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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科技，为物业保洁创造新价值 

 
 行业发展管理部    徐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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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保洁产业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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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效率 

& 

物业形象 

物业保洁产业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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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保洁产业的挑战 



同质化
现象 

 业务领域同质化 

 设备工具同质化 

 业务手段同质化 

 操作员工同质化 

物业保洁产业的挑战 





科技为物业提效，降成本 



 产品概念—移动的“榨水车和拖把”组合 

 适合硬地面的维护性擦洗 

 擦洗+吸水功能 

 无需其他动力源 

 维护简单，成本极低 

 

全球首创人力手推式地面擦洗器 
洗地机与工具 功能完美结合体 

科技为物业提效，降成本 

B 60/10  



 KIK智能钥匙系统 

    不同人员具有不同使用权限，避免误操作。 

 Homebase设计 

    可携带各种工具，相当于移动工具车。 

 集成化维修周期指示 

    屏幕显示不同维护建议，实现自动化管理。 

B 40 

2011 CMS最佳产品创新奖   
           KIK智能钥匙&Homebase设计 

 革新性 

科技为物业提效，降成本 



为耐用而生的高压清洗机！ 

  耐用型曲轴泵，4极低速电机设计 

  更耐用的凯驰工业级曲轴泵，维护简单 

  更耐用的4极低速电机及柱塞 

  更易维护的可拆式框架结构 

科技为物业提效，降成本 

HD 6/15 – 4 CN 



科技为物业提效，降成本 

刷头互换技术     

多任务处理，一机多用（日常清洗&大面积抛光晶面工艺） 

 
      实现“多任务处理” 

      即一台设备通过附件互换完成不同的清洁、 

      结晶、抛光等任务。 

盘刷应用：日常地面清洗 滚刷应用：快速抛光或基础晶面处理 



科技提升差异化竞争力 



 提高保洁流程透明度 

 提高员工效率 

 分析优化清洁流程及效率合理性 

 提升企业管理形象，差异化竞争的有利手段 

支持苹果及安卓系统 

科技提升差异化竞争力 

全球最先进的物业保洁管理工具， 

以科学数据有效管理， 

用于计划，跟踪和分析设施管理活动。 

改变行业生存法则！ 

ECO!Manager 物业管理软件   

   欧美主流的物业管理系统，科学、智能、数据化 



科技提升差异化竞争力 



科技创造物业服务新内容 



科技创造物业服务新内容 

全球顶级家用清洁科技，不一样的家庭清洁服务模式 

                              ----德国凯驰“洗家”服务，提升

家庭健康环境 

 

 德国凯驰“洗家”服务合作伙伴体系 

 多元化合作空间，增加业务盈利模式-- 德国凯驰全系列家用清洁设备营销！ 

 



科技创造物业服务新内容 



科技创造物业服务新内容 



科技创造物业服务新内容 

杀菌率99.99%的高温蒸汽技术   

 

高温蒸汽杀菌服务 

140℃持续高温蒸汽，无需化学剂 

  双水箱设计保证持续高温 

  完善的安全保护让使用更安心 

  无化学二次污染 

DE 4002 



科技创造物业服务新内容 

自动扶梯清洗服务 

    快速高效的自动扶梯清洗方案 

BR 47/35  



科技创造物业服务新内容 

热水洗车 

• 去污能力更强 

• 效果更好 

• 效率更高 

凯驰专业热水洗车科技使物业提供差异化的洗车服务，提高洗车收费标准! 

“龙门洗”洗车体系 自助投币式洗车系统 

自动洗车，并实现节水80%。 自助投标，享受洗车带来的乐趣。 

多元化洗车服务 

助力物业提供洗车增值服务 



科技，创造保洁蓝洋领域 



商业保洁 

家庭保洁 

工业清洗 

科技创造保洁蓝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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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 

 无污染  

 对材料无损伤 

 应用范围广 

 

干冰清洗技术：未来的发展趋势 

清洗以前 清洗以后 

科技创造保洁蓝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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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受益点 

目标群体 汽车制造，塑料加工，机械加工，印刷业，食品加工，包装业, 专业保洁等: 
 

产品概念 采用干冰球（结冻和压缩的CO2）清洁的一种创新清洁原理. IB 15/80 是一种采用干
冰球作为喷射材料的喷射设备。干冰球在压缩空气的驱动下加速，最终可达到超声波
的速度。将干冰球与喷射软管和象喷枪一样的其他喷射元件结合在一起可以用来清洁
受污染的材料和物体。 

不沾湿: 干冰升华成CO2 气体后返回大气，停工时间短，不腐蚀材料 
不磨损或不腐蚀:干冰球是一种非磨损性材料，可以长时间保持设备的使用价值  
无需拆卸设备：现场清洁，减少停工时间，不损坏设备 
无需用化学品，无需用有破坏性的材料（如沙砾），不产生废水：对环境友好， 
   安全，低成本，也适合用于许多不允许用水，沙砾等进行清洁的情况 

干冰清洗技术：综述 



TGM Peter Xu/ 27.01.14 / cce展会物业保洁演讲.ppt  29 

干冰清洗技术：干冰清洁的原理是基于3个过程 
 
 
1. 机械清洁：  
      干冰球以超声波的速度被推出喷枪，冲击要清洁 
      的表面 
 
 
2.  温度清洁: 
 干冰零下79 °C 的冷温度创造了低热震动。 
       污染物会出现裂解和分层。 
 
 

 
 
3. 升华清洁: 
 干冰球侵入污染物的裂缝，然后升华（迅速扩张） 
       将其体积增大了大约400倍。  

科技创造保洁蓝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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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凯驰 



1935 年，成立于德国 斯图加特。 
 

    79 年来，只专注清洁，从未间
断…… 



产品范围 

商用 特殊工业 高压清洗机 室内清洁 专业 

家庭及园艺产品 专业产品 

园艺 

凯驰 
未来 
科技 

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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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enden Illingen 

Bühlertal Obersontheim 

Gissigheim 

LZ Obersontheim 

Camas (Washington) Springdale (Arkansas) 

Chandler (Arizona) Denver (Colorado) 

Monterrey (Mexico) 

Paulínia, S.P. (Brazil) Quistello (Italy) Volpiano (Italy) Reggio Emilia (Italy) Montereale 
Valcellina (Italy) 

 Curtea de Arges 
(Romania) 

Changshu (China) 

Schwaikheim Waldstetten 

Duisburg 

全球生产基地 



德国国内的生产和物流基地 

杜伊斯堡 

温嫩登 

施魏克海姆 

伊林根 

杰西科海姆 

上松特海姆 

LZ上松特海姆 

布勒塔尔 

沃特斯特登 



全球销售额的增长 



员工数量的增长 

单位：人 



专利及实用新型 

= 专利 = 实用新型 

“坚持创新、不断研发”是凯驰集团发展战略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凯驰产品研发中心拥有近600名工程师进行新产品

和新技术的研发。截至2011年5月，凯驰集团 

已获得了1000多个专利和实用新型， 

不断革新着全球清洁行业 

的尖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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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15 
91 

19 
128 

37 240 

112 451 

211 

591 

140 842 

251 

1.112 

381 



工艺创新 

管理体系 

质量和环境管理体系  

• 全球清洁行业第一家分别通过ISO 9001和ISO 14001认证的公司。 

Home & Garden Professional 

ECO! 

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  

凯驰拥有一个整体性的可持续发展观： 

• 高效、节能的产品都被贴上“环保”或“高效环保”的标签。 

• 将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列入投资决策的衡量标准之一。 

• 公司用车全部使用经济、节能的车辆。 

• 环保的空调设施 

• 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德国凯驰在全球范围内共完成了70多处古建的公益清洗和保护工
作，其中包括美国自由女神像、梵帝冈天主大教堂、德国伯兰登堡门、葡萄牙里滋本航海纪
念碑、中国北京故宫慈宁宫、埃及梅农巨像等世界著名建筑均重新焕发了昔日的光彩。凯驰
人用自己的辛劳与汗水为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保护文明 



纽约, 自由女神像 

埃及，梅农巨像 

柏林, 勃兰登堡门 

罗马, 圣彼得广场 Rio, 耶酥圣像 

保护文明 

美国, 总统山 
无锡, 灵山大佛 



有目标地对媒体转播收视率高的体育赛事
进行赞助有助于提高品牌认知度。 

体育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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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 



荣誉奖项(全球） 

德国“红点奖”与德国“iF奖”、美国“IDEA奖”并称为世界三大设计大奖，
相当于工业设计中的“奥斯卡”奖项。 



服务中国 



庆祝2014年世界杯  庆祝德国夺冠  促销 



庆祝2014年世界杯  庆祝德国夺冠  促销 

促销1：洗地吸干机BD 530 BP/EP*1+吸水机NT 38/1*1 
 

电瓶版 原价：23,800元 

夺冠促销价：19,999元 

 

电线版 原价：15,800元 

多冠促销价：13,200元 

促销2： 冷水高压清洗机HD 6/15 ALA*2+吸水机NT 38/1*1 
 

原价：13,200元 

夺冠促销价：10,800元 
 

价格有效期：至201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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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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