、设备理念）

设备细节卖点

1. 设备用料：

-- 15 寸清洁头保护罩纯铝材质（其他品牌产品都是塑料或者注塑等，不仅外观而且质量和耐用性

达不到我司标准）、

-- 支撑杆采用纯直径 38mm 不锈钢 304(其他品牌产品多采用镀镍）、

-- 接触水的所有部件采用全不锈钢 304 和纯铜材质（其他品牌采用铸铁或者塑料材质不能达到我

们标准）、

-- 链接管道采用透明化可视化设计（客户可以很清晰看到设备运行效果）、

-- 定制减速机采用全铝材质外壳减轻运行重量和输出效率；

2.专利不锈钢 304 吸嘴标配 6个、专利不锈钢 304 喷嘴标配 6个、专利定制地毯盘刷 6个、专利旋转喷扫

吸设计盘、定制减速机、定制日本 1.5 马力电机、定制透明超强度清水和污水系统、定制符合人体工程学

设计不锈钢 304 手柄。

3.10 寸免充气轮胎、定制手柄高低调节系统、电源线细节保护装置、增重配件装置。

4.主机设计特色：净水箱 38 升、污水箱 45 升、工作压力 30-40 公斤、电加热 2000W、双真空马达；

旋转-蒸汽-高压-高温-喷-扫-吸一体专利设计，国际和国内行业顶峰位置。

7.旋转清洁头高效、深度清洁地毯；清洁地毯的同时也会按摩并保护地毯（旋转方式清洁地毯改

变传统把头设计）

8.广告语：会“咬”地毯的专利地毯清洁机。

设备功能卖点

1.这是国内首款将旋转技术结合喷扫吸七合一功能运用到地毯清洁用途上的发明型清洁设备，我

司这款设备拥有发明专利 2项、实用新型专利两项、外观专利 6项。(专利号和专利证书请参考附

件）。



是时候和传统地毯清洁方式说“再见”了

公司网站：www.ecoeve.cn15

2. 旋转技术是运用电机配套减速机让清洁头每分钟旋转 160 转，喷嘴、吸嘴、清扫刷每分钟 960

个区域清洁，实现了行业突破。

每分钟深度地毯清洁 500-700 平米（24 寸清洁头可达到 900-1000 平米每小时），是任何传统地毯

清洁方式不可比肩的。

“旋转喷扫”吸技术奠定了我司地毯清洁行业巅峰的位置。

3. 工作压力 33-40 公斤让清洁溶液渗透到地毯根部、旋转喷扫吸组合让地毯从根部到表面绒毛得到了养护

和彻底清洁、双真空马达使设备吸水率超过了 80%。

注意：按照要求操作，在地毯清洁区域喷射清洁溶液一次，然后停止喷射清洁溶液的前提下来回吸附三到

四次，使地毯残留水分降低到最低，吸附率超过 80%。

5.快速、深度、健康清洁地毯，借助我司新风输送机，地毯干燥时间可以缩短到 2个小时以内。

6.设备标准配件还可以清洁如下软装：沙发、窗帘、小面积家用地毯、汽车座椅、汽车软内饰等

需要专业设备清洁的软装家具。

设备理念卖点

1. EVE 地毯清洁设备的理念：在不伤害地毯的前提下、在保护地毯的前提下来快速、深度、健康、

安全地清洁地毯。

传统设备通过打泡机、单擦机、水洗机等方式水洗地毯基本都是在使用严重污染并伤害地毯的化

学药剂以及方式在清洁地毯；这是我们梁玉玺理念万万不能认可的。

2.旋转技术整合了目前行业最先进的设计蒸汽、高压、高温、喷、扫、吸于一体，加上我们专利

设计（不锈钢 304 吸嘴高度 36mm，专利刷丝软硬高低度 34mm/36mm/38mm 的配合），达到了保护并

按摩地毯的同时深度快速清洁地毯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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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双滚刷地毯清洁机

38. 逆向双滚刷地毯清洁机是一款什么样的设备？

逆向双滚刷地毯清洁机是一款针对小面积并配合特殊干晶体化学药剂相结合使用的一款专利地毯清洁设备。

主要针对的是办公室或者家庭等一些小范围和小面积使用地毯的客户，并且是一种地毯干洗技术，适用于地毯清

洁后不等待立马使用地毯的场所。 属于一种新型地毯干洗技术和设备。

39. 逆向双滚刷地毯清洁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逆向双滚刷地毯清洁机采用两个滚刷逆向运行结合干晶化学药剂

干洗小面积地毯。特殊化学药剂均匀喷洒在地毯表面，化学药剂

在地毯绒毛处或者地毯表面污垢处形成结晶状的晶体，此种化学

药剂形成的晶体可以锁住地毯污垢，在两个逆向毛刷运行过程中

把结晶污垢带出地毯，从而致使地毯干洗干晶。

40. 逆向双滚刷地毯清洁机的技术参数是多少？

电机功率：0.5 马力

滚刷直径：108mm
滚刷长度：238mm 和 254mm 两种款式

滚刷转速：190 转每分钟

清洁效率：100-150 平米每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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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 地毯清洁标准流程和标准

预判断

在清洁地毯前需要预先对清洁对象进行考察和判断：地毯式属于什么结构构成？地毯式什么材

质？地毯多大面积？地毯污染程度如何？地毯使用频率？地毯使用场所？对地毯清洁要求？

对地毯的预判断决定了我们如何选择设备和方式清洁和养护地毯。

前期处理

地毯清洁之前，根据地毯的实际情况对地毯进行前期吸尘或者清扫等必要的前期处理，在使用设

备之前需要对可能造成地毯二次污染的一些情况做预处理，确保地毯在设备清洁过程中一次性深度、

快速、健康清洁干净，短时间投入使用。

清洁地毯

在清洁地毯时，需要根据地毯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设备和方法，梁玉玺集团的理念是尽可能不要使

用化学药剂的前提下、在使用我们专利技术物理原理的情况下、在尽可能保护地毯的条件下 快速、深度、

健康地清洁地毯。我们设备物理设计标准使用：40-90 度的温水对比 10000：1 或者更小的比例添加食盐

来清洁污染严重的地毯。（特别注意：在一些特殊颜料或者化学破坏地毯的极端情况下，我们建议少量

使用相对应的特殊化学药剂，但前提是能不适用建议不要使用）

清洁地毯后

-- 如果采用的是我们干洗地毯， 可以直接投入使用；

-- 如果采用的是我们的水洗清洁地毯， 适当通风 1-2 个小时就可有投入使用；

-- 如果使用我们搭配的通风设备， 可以把地毯干燥时间缩小到 1 个小时以内；

清洁地毯维护

EVE 的理念： 地毯清洁分为两个阶段

-- 地毯清洁： 我们建议地毯根据使用频率和实际情况，请在一到两个月时间进行一次地毯深度清洁；

-- 地毯养护： 我们建议在地毯深度清洁间隔时间中，每一个星期对地毯进行一次养护；

地毯清洁和地毯养护相结合至少可以延长地毯使用寿命 10 年以上，最大程度节约成本。

注意、注意、注意

EVE 原则不动摇：在不使用任何化学药剂以及仅

仅使用设备物理运行原理的前提下清洁地毯、在

保护地毯的前提下清洁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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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清单

如果您在使用设备过程中有任何宝贵的意见， 请您直接反馈给我们， 为了我司研发人员升级产品做数据积累。

部件名称 反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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