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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潔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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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直立式吸塵機�—— VCP5�

吸除致敏源 多種吸刷 21.6V 鋰電池

吸力功率：高檔  50W / 低檔  23W

掛牆設計，方便收藏外型新穎，機身小巧

集塵量：0.5L

2000 mAh 鋰電池續航持久，使用15-30分鐘

兩檔吸力可調

濾網+HEPA過濾設計，隔斷二次污染

淨重：2.6kg

豐富的配件，並配備電動地刷，清潔範圍更全面、更方便

產品配置：主機、延伸管、電動地刷、掛牆支架、扁吸、二合一地刷、電動床褥刷、

                  伸縮軟管、寵物刷

產品尺寸 (闊 x 高 x 深)：181 x 1110 x 243.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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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二合一手提式吸塵機
VC-02A14S

功率：600W

吸力功率: 85W

集塵量：0.5L

旋風型過濾系統，易於收集毛髮及塵埃，方便清理

採用HV過濾棉，有效釋出潔淨空氣

二合一可拆式設計，適用於清潔不用地方的需要

透明機身，儲塵量一目了然

機身設有兩個小掛鉤，方便整理電線

機身輕巧，方便收藏

電線長度約5米

配件：扁吸咀及地刷

淨重: 1.9KG

產品尺寸 (闊 x 高 x 深)：240 x 1160 x 125mm

有線直立式吸塵機
VCS7P

集塵量: 0.4L

輸入功率: 450W

吸力功率: 50W

旋風型過濾系統，易於收集毛髮及塵埃，方便清理

採用高效過濾棉，有效釋出潔淨空氣

二合一可拆式設計，適用於清潔不同地方的需要

透明集塵筒，儲塵量一目了然

電線長度約5米

附件：圓刷及扁吸

淨重: 1.9KG

產品尺寸 (闊 x 高 x 深)：200 x 250 x 1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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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一手提式吸塵機
VCS01B15P

電壓：14.4V

輸入功率：85W

集塵量：0.5L

鎳氫電池

兩段吸力選擇

二合一可拆式設計（直立/手提式），適用於

清潔不同地方的需要

操作時間約15-22分鐘

可清洗過濾網 

電動軟毛滾輪地刷，易於抓著毛髮

站立式設計，易於收藏

配件：扁咀

淨重：2.2 KG

產品尺寸 (闊 x 高 x 深)：270 x 1090 x 21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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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除螨吸塵機 —— B5D

高頻拍打 可旋轉手柄UV紫外線燈

UV
強勁吸力

每分鐘10400次高頻拍打

6000pa強勁吸力

可旋轉手柄

長150mm UV紫外線燈

手柄可旋轉90°，適合多種清掃對象的面積

UV紫外線滅菌淨蟎，破壞蟎蟲DNA，滅殺塵蟎過敏原

颶風吸力，深層清除所有塵蟎 矩陣式拍打頭，高頻次強力拍打

可視化集塵盒，被吸入的塵蟎毛髮清晰可見

產品配置：主機、塵杯組件、濾網組件、充電座

外型新穎，機身小巧，方便收藏 集塵量：0.3L

產品尺寸 (闊 x 高 x 深)：114 x 172.5 x 280mm

淨重：1.6kg

UVC紫外光波長：253.7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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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吸力

遙距清潔管家 —— I5EXTRA

遠程高清視頻

立體清掃系統

雙向語音對話

APP智能操控

4000pa大吸力

精準電控濕拖

精準
電控濕拖

遠程
高清視頻

HD

語音對話 立體
清掃系統

智能操控

4000 Pa 強力吸力，配備雙邊刷聚攏灰塵 

配有3400mAh鋰電池，最長續航能力約140min，並配有自動回充功能

安全感應系統：防碰撞，防跌落 

多種清潔模式：弓形模式、沿邊模式、區域模式 

連接手機APP，隨時觀看家中情況，遠端與小孩/毛孩及老友記互動 

吸力擋位及濕拖檔位（水流速度）：均3擋可調

集塵量：0.25L 

產品尺寸 (闊 x 高 x 深)：340 x 90 x 340mm 

水箱容量：450mL

淨重：3.5kg

產品配置：主機、遙控器、充電座、水箱、集塵盒、充電線、滾刷、邊刷*2、拖布*2



強力吸塵器
VC-15C189

輸入功率：1200W

吸力功率：200W

集塵量：1.5L

外型新穎，機身小巧

機身具有控制按鍵

塵袋更換指示燈

多層濾網及HEPA過濾，阻隔二次污染

自動電線回捲，易於收藏

配件：軟管、金屬伸縮管、主地刷、組合吸刷

淨重：3.5KG

產品尺寸 (闊 x 高 x 深)：265 X 215 X 355mm 

超靜音吸塵機
VC-B46BCE3

輸入功率：700W

集塵量：2L

配有超靜音科技，可低至64dBA（*最低段速度運作）

手柄特設按鈕遙控，機身特設腳踏操作按鈕，

無需彎腰按鍵，靈活方便

配備4種刷頭，適合打掃不同環境

多層濾網及HEPA過濾，阻隔二次污染

LED風量調節顯示

集塵袋容易更換

配件：地刷、小方刷、圓刷、扁吸咀、延伸直管、軟管

淨重：7.9 KG

產品尺寸 (闊 x 高 x 深)：258 x 310 x 46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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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塵袋吸塵機
VC-S38A13L

輸入功率: 1200W，吸力功率: 180W

集塵量：1.5L

採用渦旋風系統設計，螺旋式高速旋轉增加離心力，

更易吸走灰塵一按即可取塵筒

使用活動輪，機身能靈活轉動，方便使用

透明塵杯塵量一目了然

外觀新穎，機身小巧便於收藏

伸縮管設計，方便使用

配件：伸縮管、軟管、地板刷、複合式噴嘴

淨重: 5.0KG

產品尺寸 (闊 x 高 x 深)：267 x 340 x 4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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