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ME & GARDEN | 家庭与园艺

家庭消毒杀菌深度清洁方案
德国卡赫家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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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病毒传播的途径
·飞沫传播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但不是唯一的传播途径。
·直接 / 气溶胶传播：吸入感染者咳嗽、喷嚏说话时喷出的飞沫，或者飞沫形成的气溶胶。
·接触传播：飞沫沉积在物品表面（如桌子或门把手），之后再触摸口、鼻或眼睛。
·接近携带病毒的动物：食用未煮熟的带病肉类，也可以传播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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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杀菌 健康清洁 

    

   

常见家庭消毒杀菌，为什么要用高温蒸汽清洁，而不是消毒剂和紫外线灯？

·消毒剂残留，杀毒又放毒
·皮肤受损，免疫功能受损
·味道刺鼻难闻
·白血病风险增高
·不孕风险增高
·费钱费水费力

·照射面积有限
·皮肤红肿
·眼睛损伤
·皮肤癌风险
·电费高

消毒剂* 紫外线灯 高温蒸汽

·只需要自来水，不要钱的“天然的
    消毒剂”
·对皮肤非常温和不刺激，保护皮肤
·不仅可以杀菌消毒，又可以去污除
    垢，多功能合一
·深层清洁，轻松省时省力
·适合于过敏症患者和带小孩和养宠
    物的家庭使用
·保护环境，降低能源

高温能使微生物的蛋白质和酶变性或
凝固(结构改变导致功能丧失)，新陈
代谢受到障碍而死亡，从而达到杀菌
消毒目的。

*消毒剂配比不当可能会导致诸多风险。

蒸汽清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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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菌消毒 无残留  

 
 

居家环境主要避免高频的接触传播，手部接触感染源之后，再用手接触口鼻等部位，就有可能导致感染。
建议每天使用蒸汽机直接接触式对用品进行高温杀菌清洁。

*适用于门把手、水龙头、扶梯、电梯按
钮、玩具、沙发、窗帘、冰箱、空调、键
盘鼠标、马桶、运动器材、砧板刀具、遥
控器、油烟机、灶台、车内座椅、车方向
盘、脚垫、儿童安全座椅等。

蒸汽清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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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赫蒸汽清洁机都是封闭系统，加热系统内部最高温度可达143℃，在形成高温蒸汽的前提下，也保证了
3-4.2bar的蒸汽高压，同时蒸汽出口以170km/h的高速进行风暴式杀菌清洁，杀菌高达99.9%以上，毛巾
布接触温度高达100℃。

SC 1

产品参数

功率：1100W

预热时间：3min

最大压力：3Bar

锅炉容量：0.2L

■ 手持便携款蒸汽清洁机
■ 适用于卫生间，浴室，或车内等小面积清洁

SC 2 Deluxe

产品参数

功率：1400W

预热时间：6.5min

最大压力：3.2Bar

锅炉容量：1L

■ 基础款蒸汽清洁机
■ 适用于中等面积全屋深度清洁，性价比高

SC 3

产品参数

功率：1750W

预热时间：30 S

最大压力：3.5Bar

锅炉容量：1L

■ 30秒速热，无需等待
■ 德国进口
■ 适用于全屋深度清洁

SC 4

产品参数

功率：1850W

预热时间：4min

最大压力：3.5Bar

锅炉容量：0.8+0.5L

■ 双水箱设计，可持续加水，清洁不受限
■ 适用于大面积房屋深度立体清洁
■ 德国进口

SC 5

产品参数

功率：2050W

预热时间：3min

最大压力：4.2Bar

锅炉容量：1.5+0.5L

■  德国进口
■  双水箱设计，热水蒸汽双模式，应用更广
■  适用于大面积房屋深度立体清洁

SV 7

产品参数

功率：2200W

预热时间：5min

最大压力：4Bar

锅炉容量：0.45+0.5L

■ 意大利进口
■ 水过滤吸尘+蒸汽清洁+喷抽速干三合一，一步到位

蒸汽清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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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赫蒸汽清洁机配置多种附件，快接头设计轻松连接，满足日常家庭深度清洁的多种需求；既能杀菌除螨，
又能去除顽固污垢，还能熨烫衣物；一机多用，省时省力，家庭生活健康必需品。

 

 
 

 
Easy�x 地面毛巾布 ·地面毛巾布魔术贴设计，手持刷毛巾布套头式设计，手不沾污，使用简便。

·超细微纤维材质，不损伤清洁表面。
·直接接触表面，毛巾布接触面积温度高达 100℃，有效杀菌除螨，强力去污。

·快接式设计，使用快速安全简便。
·长杆多孔喷出高温蒸汽，可以更快速熨烫褶皱，同时去除异味。
·用于清洁衣物或纺织类物品，起到快速熨烫和杀菌消毒作用。

·快接式设计，使用安全简便。
·强力喷嘴流线收缩的造型，可大幅度加快蒸汽由喷嘴喷出的速度，并起到一定的增压
    作用，用于去除小缝隙中的顽固污渍。
·涡轮喷嘴配合圆刷或强力喷嘴，刷头中心喷出高温蒸汽，带动内部转轮，增压增效，
    轻松瓦解污垢，用于清洁马桶，地缝，浴室等狭窄区域。

·快接式设计，使用安全简便。
·刷头中心喷出高温蒸汽，结合刷毛，去除顽固污渍。
·用于清洁顽固污渍，如水槽，水龙头间隙，灶台，油烟机等。

织物杆

手持刷毛巾布

 
小圆刷 大圆刷

强力喷嘴 涡轮喷嘴

·快接式设计，使用快速安全简便，手不沾污。
·镜面清洁刮配有橡胶刮条，可以轻松实现平滑表面无水痕清洁，用于清洁玻璃或镜面
    物品，如淋浴房，镜子，玻璃窗，镜面桌等。
·地毯蒸洗框配合地面趴头和毛巾布，可以有效减小摩擦阻力，即使是地毯上也可以顺
    滑移动，用于清洁地毯地面，杀菌消毒。

镜面清洁刮 地毯蒸洗框

蒸汽清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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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根据各项研究表明，地板上本身带有的致命细菌高达200多种，是医院细菌的7倍。家里有宠物的
话，随处可见的毛发、宠物的皮屑更是普通家庭细菌的100倍。地面上的细菌、灰尘、霉菌、尘螨、
皮屑、唾液等物质一旦增多，就会引起我们的过敏性疾病、哮喘、呼吸道疾病。家庭中有小孩的尤其
要重视地面的消毒杀菌工作。

地面自清洁拖地机



自清洁擦地机的优势：

   建议每天对家庭地面进行深度消毒杀菌，
尤其是平常很少清洁的区域。

 
 

    

 
 

1.均匀拖地和消毒
消毒液均匀喷洒到超细纤维滚轮上，保证滚轮在每一次地面接触时，消毒液都可以100%接
触地面和杀菌消毒，始终是30cm的宽度在清洁，宽度和力度比拖把更加的均匀。

2.极低的消毒液残留
自清洁擦地机具有污水回收功能，机器在对地面清洁的同时，污水不间断的被回收都污水
箱中，始终是干净的消毒液对地面进行消毒杀菌，地面残留水分非常低，基本在2分钟之内
可以干燥和挥发，避免了拖把二次污染和长时间残留。

3.深度清洁，深度杀菌
转速高达500转/分钟，触地压力高达32.7 kPa，是传统擦地力度的260倍。超细微纤维可
以深入清洁瓷砖和地板缝隙，强力清除顽固污渍和深度杀菌消毒。

*适用于各种如实木地板、复合地板、花
岗岩、大理石、瓷砖等各种硬质地面。

卡赫无线自清洁擦地机配合消毒液，对地面进
行彻底的消毒杀菌。有效杀灭地面上的各类有
害细菌，致病性酵母菌，常导致病菌，化脓性
球菌等。干净的表面不容易滋生细菌。

地面杀菌消毒新方案
双手不沾污，病毒0接触

地面自清洁拖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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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 5 Premium

产品参数

适用面积: 无限制

运行时间: 无限制

清/污水容积: 400/200 ml

电源线: 7m

产地: 立陶宛

卡赫FC系列拥有创新的“自清洁技术”，低分贝的吸污马达，在吸收地面污水的同时，
一并自动清洁滚刷上的脏污，杀毒不放毒，避免二次污染，清洁完毕后，也无需人工涮
洗，清洁效率远胜从前。

地面自清洁拖地机

■ 擦洗地面的同时将污水吸入水箱，省时省力，不脏手
■ 省水环保，适用于各种硬质地面
■ 清洁后，地板干燥仅需2min

FC 3 Cordless

产品参数

适用面积: 60 m² 

运行时间: 20 min

清/污水容积: 360/140 ml

手持重量: 0.8 kg

■ 无线轻便，随时随地，即刻清洁
■ 拥有净、污分离系统，高速湿擦地面，同时自动回收污水
■ 自洁滚筒，无需脏手无需弯腰，地面速干无水痕

FC 5 Cordless Premium 

产品参数

适用面积: 60 m² 

运行时间: 20 min

清/污水容积: 400/200 ml

手持重量: 1.8 kg

■ 无线设计，摆脱距离束缚
■ 擦洗地面的同时将污水吸入水箱，省时省力，不脏手
■ 省水环保，适用于各种硬质地面

FC 3d Cordless Premium

产品参数

适用面积: 60 m² 

运行时间: 20 min

清/污水容积: 360/140 ml

手持重量: 0.8 kg

■ 无线轻便，折叠收纳
■ 拥有净、污分离系统，高速湿擦地面，同时自动回收污水
■ 自洁滚筒，无需脏手无需弯腰，地面速干无水痕

10

产地: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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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自清洁拖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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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净化器

健康空气 “净”情呼吸 

抑制病毒的传播重在患者自身隔离与空气传播隔离，传统空气净化器有很好的空气传播
过滤隔离的作用，但又会成为第二个重型污染源。

德国卡赫KA 4空气净化器采用双进风配合双滤芯，成倍提高过滤效率，360°大范围空气
循环，独特结构设计，高效空气对流，CCM P4，CADR高达500m³/h，每小时可以使35
平方的普通住宅面积内换气5次，空气质量实时监测, 为客户提供了更专业的空气净化解
决方案。



抑菌Ag+ 银离子滤网
长期以来，银这种贵金属一直被用于阻止细菌传播。例
如，一些医用口罩的过滤层和国际空间站的抗菌涂层中都
含有银。阿肯色大学的研究人员让大肠杆菌接触少量带正
电荷的银离子，证实这种离子有杀菌效果。细菌暴露在银
离子环境下阻滞了细菌的鞭毛，导致细菌细胞运动“大大
减慢”。此外，银也能通过其他方式阻止微生物。例如，
银能破坏细菌细胞壁，使细菌爆裂。

* 不同的细菌除菌率略有不同，针对白色葡萄球菌为99.99% 

适用于客厅、卧室、书房、办公室、
酒店民宿、茶室、瑜伽馆、理发店、
医院等。

KA 4

产品参数

适用面积: 35-60 m² 

噪音分贝: 60 dB(A)

额定功率: 45W

标配滤芯: 通用滤芯

■ 双重过滤，成倍过滤效率
■ 双进风配合双滤芯，成倍提高过滤效率
■ 独特结构设计，高效空气对流

空气净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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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水直饮  给你想要的“温度” 

为避免病菌的粪口传染家庭饮水至关重要，由于粪便和水是相互交叉渗透，传统自来水
厂用沉淀和氯杀菌消毒，无法保证100%消毒，同时存在管道传输过程中的二次污染。
德国卡赫台式净化加热一体机WPD 60-B，特有水杀菌消毒技术，进口陶氏反渗透膜
片，获得各项权威认证，健康从饮水开始！

台式净化加热一体机



进口陶氏反渗透膜片
采用进口滤膜滤丝特种材料，吸附效果更好， 三
重精细过滤，过滤精度0.0001微米，有效除去水
中砷、镉、铬（六价）、铅等重金属，氟化物，
硝酸盐等无机物，大肠菌群等多种菌落，确保您
的饮水安全。

适用于厨房、客厅、办公室、月子中
心等。

WPD 60-B

产品参数

原水箱容量: 8 L

净水箱容量: 1.7 L

额定功率: 2100 W

外形尺寸(L × W × H): 472 × 212 × 407 mm

■ 免安装省钱省事，无需等待快速使用。
■ 进口陶氏反渗透膜片，水质更有保障。
■ 8L 超大容量，无频繁换水之烦恼。

台式净化加热一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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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清洗机

户外清洁 健康延续 

户外桌椅经常被手接触，容易引起病毒交叉感染，消毒杀菌不能放松。
使用喷壶手动喷洒84等消毒剂效率低，而且容易遗漏很多边角与缝隙，且消毒液喷洒不
均匀且只能附着于表面，杀菌不彻底。且喷洒后如不及时清水冲洗，消毒剂不仅会对桌
椅产生腐蚀，且会有残留，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

而将清洁剂稀释倒入卡赫高效雾化喷壶，扇形喷洒均匀且效率高，杀菌无死角，喷洒后
还可对座椅进行清水高压高效冲洗，不腐蚀桌椅，且无残留，更安全。



适用于户外家具、园艺假山、户外地
面、阳光房、外墙面、户外地面等。

STEP 1. 喷壶扇形消毒 均匀高效无死角
将84等消毒剂按照其说明书要求的稀释比例的1/10稀释后倒
入喷壶。

例如：正常为1:50的配比的消毒剂，只需按照1:5稀释后倒入
喷壶。

STEP 2. 高压扇形喷枪 清水冲洗无残留
喷洒消毒剂等待15~20分钟后，更换扇形喷枪，用清水洗净。

高压清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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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5 Premium Full Control

■ 意大利原装进口 
■ 水冷电机，喷枪压力可调 可视，高端配置，附件丰富

产品参数

功率：2100W

最大压力：145Bar

最大出水量：500L/h

高压管长度 ：8m

功率：2100W

最大压力：145Bar

最大出水量：500L/h

高压管长度 ：8m

K 5 Compact

■ 意大利原装进口 紧凑强悍
■ 水冷感应电机，压力可调喷枪

产品参数

卡赫高压清洗机户外庭院消毒杀菌步骤



高压清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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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温和清洗还是强力清洁 - 德国卡赫高压清洗机都是适用于各种清
洁任务的优秀解决方案，顷刻间能让布满灰尘环境变得一尘不染。

多种附件 
满足您的多种清洁需求

 

高压清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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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服务热线
400-880-1060

全国服务邮箱
service@karcher.cn

官网
www.karcher.cn

凯驰贸易（中国）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熟市东南大道 221 号

上海分公司
凯驰（上海）清洁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 1000 号 20 幢东区
电话  +86 021-5076-8077

北京分公司
卡赫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盛南街甲 1 号
中电金扬科技园 1 号楼 A101 室
电话  +86 010-8045-6715

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银田工业区 3A 栋
（宗泰文创产业园二期）108 室 
电话  +86 0755-8389-0247

成都分公司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新会展中心 1 座
203 单元 1 层 14 号
电话  +86 028-8600-8441

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珠吉路 63 号
中侨创意大院街铺 04、05、06 号
电话  +86 020-3107-7329

武汉分公司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金融港一路
光谷智慧园 1 栋 1603
电话  +86 027-6552-4100

扫一扫
关注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