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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保洁现状 

• 第一次经济发展浪潮，使中国物业行业迅
速发展，也为中国经济发展以及经济转型
建立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 经济发展带动的房地产发展，大大的扩展
了物业管理的生存平台。 
 

• 中国物业清洁服务理论、操作程序、卫生
标准快速与欧美国际要求全面接轨。 



物业行业竞争激烈 
                                    低价格——行业缺少有序合理 
                                       的价格机制，恶性低价竞争。 

 
 
 

• 高成本——国家保险制 
 度完善、劳动力工资持 
 续上涨，企业成本不断 
 增加。 
 
• 同质化——多数为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
保洁手段大同小异，无核心竞争力。 



物业保洁管理风险 
 物业保洁管理风险主要在于人员管理方面： 
• 1. 随着劳动法不断完善，人工成本不断上涨，导致产生

亏本的风险； 
• 2. 招工困难导致在 
 需要时找不到足够 
 人员的，导致项目 
 失败的风险； 
• 3. 人员年龄大，文 
 化水平较低导致管 
 理困难产生的风险。 



物业保洁管理系统价值所在 
• 差异化竞争——使用专业化、 
 精细化的保洁手段，能使 
 物业公司从海量的物业公 
 司中脱颖而出，获得更多 
 的项目以及更高的收入。 

 
• 高标准清洁——使用更好 
 的保洁设备配套更专业 
 的清洁卫生服务体系能 
 够给用户提供更高的清 
 洁卫生服务体验。 



三维立体清洁理念 

• 除尘不等于健康与卫生！ 
 

• 传统的清洁卫生理念与手段仅仅是在二维
平面的表面除尘，而结果则是细菌的重新
分布。 

• 以三维立体为标尺，对卫生清洁空间理念
产生了根本的颠覆。 



三维立体清洁理念 

• 丰富的卫生清洁手段，创造着物业附加的
服务利润空间! 
 

• 三维立体清洁卫生体系是以三维立体作为
保洁空间，通过除尘、消毒、灭菌、抑螨
等用于不同目的的清洁手段，全面实现更
专业的物业清洁卫生服务，并最终实现物
业卫生环境的全面改善，从而提高客户认
可，获得更高的物业附加价值。 



三维立体清洁理念 
• 先进的清洁手段为被清洁物保值，让您的
客户对您更加满意！ 
 

• 对于价值较高的被清洁物，可以通过更专业的清洁手段、
更合理的清洁程序、更有效的清洁方法，使被保洁物的
寿命与价值获得有效的延长，从而获得物业保洁的附加
价值。 



三维立体清洁理念 

• 采购是一种投资，拥有品牌升值和物业赢
利的附加功能！ 
 

• 不采购设备是否真的节省了物业保洁公司
与业主的费用呢？不同的清洁方式，能否
给物业保洁公司与业主带来不同的结果呢？
其实采购并不只是成本投入，更是一种长
期投资，其拥有的品牌升值，将让物业获
得盈利的附加功能。 



人力作业与设备化作业比较 
  人力作业 设备 

使用 
成本 

人力成本越来越高, 
总体运行成本上升 

设备投入成本固定, 
可以预期,整体成本低 

清洁 
效率 清洁效率低 设备效率高， 

可大幅减少人员数量 
清洁 
效果 较差 好 

清洁 
标准 无统一考核标准 标准统一 

管理 
运营 

人员越多,管理难度越高; 
人员流失流动性高,管理成本高 

设备管理容易， 
管理成本低 

安全性 人员安全事故隐患多 
（工伤等），无法预期 

安全认证，减少 
人员安全事故发生 

形象性 无法衡量出物业保洁 
公司的形象及品质 

硬件设备直接体现 
公司形象、服务品质 



地面清洁方式之比较 

• 手工擦洗 
 
人工成本月
来越高，无
法忍受～ 

• 扫帚清除 
 
人工效率太
慢，无法忍
受～ 

• 设备清洁 
 
电源不便，效率
低，扰民，无法
忍受～ 



用清洁设备代替人工才是 
未来的发展趋势 

冷水高压枪，可用
于广场地面，雕塑
的冲洗。 

晶面机，配合广场刷，可清
洗广场地面，配合翻新片及
晶面药剂，可以做石材地面
晶面保养。 

驾驶式洗地车，清洁效率
高，适用于大型地下车库
地坪清洁保养。 



物业保洁清洁分类 
分类 区域 清洁需求 设备配置原则 

物业小区 道路、会所、地
下车库 

地面清洁、地毯清
洁、水景观保洁 

除垢、水处理、快速清
洁 

楼宇 外围、大堂 清洗地面 除垢 

商超 
公共区域、自动
扶梯、生鲜区、
玻璃镜面 

地面清洗、消毒、
保持地面干燥 

除油除垢、消毒、快速
清洁、吹干 

休闲场所 游泳池、SPA、
健身房 

清洁、消毒、泳池
保洁 除垢、水处理、消毒 

工矿企业 室内地面、室外
地面、生产线 

清洗、结晶、打磨、
起蜡 除油污、除垢 

医院 住院处、门诊处 消毒杀菌、洗地 无噪音、无污染、消毒 



物业保洁清洁方案 
• 1. 道路 
 任务目标： 

• 快速清洁 
• 强力清洁 
• 维护性清洁 

 
 1.1快速清扫 

 人力手推式清扫车   
比传统的笤帚清扫更快速且高效率. 

 建议附件：垃圾捡拾夹 
  

污垢类型: 
尘土  
果皮、纸屑 
软饮盒 
烟蒂 
碎玻璃 
树叶 
易拉罐 



大型扫地机 



1.2强力清洗 
 以往我们使用普通水管冲洗地面，只能清除地板
表面的浮灰，而深层的污染无法去除，长期积累
后，石板的本色被覆盖，如果不处理，一方面会
减少石材使用寿命，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小区对外
形象。 

 
 解决方案一：  解决方案二： 

 
使用冷水高
压水枪对地
面进行冲洗。 

使用晶面机，配
合广场刷，可清
洗广场地面。 



1.3维护性清洁 
 
●清洁人员使用多功能清洁 
 车，配合拖把、抹布、 
 喷壶、清洁剂 等清洁工 
 具，可以轻松应对各种突 
 发情况，快速清洁。 
 
  



• 2. 外围广场 
  

 
  

污垢类型: 
尘土、污垢 
脚印、轮胎印 
果皮、纸屑 
烟蒂 
树叶 

使用冷水高压水枪对
地面进行冲洗。 

使用晶面机，配合广场刷，
可清洗广场地面。 





• 3. 景观（水景观） 
 任务目标： 

• 雕像清洗 
• 水景观维护 

 
 

 3.1雕像清洗 
 广场雕塑使用高压水枪配合伸缩杆刷子进
行清洁。 



 3.2水景观维护 
 

• 污物处理 
使用浅水捞与 
深水捞快速处 
理水面及水中 
的污物 

 

浅水捞 深水捞 



  
• 水质维护 
 使用适量药物使水质保持清澈，抑制藻类生长，

并有效防止蚊虫孳生。同时可配合吸污机抽走水
底的污物。 



• 4. 大堂——入门区域 
 入门地垫，阻挡灰尘和水进入室内，建议使用3M4000型

吸水地垫配合3M6850或7100型除尘地垫使用。 
 
 
 
  

3M6850标准加厚型有底除
尘地垫 

功能介绍： 
对有流畅型圈丝排列设计，
把泥沙紧紧包裹，不致成为
二次污染源。 
加厚底垫，柔软舒适。 
耐用，抗挤压，以防止长期
时间使用后被压平。 

3M7100特强通底除尘地垫 
产品特点 
•独特镂空式设计能有效刮除大
量沙粒污垢 
•通底疏水设计，令垫面保持长
期干爽，适合户外露天使用 
•柔韧粗纤维，含特抗紫外线添

加剂，防褪色及脆化，能承受
日晒雨淋等恶劣环境，适合大
人流量地区铺设 
•清洁简单，只需清水冲洗即可 

3M4000型地垫，独具地毯
型地垫大小纤维双重结构，发
挥刮沙和吸水特点。备有多种
颜色配衬室内地面设计。能有
效地在入口处刮除泥尘和水份，
保持室内整洁舒适的整体效果。
弹性柔软，脚感舒适。独特的
抗紫外线添加剂，防止褪色及
脆化现象，能承受日晒雨淋的
室外环境。 

专家提示：6米长的门口地垫6步距离能有效阻挡
86%沾附于鞋底的泥尘进入室内；9米长的门口
地垫几乎可以100%地阻挡泥尘进入室内。 



扩香系统是在大面积的商业区域空间
环境加香的理想选择，利用先进的扩
散技术使植物精油雾化，连接中央空
调系统通风设备传播到整个空间的各
个角落，释放过程无飞沫喷雾剂和热
香油溢出。可调时间循环控制可保障
客户按自身需求进行调节设置来控制
香味浓度。 

精油扩香机与普通加香机的区别：   
•普通加香机：压力罐清新剂型自动加香机、
气体瓦斯加香精还有其他的试剂（如：稳
定剂、抛洒剂），香味比较呛鼻。环保性
较差，属易燃品怕碰撞及火源，室温超过
49度时有罐身爆炸的危险。危险系数高。 
•精油香水喷雾式自动扩香机，无呛鼻味且
留香时间长，环保性高。不易燃，无毒、
无害、无爆炸之危险。可放心使用，安全
系数高。 

• 大堂及会议室等大面积场所，使用香薰扩
香系统，配合精油使用。 



• 5. 室内地面 
 5.1石材地面养护 
• 使用多功能晶面机做结晶保养，配合专业
的药水。 



 6.2地毯清洁养护 
• 吸尘 
• 使用直立滚刷吸尘器，用于地毯深层吸尘与梳理。 

 

 
 
 

• 使用超静音真空吸尘器，用于特殊安静场所吸尘。 

吸力强劲的直立型滚刷式吸尘器，带
有电动滚刷的超宽扒头和手持吸管，
同时配有多种扒头选件，可根据实际
需要选用。刷毛的高度可以手动进行
调节，以适应不同厚度地面的除尘需
要。配有三层过滤器系统。  

超静音的真空吸尘器，操作简便，带
有360毫米宽的地面吸尘扒头（地毯
/硬地面两用扒头），机器小巧，不
易倾倒，配有一组大脚轮和一组小脚
轮，容易控制方向，非常好用。是一
款高效、静音的干式吸尘器，特别适
用于专业保洁公司、宾馆酒店、办公
场所、商店和医院使用。  



• 预处理 
• 建议使用地毯干洗机，配合结晶液，
快干式清洗。 

通过结晶机的雾状喷嘴均匀
的喷洒在地毯纤维上，机器
滚刷使清洁剂与地毯纤维充
分接触，包裹地毯纤维上的
污渍，充分反应后形成固体
的结晶，最后与地毯纤维剥
离。 

地毯干洗机，能通过滚刷的带动将清洁剂附
着在地毯纤维表面，把污垢包裹结晶后从地
毯纤维上剥离，实现了地毯中度清洁的革命
性突破。  



使用结晶液快干式清洗与高泡地毯
清洗方式相比，优势明显： 
  (1)干燥时间短。应用地毯结晶
干洗技术地毯最短30分钟即可干燥，
再次投入使用。对于客流量大、入
住率高的公共场所，结晶干洗技术
的优势不言而喻。 
  (2)操作简便。结晶快干技术仅
需一台设备，就能完成整个清洁过
程。操作人员几乎无需培训就可灵
活操作设备。 

  (3)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地毯
结晶干洗技术可达300平米/小时，
每平方米清洁剂清洗成本约0.27元，
极大的提高清洁效率，降低了成本。 
  (4)保护地毯。地毯结晶干洗技
术在清洁地毯的同时，还可通过滚
刷对地毯进行梳理。另外特殊清洁
剂能在地毯纤维的表面形成保护膜，
使地毯不易被污染，延长了地毯的
清洗周期。 



• 地毯清洗机 



• 5.3办公区日常保洁 
• 地面保洁，使用超静音真空吸尘器，用于
特殊安静场所吸尘。 
 
 
 

• 背负式吸尘器 

背负式吸尘器是为狭窄过道的场合量身打造的专业设备。
它体积轻巧，同时具备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贴背设计，其
腰带和肩背带可以根据操作者的身材进行调节，内衬海
绵令您倍感舒适，即使长时间连续操作也不易感到疲劳。
腰带上配有各种扒头插孔，随时取用特别方便。 



•  小型榨水车。 
 
 
 
 
 

• 天花板保洁，可弯转除尘掸 
设计特点 
1、尘扫套采用环保微纤，无漂染，可
用于漂白水清洗及消毒。 
2、清洁较高顶部或管道时可弯曲尘扫。 
3、适用于较高处、墙壁、缝隙等清洁。 
4、清洁较高处时可更换伸缩杆。 



• 6.卫生间 
• 啫喱型小便斗香片 

 
 
 

• 自动喷香机 
智能感光喷香机，配合喷香罐使用 
1. 使用大号电池，超级耐用，节约使用成本。 
2. 根据空间大小可以调节5/10/15/25分钟喷
香间隔时间，具有日/夜/24小时三个工作区间
设定。 
3. 采用微电脑控制芯片，进口ABS材料，塑造
优质性能。 
4. 适合需要增添香味道和清新空气以及去除臭
味的高级星级酒店和高档场及所卫生间使用。 

•释放怡人香气，30天有效分
解、控制异味 
•通过减少小便池冲水量，达到
节水效果 
•独有防溅设计，降低保洁人员
工作强度 
•不含二氯苯、多环芳香烃等对
人体有害物质 
•采用可生物降解绿色环保材料 
•材料柔软适合各种形状小便斗 



• 智能卫洁垫 
智能卫洁垫,通过内置的微电脑控制器自动的
更换卫生薄膜(卫生薄膜套准确旋转一周),使
用过的卫生薄膜在卷走前划破,与未用过的卫
生薄膜区分明显,强调薄膜使用的一次性.让
使用者更为放心! 
产品特点: 
•智能按钮,操作简捷。使用前只需按动按钮,
内置的微电脑控制器自动更换一段干净的卫
生薄膜。电子装备传动快,方便,新旧卫生薄
膜分开。 
•卫生薄膜,可靠放心。将用过的卷走,转出干
净的部分。一段干净卫生的新薄膜覆盖厕座,
防止了病菌的交叉感染。皮肤接触到的只是
干净的薄膜,你完全可以放心。 
•减少费用,节能省钱。使用纸巾垫座厕,或者
用水来清洗,所耗的费用会超乎设想,而且效
果不理想。使用了智能卫洁垫产品后,所有问
题都会迎刃而解,可谓省钱,省力又省心。 
•保护环境,资源再造。使用过的智能卫洁垫
卫生薄膜可循环再用于农业和工业,不会造成
资源的浪费,完全符合绿色环保的时尚潮流。 



• 7. 游泳池 
游泳池如果要正常开放，首先得 
保持水质的清洁卫生，那就得对 
水体进行消毒处理，这就得用到 
游泳池消毒剂，其次还得控制水 
质的清洁度、舒适度，还得防止 
泳池水长藻，所以下面这几种药是游泳池日常维护必
须用到的：  
1．消毒剂：一般都选三氯（三氯异氯尿酸/强氯精），
主要有消毒片及消毒粉。 
2．杀藻剂：一般选用硫酸铜（公共泳池选这种药）
和专用灭藻剂（私家泳池选这种）。 
3．PH值调节剂：一般选用碱和草酸，碱有氢氧化钠
和碳酸钠。 
4．絮凝剂：一般选用聚合氯化铝（需要进行吸污）
或澄清剂（配合过滤设备，无须吸污）。 
5．测试剂：一般选用二合一的验水盒。  



有了泳池水处理药剂了， 
还得有相应的工具才行， 
下面就是一些泳池清洁 
设备：  
1．吸污机：用于吸走游泳池池底 
的脏物和通过加入絮凝剂（聚合氯化铝）后的沉淀物。 
2．水捞：分深水捞和浅水捞两种，主要作用是捞池里面
的树叶及其他大件脏物。 
3．池刷：分好几种，胶刷，钢丝刷。一般泳池用胶刷就
可以了，主要刷池壁及池底。 



• 8. 地下停车库 
  
  
传统地下车库清洁方式 
 1）用扫帚、簸箕清扫车库地面和明沟灰尘、杂物、水迹； 
2）用拧干的抹布擦拭设备房门、垃圾房门、消防箱、道闸、污水井房、应
急灯； 
3）用湿抹布擦拭消防管道和风管； 
4）用水管、扫帚边冲边扫车库地面。 



  
传统地下车库清洁方式存在问题 
 1）夏季气温高，地库与地面温差大，地库相对空气不流通，造成地库湿度

大，地面、沥水沟出现积水及各类管道表面有水珠现象。给业主带来不便及
滑倒等安全隐患。 
2） 传统使用水管清洗，压力不够，清洁效果不好，使用消防水冲洗地面会

面临处罚，而且地下车库排水系统不够通畅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积水，埋
下安全隐患。 



  使用自动洗地机优点： 
1） 节约人工，3万平方地下车库标配3-4人，使用自动洗地机只需要1人配1
台设备即可； 
2） 调高效率，1台驾驶式洗地机平均工作效率5000平方米每小时，且清洁
效果远好于扫把拖把，地面洗过之后是干的，可以立即使用行走； 
3） 节约成本，用水量少，取水方便，易于管理，人员相对安全； 
4） 其他功用，在夏天返潮时，使用洗地机吸水功能快速处理地面，保持地
下室干燥。 



• 地下停车场地坪清洁保养。 
 首选方案：驾驶式全自动洗地机 
  

或者 



 次选方案：手推式智能洗地机 
 

或者 



小贴士： 
地下车库上方管道上部容易积灰，而下部则比较干净，由于位置一
般较高，使用抹布清洗不易，建议使用专用的管道扫，可快速清洁
管道。 



写在最后 
• 以上，就是我从事保洁行业多年总结出的清洁系
统解决方案。 

• 唯洁公司希望能和物业展开全面的合作，而不是
仅仅局限于“你采购-我销售”的常规供应链模式。
希望通过将参与方的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组合，使
优势与能量获得最大的发挥与释放，从而真正形
成运作理念共融，市场服务与品质专业相互依托，
合作方互为助力的独特合作。这种全新且具有革
命性变化的创造，将使合作伙伴与用户面对激烈
的市场竞争，重新获得了自身发展的广阔空间，
从而获得多方共赢的局面。 



 想要了解更多资讯，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二维码。 

 
 
 
 
 
 
 
 
 

销售热线：400-0591-008 

谢谢观看！ 


	物业保洁清洁系统解决方案�福州唯洁
	目录
	物业保洁现状
	物业行业竞争激烈
	物业保洁管理风险
	物业保洁管理系统价值所在
	三维立体清洁理念
	三维立体清洁理念
	三维立体清洁理念
	三维立体清洁理念
	人力作业与设备化作业比较
	地面清洁方式之比较
	用清洁设备代替人工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物业保洁清洁分类
	物业保洁清洁方案
	大型扫地机
	幻灯片编号 17
	幻灯片编号 18
	幻灯片编号 19
	幻灯片编号 20
	幻灯片编号 21
	幻灯片编号 22
	幻灯片编号 23
	幻灯片编号 24
	幻灯片编号 25
	幻灯片编号 26
	幻灯片编号 27
	幻灯片编号 28
	幻灯片编号 29
	幻灯片编号 30
	幻灯片编号 31
	幻灯片编号 32
	幻灯片编号 33
	幻灯片编号 34
	幻灯片编号 35
	幻灯片编号 36
	幻灯片编号 37
	幻灯片编号 38
	幻灯片编号 39
	幻灯片编号 40
	幻灯片编号 41
	幻灯片编号 42
	幻灯片编号 43
	幻灯片编号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