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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化学品 /

清洁设施
清洁化学品 / 卫生纸

毛巾 / 抹布

扫帚 / 垃圾铲

地板刷

手柄刷 / 马桶刷

拖把

拖头 / 拖把柄

尘推 / 拖布

除尘棒 / 刮刀

工具架

清洁桶

榨水机

清洁车 / 垃圾桶

垃圾袋 / 烟蒂容器

清洁化学品

型号 描述 单位
F2535 帮洁卫浴清洁剂 600g 瓶

 ●有效去除水垢、皂渍等卫浴常见污垢

 ●适用范围：洗手盆、瓷砖、浴缸、水龙头、
马桶

 ●仅限江浙沪销售

型号 描述 单位
F2792 滴露中国洗手液滋润倍护 250G 瓶

 ●滋润倍护配方，添加滋润成分，吸收
抑菌的同时呵护手部肌肤防止干燥

 ●洗去厨房家务后留在双手上的油污、
异味和细菌，持续抑菌达 4小时

 ●仅限江浙沪销售

帮洁卫浴清洁剂滴露洗手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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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香味 单位
E6274 1793535 MB9000 空气清香机 — 台
E6275 7041-04 MB9000 空气清香剂 巍巍群峰 /乡村喜悦 /活力芒果 /全新果实 瓶

 ●空气清香机获得专利设计的喷头，能喷洒出极其细腻的雾气，使香味浓
度更高，持续时间更久

 ●喷雾罐效能相当于三个标准喷雾罐，可持续使用 90-180 天
 ●替换装的空气清香喷雾罐体积小，节约了储存空间，也杜绝了浪费
 ●灵活程序设置选择；高或中等浓度选择；12 或 24 小时工作时间切换
 ●每星期 5,6 或 7 天工作日设置；电池使用寿命高达 3 年
 ●一个空气清香机的效能可以覆盖 170 平方米的房间

空气清香剂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香味 单位
E6279 1793535 TC 持久型空气清香机 — 台
E6280 7041-04 TC 持久型空气清香剂 蓝色狂想 /芒果 / 桔香 瓶

 ●香味成分符合所有国家法规

 ●提供多种香型，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要，天然有效的气味中和剂，不含
香精

 ●安全有效的活性成分，大量的香氛精油混合配方，使香氛效果更持久

 ●内置燃料电池，无需额外使用电池

TC 持久型空气清香剂

 ●可调节的喷嘴，喷距可达 30
 ●坚固的 HDPE（高密度聚乙烯）瓶，即使掉落
或碰撞也不会损坏

 ●大型 3 指握式喷嘴使用方便
 ●使清洁工作更简单有效

喷雾瓶与喷嘴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E6287 9C0301 喷雾瓶 900ml 个
E6288 9C0302 喷嘴 - 个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装箱规格 配套产品 单位
E6139 9620 空气清香机（标准型） 6 个 / 箱 E6140,E6141,E6142 箱

 ●灵活简便的运转设置，独有的动
态液晶显示屏-所需信息更清晰。

空气清香机

 ●适用范围：医院污染物及环境；日常生活用
品与环境；食具餐具与蔬菜水果；容器管道
等表面消毒；食品、饮料、饮水及制药工业
车间

 ●仅限江浙沪销售

 ●适用范围：医院污染物及环境；日
常生活用品与环境；食具餐具与蔬
菜水果；容器管道等表面消毒；食品、
饮料、饮水及制药工业车间

 ●仅限江浙沪销售

型号 描述 单位
F2423 劲康消毒粉 500 克 袋

劲康消毒粉

型号 描述 单位
F2424 经鑫消毒粉 500 克 袋

经鑫消毒粉

/ 清洁化学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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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E6149 92144 泡沫洗手液分配器 12.8 X 21.2 X 13.4cm 个

泡沫洗手液分配器

 ●快速更换简单，方便省时：分配器构造简单，
换罐只要 6秒钟，方便又轻松  ●使用说明：选好位置，用膨胀螺丝

定位 , 安装皂液器，加入洗手液即
可

洗手液分配器

型号 描述 单位
F2936 洗手液分配器 个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E6112 12552 深层保湿泡沫洗手液  1000 毫升 / 罐 罐
E6113 12565 无色无味保湿泡沫洗手液 1000 毫升 / 罐 罐
E6114 12517 保湿抑菌洗手液 500ml 罐

深层保湿泡沫洗手液

 ●1000ml 超大容量，可减少更换频率

 ●干净卫生无污染，独立替换罐设计

 ●节省水量好环保：泡沫细致绵密，洗手时需水量少，可节约用水

 ●保湿滋润配方：富含保湿因子，洗后双手滋润不紧绷

空气清香系统

 ●独一无二的喷雾技术 -Microtrans 微小分子漂浮时间更长，覆盖区域更大

 ●三种更受欢迎的喷雾香型，满足不同需求

 ●极少的推进剂和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减少对人类及环境的潜在威胁

 ●不含氯氟烃，不破坏臭氧层，对环境无害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包装规格 单位
E6140 6890 清香剂 -- 桔园晨雾 12 罐 / 箱 罐
E6141 6893 清香剂 -- 原野花香 12 罐 / 箱 罐
E6142 6894 清香剂 -- 花染晨露 12 罐 / 箱 罐

/  清洁化学品 / 卫生纸 /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规格 装箱规格 配套产品 单位

E6151 57907 i 系列 大卷卫
生纸架 276×175×139mm 8 个 / 箱 E6130/E6131/E6132/

E6134/E6133 箱

 ●极具艺术力的流线型设计，配以米白
色，提高卫生间形象

 ●传统的windows“视窗”设计，方便
客户使用

 ●为客户提升整体形象

擦手纸架 

 ●极具艺术的流线型设计，配以
米白色，提高卫生间形象

型号 产品编码 描述 纸架尺寸 装箱规格 配套产品 单位
E6145 57909 i 系列精巧型擦手纸架 229×333×35mm 8个 / 箱 E6100 箱
E6146 10442 精巧型大卷擦手纸架 304×317×177mm 1个 / 箱 E6105 箱

E6147 9337/9989 中央抽擦拭纸纸架 
珍珠白 / 烟灰色 262×302×236mm 1个 / 箱 E6106 箱

卫生纸品

大卷卫生纸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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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纸架尺寸 装箱规格 配套产品 单位
E6152 9406 幻彩抽取式餐巾纸盒 457×495mm  24 个 / 箱 E6137 箱

餐巾纸纸盒

 ●全封闭包装，清洁卫生，外形纤巧精致

 ●不含纸巾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包装规格 纸架尺寸 单位
E6143 7410 座便器座垫纸 125 张 / 包×24 包 - 箱
E6144 9505 i 系列座便器座垫纸纸架 - 442×330×84mm 个

座便器垫纸

 ●特殊配方，含有暂时性湿强，接
触体汗，不会破裂

 ●特殊设计，可使座垫纸用完后随
冲水自动冲入座便器中，无需动
手

 ●独特的抽取设计，每次抽取一张，
不会接触到下一张，确保客户每
次使用的都是最干净的座垫纸

/  卫生纸 / 毛巾 / 抹布 /

微纤抹布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7108 浴室专用抹布 40.6×40.6 黄色 个
E7109 一般用途抹布 40.6×40.6 红色、绿色、蓝色 个
E7110 玻璃 / 镜面专用抹布 40.6×40.6 蓝色 个
E7111 特大号一般用途抹布 50.8×50.8 绿色 个

 ●双层锁边提高耐用度
 ●可重复洗涤 500 次，不变形

 ●可在不加漂白剂的 100 摄氏度热水中消毒

 ●不同颜色区分，有助于减少交叉感染

清洁工具

型号 描述 规格 颜色 单位

E2310 超细纤维毛巾 40×80cm 红色 条

 ●超强的吸水能力
 ●柔软、舒适
 ●耐用
 ●快速晾干
 ●80%涤纶，20%尼龙

型号 描述 单位
F2760 妙洁神奇抹布 3片装×32 袋

妙洁神奇抹布

 ●8 层疏油网状结构

 ●油污不易附着，搓洗容易

 ●吸水性强，柔韧耐用

超细纤维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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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布 / 扫帚 / 垃圾铲 /

型号 描述 规格 颜色 单位

M4670 浴室专用抹布 30.6×30.6cm 黄 块

M4671 一般用途抹布 30.6×30.6cm 红、绿、蓝 块

M4672 玻璃器皿精密仪器专用抹布 30.6×30.6cm 蓝 块

 ●优质Microfiber 微纤带来最佳清洁效果及耐用性

 ●高密度“极微细”纤维，较一般清洁产品更有效除尘、去垢及清除细菌

 ●抹布耐用坚固，经专业机构测试，能抵受 300 次清洗的磨损

 ●涂层边沿，能令抹布历久不变形

 ●有不同颜色选择，让你在不同环境使用不同颜色的产品，减少交叉感染

抹布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E6257 6375 斜型扫帚 直径 2.5cm的塑胶外层金属把手，聚丙烯帚毛 把

E6258 6389 特大型斜型扫帚 特大型斜型扫帚，直径 2.5cm的黑色金属手柄，聚丙
烯帚毛 把

 ●最适用于清扫死角地带

 ●易于清扫的剪裁和造型

 ●聚丙烯刷毛可长时间防沾污

 ●刷毛为永久熔接，不会掉出

斜型扫帚

斜型扫帚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7137 斜形扫帚 黄色 个
E7138 大厅扫帚 ( 带柄 ) 19 黄色 个

 ●最适合于难于清扫死角地带

 ●PP 刷毛可长时间防沾污

 ●需配手柄使用

E7137E7138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E6255 2532 有盖式防风垃圾铲 32.4×28.6×12.7cm 件
E6256 6374 大厅扫帚 88.9cm 件

畚箕

 ●耐用后轮增强抗磨功
能，延长产品使用寿命

 ●自动开启和关闭的畚
箕盖 (E6255) 掩 盖 了
不雅观的垃圾和碎屑

 ●挂钩和扫帚分开出售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7192 谷物清扫扫帚 31.1 黄色 个
E7193 大厅扫帚，百分之百黍毛 21 棕色 个
E7194 黍毛扫帚，标准型，2.5CM清漆把手 30.5 红色 个
E7195 黍毛扫帚，仓库型，2.9CM清漆把手 30.5 蓝色 个
E7196 黍毛扫帚，仓库型，2.9CM清漆把手 30.5 桔黄色 个

E7192 E7194 E7193 E7195 E7196

黍毛扫帚

 ●清扫室内 / 室外的粗糙地面

 ●100%天然原料制成，寿命长久，
清扫效果佳

 ●在平滑或粗糙地面都可将细小
的微粒扫清

 ●材料精选自重轻的松木制成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7208 不带盖防风垃圾铲，不带扫帚挂钩 32.2×13.9×95.8 黑色 个
E7209 防风垃圾铲 33.2×14.4×95.8 黑色 个
E7210 带盖防风垃圾铲，不带扫帚挂钩 33.2×14.4×95.8 黑色 个
E7211 不带盖防风垃圾铲，带扫帚挂钩 32.2×13.9×95.8 黑色 个
E7212 防风垃圾铲挂钩座 10.6×4.9×3.7 黑色 个

 ●时尚新颖外观及独特创新结构设计

 ●适合于商场、餐厅及大堂使用

 ●耐用后轮增强抗磨功能，延长了产品使用寿命

 ●专利设计的自动开闭滑动盖，可掩盖不雅观垃圾及碎屑等

 ●手柄自带扫帚挂钩位，可方便挂放大厅扫帚 (E7138)

E7209 E7210 E7208

防风垃圾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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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铲 / 地板刷 /

E7216 E7213 E7214 E7215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7213 重型垃圾铲 31.1×21×6.7 黑色 个

E7214 大型垃圾铲 40.6×37.5×13.7 黑色 个

E7215 特大型垃圾铲 55.9×45.7×19.7 黑色 个

E7216 垃圾铲 +柜台刷套装 31.1×21×6.7 黑色 个

 ●结实耐用塑胶结构

 ●超大规格尺寸，可容纳大量垃圾

E0226 E0232

型号 描述 规格 (cm) 材质 颜色 单位
E0226 方形垃圾铲 ( 不带扫把 ) 88×39×14 塑料 黑色 个
E0232 垃圾铲 ( 带扫把 ) 27.8×25.7×80.3 塑料 灰色 个

垃圾铲 垃圾铲

地板刷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7170 地板刷 _PP&Tampico 刷丝 23 黄色 个

E7175 地板刷 _Tampico 刷丝 23 黄色 个

E7171 清洗刷 _PVC 刷丝 27.5 黄色 个

E7172 清洗刷 _Nylon 刷丝 27.5 黄色 个

E7176 清洗刷 _PP 刷丝 26 黄色 个

E7184 清洗刷 _Tampico 刷丝 12 黄色 个

E7174 甲板硬毛刷，塑胶头带刮水胶片，PP刷丝 61 黄色 个

 ●塑胶刷头，不会开裂及剥落，结实耐用

 ●多种刷毛供选择

细尘地板刷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7139 455mm_PET 刷丝 _细尘地板刷 45.5 黄色 个

E7140 610mm_PET 刷丝 _细尘地板刷 61 黄色 个

E7141 木质躯干 _PET 刷丝 92 - 个

E7142 455mm_马毛 &Tampico 刷丝 _细尘地板刷 45.5 黄色 个

E7143 610mm_马毛 &Tampico 刷丝 _细尘地板刷 61 黄色 个

E7144 木质躯干 _马毛 &Tampico 刷丝 92 - 个

 ●可扫除最细小灰尘

 ●是高度抛光与打蜡地板表面清扫理想工具

 ●刷头双面都有手柄孔，可使刷丝均匀磨损

 ●刷毛的材质有：PET、Tampico& 马毛 &PP 混合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E6262 2005 重型垃圾铲 31.1×21×6.7cm 把

 ●胶棉塑胶手柄，可容纳大量的灰尘与脏物

重型垃圾铲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E6259 9B09 中型地板刷 61cm 塑胶刷头，聚丙烯刷毛 把

中型地板刷

 ●最适用于清扫死角地带

 ●易于清扫的剪裁和造型

 ●聚丙烯刷毛可长时间防沾污

 ●刷毛为永久熔接，不会掉出

 ●需配手柄使用

 ●需配手柄使用

 ●需配手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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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板刷 /  手柄刷 /

中型地板刷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7145 455mm_PP_0.3 刷丝 _中型地板刷 45.5 黄色 个
E7146 610mm_PP_0.3 刷丝 _中型地板刷 61 黄色 个
E7147 木质躯干 _PP 刷丝 92 个
E7148 455mm_Tampico 刷丝 _中型地板刷 45.5 黄色 个
E7149 610mm_Tampico 刷丝 _中型地板刷 61 黄色 个
E7150 木质躯干 _Tampico 刷丝 92 个
E7151 455mm_PET&PP 刷丝 _中型地板刷 45.5 黄色 个
E7152 610mm_PET&PP 刷丝 _中型地板刷 61 黄色 个
E7153 木质躯干 _PET&PP 刷丝 92 个

 ●可从不同类型的地板表面扫除灰尘

 ●PP 刷毛与 Tampico 刷毛使用寿命长，可清扫粗糙木质地板表面与光滑地板

 ●刷头的双面都有手柄孔，以供刷毛的均匀磨损

 ●刷毛的材质有：PP、Tampico、PET+PP 混合

 ●需配手柄使用

重型地板刷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7154 455mm_PP_0.85 刷丝 _重型地板刷 45.5 黄色 个
E7155 610mm_PP_0.85 刷丝 _重型地板刷 61 黄色 个
E7156 木质躯干 _PP_0.85 刷丝 92 个
E7157 455mm_扇叶树头榈刷丝 _重型地板刷 45.5 黄色 个
E7158 610mm_扇叶树头榈刷丝 _重型地板刷 61 黄色 个
E7159 木质躯干 _扇叶树头榈刷丝 92 个

 ●可适用于工业级强度的清扫工作

 ●重型 PP 刷毛可防沾污与异味

 ●刷头双面都有手柄孔，可使刷丝均匀磨损

 ●需配手柄使用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E6260 6341 塑胶头柜台刷 龙舌兰刷毛，可涵盖 20.3cm的范围 把

E6261 6342 塑胶头柜台刷 带穗的聚丙烯刷毛，可涵盖 20.3cm的范围 把

 ●可迅速清扫干净柜台的最佳刷子

 ●胶棉塑胶手柄

 ●刷毛为龙舌兰及聚丙烯质料

 ●特大规格的重型塑胶垃圾铲，可容纳大量的灰尘与脏物

塑料头柜台刷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E6268 6364 木质帚柄 152.4×2.4cm  金属螺纹接头，光漆 把
E6269 6352 木质帚柄 137.2×2.9cm   锥状接头，砂纸磨光 把

 ●有螺纹和锥状两种接头

 ●有木纹或轻铝两种材质

 ●与前推型扫帚配合使用

 ●螺纹接头可以很牢固地固定住地板刷进行清洁工作

木质帚柄

木质扫把手柄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6695 铁质手柄，配 E7203 用 2.2×124 蓝色 个
E6696 木质扫帚柄，螺纹接头 2.4×137 清漆 个
E6697 木质扫帚柄，螺纹接头 2.4×152 清漆 个
E6698 木质扫帚柄，锥状接头 2.9×137 清漆 个
E6699 木质扫帚柄，锥状接头 2.9×152 清漆 个
E7100 木质扫帚柄，金属螺纹接头 2.4×152 清漆 个

 ●有螺纹接头和锥状接头供选择

 ●锥状手柄配合前推扫帚使用

E6697

E7100

E6698

E6699

E6696

E6695

E0309

地板刷

 ●刷毛采用尼龙材质的，刷版采用塑料材质

 ●刷杆采用铁材质，三种尺寸可供选择

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E0309 地板刷 18〞 个
E0310 地板刷 22〞 个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E6263 6337 地板硬毛刷 25.4cm 把

 ●塑胶头，两种高度，聚丙烯刷毛

 ●塑胶头不会裂开或层层剥落

 ●聚丙烯刷毛，避免刮痕

 ●可长时间防沾污

 ●配螺纹手柄

地板硬毛刷

 ●需配手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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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柄刷 / 马桶刷 /

硬毛刷

 ●塑胶刷头，刷丝有 PP 和 Tampico 供选择
 ●可刷洗瓷砖、地板、踢脚板、墙壁及厨房工作台面等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7173 平板刷 _PP 刷丝 18.5 黄色 个
E7177 平板刷 _Tampico 刷丝 21.5 黄色 个
E7178 平板刷 _PP 刷丝 21.5 黄色 个
E7185 烫斗刷 _PP 刷丝 17 黄色 个
E7186 指甲刷 _PP 刷丝 10.8 白色 个
E7182 瓷砖拼缝刷 _Nylon 刷丝 22 黄色 个

E7173

E7178

E7186

E7177

E7182

E7185

E7161

E7162

E7163

E7160

柜台刷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7160 柜台刷 _PET 刷丝 30 黄色 个

E7161 柜台刷 _PP 刷丝 28.5 黄色 个

E7162 柜台刷 _Tampico_ 染黑刷丝 38.5 黄色 个

E7163 柜台刷 _PET 刷丝 38.5 黄色 个

 ●快速清洁柜台的最佳刷子

 ●胶棉结构的塑胶手柄，结实耐用

 ●手柄尾部有小孔供悬挂，方便存放

 ●刷毛有 PP、Tampico、PET 刷毛供选择

E7169

E7168

E7165

E7164

E7166

E7167

多用途塑胶手柄刷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7164 短手柄多用途刷 _扇叶树头榈刷丝 24 黄色 个
E7165 长手柄多用途刷 _扇叶树头榈刷丝 52 黄色 个
E7166 短手柄多用途刷 _PP 刷丝 24 黄色 个
E7167 长手柄多用途刷 _PP 刷丝 52 黄色 个
E7168 短手柄多用途刷 _Tampico 刷丝 24 黄色 个
E7169 长手柄多用途刷 _Tampico 刷丝 52 黄色 个

 ●有长手柄和短手柄供选择，刷毛有扇叶树头榈、PP 和 Tampico
 ●胶棉结构塑胶手柄，结实耐用
 ●手柄尾部有小孔供悬挂，方便存放
 ●是食品行业及教育机构的理想清洗工具

金属丝刷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7179 钢丝刷 _不锈钢丝 26 黄色 个
E7180 300mm钢丝刷 _高碳钢丝 30 黄色 个
E7181 280mm钢丝刷 _高碳钢丝 28 黄色 个
E7183 瓷砖拼缝刷 _铜丝刷丝 21.6 黄色 个

 ●特别的设计以适合不同的领域使用

 ●能有效去除铁、油污和油脂等

 ●手柄尾部有小孔供悬挂，方便存放

 ●金属刷丝，可处理比较艰难的清洗任务

E7179

E7183

E7181

E7180

马桶刷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7187 马桶刷 _PP 刷丝 43 黄色 个
E7188 马桶刷 _PP 刷丝 42 白色 个
E7189 马桶刷底座 13.5 白色 个
E7190 马桶刷 43 黄色、黑色 个
E7191 马桶刷 51 黄色 个

 ●有不同长度的手柄及不同大小和样
式的刷头供选择

 ●PP 刷毛，可防沾污及遗留异味

E7187

E7188

E7189E7190 E7191

 ●有不同长度的柄，大小和样式供选择

 ●聚丙烯和波纹状的聚丙烯刷毛

 ●可防沾污与遗留异味

马桶刷

E6265

E6266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E6265 6310 马桶刷 36.8cm    塑胶柄，聚丙烯刷毛 把
E6266 6311 马桶刷刷座 39.4cm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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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M4665 F612-88 350g 快接式拖把 31cm 个
M4667 F622-88 450g 快接式拖把 45cm 个

 ● 快速接合功能，使拖头能轻易与手柄连

 ● 轻巧的拖头（及拖柄）能减低清洁时的劳力；拖头可清洗，能多次循环使用

 ● 拖头的棉带提供更宽阔的清洁范围，既经济又省时

 ● 混纺绵纱物料，使用寿命长，清洁效能高、耐用、吸水力特强，吸水性强

 ● 快接式手柄能配合 Rubbermaid 微纤维系列产品一起使用

快接式拖把系列有以下型号可供选择：
350g 大型商业清洁－ 1000 － 2000 平方尺
450g 大型商业清洁－ 2000 平方尺或以上

编织尾带：
固定拖把纱线，增加
覆盖地板面积，并提
高洗涤能力。

环形末端：
减少拖把磨损，令拖
把更耐用，使用寿命
更长。

快接式拖把

E0305

蜡拖

型号 描述 单位
E0305 高级蜡拖 个

 ● 使用时无需沾水，吸尘功效持久耐用，使用完毕只
需轻轻抖动除尘掸，就能消除掸内灰尘。可用于打
扫家具，办公室等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重量 颜色 单位
E6227 E138 通用型连头带棉质拖把 700g 白 个

 ●极佳的通用拖把，使用于日常的清洁工作

 ●环形末端减低掉毛和拖把布松散的缺点 

 ●通用尾带既适合于侧装式手柄，又适合于夹式手柄

通用型连头带棉质拖把

/ 拖把 / 

 ●需配手柄使用

 ●需配手柄使用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重量 颜色 单位
E6225 D252-06 Super Stitch ® 混纺纤维拖把 450g 白 个

 ●使用性能和寿命比齐尾拖把高一至二倍

 ●棉花和人造纱的均匀混合，吸水性强，韧度高 

 ●环形末端，有尾带，可涵盖较大的地板面积 

 ●配合夹式手柄使用

 ●可提供压缩包装

Super Stitch® 混纺纤维拖把

型号 品牌型号 产品描述 重量 颜色 单位
E6226 D512-06 Super Stitch ® 打蜡拖把 450g 白 个

 ●使用性能和寿命比齐尾拖把高一至二倍

 ●棉花和人造纱的均匀混合，吸水性强，韧度高 

 ●环形末端，有尾带，可涵盖较大的地板面积

 ●配合夹式手柄使用，可提供压缩包装

Super Stitch® 打蜡拖把

棉质拖把

型号 描述 拖把尺寸 头带尺寸 头带颜色 拖把颜色 单位
E6682 小号经济型棉质拖把 小号 通用 绿色 白色 个
E6675 中号通用型连头带棉质拖把 中号 通用 绿色 白色 个
E6676 大号通用型连头带棉质拖把 大号 通用 红色 白色 个

 ●经济实惠的齐尾拖把

 ●棉质拖把，可用于各种用途清洁工作

 ●通用头带既适合侧装式手柄，又适合夹式手柄

纤维拖把

 ●棉花和人造纱均匀混合，吸水性强，韧度高

 ●环形末端，有尾带，每次拖动可覆盖更大的面积

 ●具高吸水性、强去污能力，易清洗、寿命长特点

 ●通用头带既适合侧装式手柄，又适合夹式手柄

型号 描述 拖把尺寸 头带尺寸 头带颜色 拖把颜色 单位
E6673 中号混纺纤维拖把 中号 通用 绿色 白、蓝、绿 个
E6674 大号混纺纤维拖把 大号 通用 红色 白、蓝、绿、红 个
E6677 中号超细纤维拖把 中号 通用 绿色 白色 个
E6678 大号超细纤维拖把 大号 通用 红色 白色 个

无尘室拖把

型号 描述 拖把尺寸 头带尺寸 头带颜色 拖把颜色 单位
E6680 中号无尘室拖把 中号 通用 绿色 白色 个
E6681 大号无尘室拖把 大号 通用 红色 白色 个

 ●环形末端有尾带，每次拖动覆盖面积大

 ●由涤纶 + 绵制成，不会磨散、掉毛

 ●可洗涤，且经过缩水处理，持久耐用

 ●通用头带既适合侧装式手柄，又适合夹式手柄

打蜡拖把

型号 描述 拖把尺寸 头带尺寸 头带颜色 拖把颜色 单位
E6679 打蜡拖把 中号 通用 绿色 白 /蓝 个

 ●棉花和人造纱均匀混合，吸水性强，韧度高

 ●环形末端，有尾带，每次拖动可覆盖更大的地
板面积，环形末端和砂质尾带减少拖尾痕迹

 ●结实紧密四股纱线不易掉毛

 ●通用头带既适合侧装式手柄，又适合夹式手柄

 ●需配手柄使用

 ●需配手柄使用
 ●需配手柄使用

E6680

 ●需配手柄使用  ●需配手柄使用

 ●需配手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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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颜色 单位
E6248 Q750 58" 快接式铝质手柄 147.3×4.1×4.1cm 黄、蓝、绿、白、红 件
M4673 - 52" 快接式铝质手柄 132.08×4.1×4.1cm 黄 件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M4674 Q560 18" 快接式铝质拖头 45.7×14×1.25cm 件
E6246 Q570 24" 快接式铝质拖头 61.2×11.4×3.8cm 件
E6247 Q580 36" 快接式铝质拖头 91.7×8.8×3.8cm 件

 ●拖布耐用坚固，经专业机构测试，能抵受 300 次清洗的磨损

 ●涂层边沿，能令拖布历久不变形

 ●高密度“极微细”纤维，更有效除尘， 去垢及清除细菌，粘扣带设计， 
令拖布更稳固地系在拖把上

快接式铝质拖头 快接式铝质手柄

 ●用超特轻铝制物料制造，提高清洁效率

 ●快接式机制让组装或更换拖头更快捷、更容易；拖头外形扁平

 ●拖头有可更换的粘扣带设计，大大增加成本效益，并延长产品寿命

/  拖头 / 拖把柄 /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颜色 单位

E6253 Q755 48"-72" 可伸缩铝质手柄 121.92×5.08×5.08cm（缩短时） 
182.88×5.08×5.08cm（伸长时） 黄 件

可伸缩铝质手柄

 ●特轻铝制物料制造，安全运用于MRI 房间，可选择直型手柄或工程学弧
度设计手柄

 ●伸缩式手柄可迅速实现高处清洁；FGQ70100 快接式转接头可与任何螺旋
端口的工具组装使用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颜色 单位
E6228 H246 夹式手柄 - 大型黄色塑胶把头 152.4cm 灰 把

 ●侧向合页开关式栓卡使拖把可以很容易地从手
柄装上或卸下

 ●夹式手柄能将拖布牢固地夹在手柄的夹卡之间

 ●拖布中含有抗菌，可抑制产生臭味和污垢的细
菌生长，延长产品寿命

 ●侧向合页开关式手柄螺栓轮可将拖把布很牢固
地夹住﹐并只使用 12.7 cm 宽头带之拖布

 ●极佳的通用拖把，使用于日常的清洁工作

 ●环形末端减低掉毛和拖把布松散的缺点

夹式手柄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颜色 单位
E6229 H146 侧向开合式湿拖把手柄 152.4cm 灰 把

 ●使拖把可以很容易地从手柄装上或卸下

 ●夹式手柄能将拖布牢固地夹在手柄的夹
卡之间

 ●拖布中含有抗菌剂，可抑制产生臭味和
污垢的细菌生长，延长产品寿命

 ●侧向合页开关式手柄螺栓轮可将拖把布
很牢固地夹住，并只使用 2.5 cm 宽头
带之拖布

侧向开合式湿拖把手柄

侧向合页开关式拖把手柄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6683 侧向合页开关拖把手柄 137 红、蓝、绿、灰、黄 个
E6684 侧向合页开关拖把手柄 152 红、蓝、绿、灰、黄 个
E6685 侧向合页开关拖把手柄 137 个
E6686 侧向合页开关拖把手柄 152 个

 ●大型塑胶拖把头，螺栓旋紧结构，能牢
固夹住拖把

 ●结实而轻巧玻璃纤维手柄

 ●专利设计的锁紧结构，更换拖把更轻松

快接式手柄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7101 51cm-102cm可伸缩手柄 51cm-102cm 黄色 个
E7102 122cm-183cm可伸缩手柄 122cm-183cm 黄色 个

 ●轻质铝合金制造

 ●伸缩式手柄可实现高处清洁

E7101

快接式拖头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7103 46cm铝质拖头 46×8.9×3.8 黄色 个
E7104 61cm铝质拖头 61.2×8.9×3.8 黄色 个
E7105 91cm铝质拖头 91.7×8.9×3.8 黄色 个
E7106 122cm铝质拖头 122.2×8.9×3.8 黄色 个
E7107 152cm铝质拖头 152.4×8.9×3.8 黄色 个

 ●轻质铝合金制造

 ●两端的圆形塑料盖板帮助
保护墙面和家具 E7104 E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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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把柄 / 尘推 / 拖布 /

夹式拖把手柄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6687 夹式拖把手柄 ( 可换手柄 ) 137 红、蓝、绿、灰、黄 个
E6688 夹式拖把手柄 ( 不可换手柄 ) 137 红、蓝、绿、灰、黄 个
E6689 夹式拖把手柄 ( 可换手柄 ) 152 红、蓝、绿、灰、黄 个
E6690 夹式拖把手柄 ( 不可换手柄 ) 152 红、蓝、绿、灰、黄 个
E6691 夹式拖把手柄，硬木质 137 - 个
E6692 夹式拖把手柄，硬木质 152 - 个

 ●螺栓旋紧结构，能牢固夹住拖把

 ●结实而轻巧玻璃纤维手柄

 ●手柄螺栓紧固方式，容易拆换手柄

侧向铰接开关式拖把手柄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6693 铰接侧向合页开关拖把头 137 蓝色 个
E6694 铰接侧向合页开关拖把头 152 蓝色 个

 ●免触碰设计，单手即可更换拖把，手不
会碰到脏拖把

 ●结实而轻巧的玻璃纤维手柄

普通尘推

 ● 手柄杆颜色为银白色，长度为1.5m，布罩颜色为蓝色，
价格包括尘推杆与尘推头

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E1152 普通尘推 110cm 个
E1153 普通尘推 90cm 个
E1154 普通尘推 60cm 个
E1155 普通尘推 40cm 个
E1156 普通尘推 30cm 个

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E0300 高级尘推 110cm 个

E0301 高级尘推 90cm 个

E0302 高级尘推 60cm 个

E0303 高级尘推 40cm 个

E0304 高级尘推 30cm 个

高级尘推 ( 豪华型 )

 ●手柄杆和布罩颜色为金色，长度为 1.5m

 ●价格包括尘推杆与尘推头

 ●可回收成分：有色的含 65% 工业棉和 35% PET 塑料；白色由 100% 工业棉
制成

 ●齐尾尘推，经过洗涤和缩水处理

 ●可洗涤，加长产品寿命

 ●封套式背衬，全部缝制而成

Kut-A-Way® 尘推

手柄

尘推框架

 ●手柄 : 涂有聚乙烯基的木质﹑玻璃
纤维或硬木质手柄﹐易于清洗消毒

尘推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颜色 单位
E6231 K155 Kut-A-Way® 尘推 91.4×12.7cm 白、蓝 件
E6233 K153 Kut-A-Way® 尘推 61×12.7cm 白、蓝 件
E6235 M255 90cm搭锁式尘推框架 91.4×12.7cm - 件
E6236 M253 60cm搭锁式尘推框架 61×12.7cm - 件
E6237 M116 手柄 152.4cm 黄 件

尘推框架

E7134

 ●表面经粉末涂层处理的尘推框架，耐腐蚀，经久耐用；有弹簧夹，容易安装；
锁块装置，可以锁定手柄

尘推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7133 尘推 45.7×12.7 白色 个
E7134 尘推 61×12.7 白色 个
E7135 尘推 91.4×12.7 白色 个
E7136 尘推 121.9×12.7 白色 个
E7128 搭锁式尘推手柄 152.4 黑色 个
E7129 尘推架框 45.7×12.7 黑色 个
E7130 尘推架框 61×12.7 黑色 个
E7131 尘推架框 91.4×12.7 黑色 个
E7132 尘推架框 121.9×12.7 黑色 个

尘推：

 ●经过洗涤和缩水处理

 ●可洗涤，延长产品寿命

 ●封套式背衬

 ●全部缝制而成
E7128

带须边除尘拖布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E6241 Q418 18" 带须边除尘拖布 52.6×14.5×1.3cm 件

 ●此产品成本更低，除尘更多，可在不
加漂白剂的 200 华氏度热水中消毒

 ●长方形的拖布以黄色和蓝色相间

 ●每 1cm 配有蓝色合成除污纤维设计

 ●可轻易除去顽渍及食品残渣

 ●垂直条纹 , 清洗地板细缝

除污拖布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E6242 Q810 除污拖布 50.8×14×1.25cm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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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尘拖布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7119 46cm带须边除尘拖布 52.6×14.5×1.3 绿色 个
E7120 61cm带须边除尘拖布 71.1×22.9×1.3 绿色 个
E7121 91cm带须边除尘拖布 101.6×22.9×1.3 绿色 个
E7122 122cm带须边除尘拖布 132.1×22.9×1.3 绿色 个
E7123 152cm带须边除尘拖布 162.6×22.9×1.3 绿色 个

 ●环形末端结构，增加清扫面积和减少掉毛

 ●带有泡沫状的边缘和 5cm
长的须边，更好的扫除较
大的灰尘与污物

 ●可在 93 度的热水中洗涤

干拖布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7124 46cm房间和大厅除尘拖布 47×14×1.3 绿色、白色 个
E7125 61cm大厅除尘拖布 62.2×14×1.3 绿色 个
E7126 91cm大厅除尘拖布 92.7×14×1.3 绿色 个
E7127 122cm大厅除尘拖布 123.2×14×1.3 绿色 个

 ●100% 超细纤维制成

 ●带有泡沫状边缘用于清扫不
规则角落的灰尘污物

E7125 E7126

 ●大型除尘拖布 (E7125/E7126/E7127) 清扫面积比普通拖布大 40%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E6238 Q412 18" 房间和大厅除尘拖布 91.4×12.7cm 件
E6239 Q424 18" 房间和大厅除尘拖布 61×12.7cm 件
E6240 Q436 18" 房间和大厅除尘拖布 92.7×14×1.3cm 件

 ●使用100%Microfiber微细纤维，运用静
电原理吸附灰尘和积物

 ●环状结构，减少纤维脱落，吸附能力强

 ●只能用于干拖

除尘拖布

 ●由尼龙和聚酯纤维混纺而成

 ●在边缘部份进行了颜色区分，以防止交叉感染

 ● 先进的粘扣机制使拖布和拖头连接很安全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M4663 Q410 18″湿地布 46.9×14×1.25cm 块

高性能湿拖布

 ● 高伸缩性，能去除高处或难清理地方
的污垢

 ● 袖套的高度纤维能有效深入缝隙，除
去尘埃、污垢及污点

 ●适用于清洁凹凸不平的表面

 ●可购买替换袖套，增加产品寿命

 ●通过「快接式」连接机制，手杖可与拖把手柄连
接来达到清洁高度和效果

 ●灵活除尘手杖

 ●灵活手杖可轻易被折到任何形状和弯度，

 ●使清洁效果更好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规格 颜色 单位
M4668 Q850 除尘棒 73×8.2×3.8cm 黑 根
M4669 Q851 替换袖套 57.6×8.2×1.9cm 绿 副

Microfiber 微纤除尘棒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E6270 S226 墙面清洗工具组合 152.4cm 把
E6271 S299 墙面清洗工具替换棉刷 22.9×12.7cm 把

 ●枢轴头易于平顺的控制

 ●棱纹设计的棉刷头，与侧压式
或下压式拖把压干器密切配
合，不需要采用其他适配器

 ●可洗涤之棉刷易于装卸，便于
清洗

 ●墙面清洗组合包括一根铝质手
柄，一个塑胶头，两个棉刷

墙面清洗工具组合 微纤除尘棒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7115 快接式微纤除尘棒，带微纤手套 73×8.3×3.8 黑色 个
E7116 微纤除尘棒替换袖套 57.7×8.3×1.9 绿色 个
E7117 快接式高性能灵活除尘棒，带高性能袖套 72.1×2.9×2.9 白色 个
E7118 高性能灵活除尘棒替换袖套 31.2×17.8×1.9 白色 个

 ●从缝隙和难以触及的地方清除灰尘和过敏源

 ●除尘替换袖套可洗涤

 ●手柄可弯曲成任何形状和角度，提高清洁效率

 ●快接式手柄可以转换成长柄清洁工具

 ●E7117 可清除肮脏区域和扫除头发及大的碎片

E7115 E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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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板除尘工具

E7224E7223
型号 描述 颜色 单位

E7223 76cm-100cm掸子，可伸缩塑胶手柄 灰色 个

E7224 弹性把头天花板除尘工具，连弹性把头和 152cm铝制手柄 - 个

E7225 棉质除尘手套，配合高处除尘工具使用 白色 个

E7226 天花板除尘工具和可洗涤把头，130cm长的伸缩手柄 灰色 个

E7227 天花板除尘工具和带斜角可洗涤把头，130cm长的伸缩手柄 灰色 个

E7228 天花板除尘工具和可洗涤把头，260cm长的伸缩手柄 灰色 个

E7229 除尘工具替换把头，可配 6990/6991/6992 使用 白色 个

E7230 圆形头除尘刷 黑色 个

E7230

E7226

 ●适用于较困难的天花板除尘工作

 ●是迅速有效地在大面积中除尘的理想工具

型号 描述 单位

F2942 35cm 不锈钢玻璃刮 把

F2943 45cm 不锈钢玻璃刮 把

F2944 35cm 涂水器 把

F2945 35cm 玻璃刮 把

F2946 45cm 玻璃刮 把

F2947 35cm 涂水器 把

F2942 F2943

F2945 F2946
F2947

 ● 用于清洁玻璃的工具，可另配伸缩杆，方便进行高空作业

玻璃刮 /涂水器

F2944

不锈钢玻璃刮

型号 描述 尺寸 规格（cm） 单位
E0345 不锈钢玻璃刮 14 45×33×79 个
E0346 不锈钢玻璃刮 10 45×33×79 个

 ● 用于清洁玻璃的工具，可另配伸缩杆，
方便进行高空作业

 ●手柄长度：8.3cm

伸缩杆系列

型号 材质 描述 节数 长度（m） 单位
E0331 铝合金 伸缩杆系列 单节 1.2 个
E0332 铝合金 伸缩杆系列 双节 1.2 个
E0333 铝合金 伸缩杆系列 双节 2.4 个
E0334 铝合金 伸缩杆系列 双节 3 个
E0335 铝合金 伸缩杆系列 双节 3.6 个
E0336 铝合金 伸缩杆系列 双节 4.5 个
E0337 铝合金 伸缩杆系列 三节 3.6 个
E0338 铝合金 伸缩杆系列 三节 4 个
E0339 铝合金 伸缩杆系列 三节 4.5 个
E0340 铝合金 伸缩杆系列 三节 6 个
E0341 铝合金 伸缩杆系列 三节 9 个

 ● 铝合金材质，可作为玻璃刮，推水器等清
洁工具的延长杆

 ● 伸缩杆为铝合金材质，有单节，双节或三
节组成，通过旋转可以方便的调节长度

型号 材质 描述 规格 单位
E0326 铁板 推水器 直板海棉 30〞 个

推水器

 ●可用于擦洗，玻璃幕墙等，又可用于打蜡

 ●可另配伸缩杆方便高空作业

传统刮水胶片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7197 46cm直刀片刮水胶片 45.7×10.2×17.3 黑色 个

E7198 61cm直刀片刮水胶片 61×10.2×17.3 黑色 个

E7199 91cm直刀片刮水胶片 91.4×10.2×17.3 黑色 个

E7200 46cm替换用直刀片 45.7×0.6×5.1 黑色 个

E7201 61cm替换用直刀片 61×0.6×5.1 黑色 个

E7202 91cm替换用直刀片 91.4×0.6×5.1 黑色 个

 ●镀锌金属的框架与固定压条

 ●可清扫液体与较大灰尘

E7198

适合E6698/E6699木质扫帚，质扫帚柄需另外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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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7219 8cm刮刀 21.9×8×2.4 黑色 个
E7220 4cm刮刀 19.9×4×2.4 黑色 个

 ●经过高温处理的碳钢刀片，坚固耐用

 ●刀片经打磨并有强化保护涂层，防止锈蚀

 ●刀柄弧度设计，使用更省力

 ●防滑弹性手柄，手感更舒适

刮刀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E6267 9C32 24" 直刀片地板刮水胶片 61×10.2×17.3cm 把

直刀片地板刮水胶片

 ●镀锌金属的框架与锁闭条

 ●黑色橡胶胶片不会留下痕迹，可清扫液体与
较大灰尘

能适合标准11/8"，锥形手柄

玻璃套装工具 ( 普通 )

型号 描述 单位
E0342 玻璃套装工具 个

 ●两节伸缩杆 2.4m：1个，配 2个接头

 ●抹水器连毛头 14"：1 个

 ●不锈钢玻璃刮手柄：1个

 ● 不锈钢玻璃刮头：10"，14"，18"，各 1个

 ●铲刀：1个

清洁工具架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7217 清洁工具架 45.7×8.3×10.8 灰色 个
E7218 清洁工具架 86.4×8.3×10.8 灰色 个

E7218

E7217

 ●能妥善存放清洁工具及方便取用，提高工作效率

 ●S 型挂钩可以悬挂直径从 1.6cm 到 3.2cm 手柄

 ●特殊挂钩能方便工具挂取，笔记本夹子可以挂工作要点及指示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E6289 1993 清洁工具储存架 86.4×8.3×10.8cm 件

 ●工具的妥善存放及方便取用确保提高工作效率

 ●S 型的挂钩可以悬挂直径从 1.6cm 至 3.2cm 的把手

 ●特殊设计的挂钩方便工具挂取

 ●小夹子可以挂上工作要点及指示

清洁工具储存架

E7206

双层微孔泡沫胶刮水胶片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7204 46cm标准地板刮水胶片 45.7×7.6×11.4 黑色 个
E7205 56cm标准地板刮水胶片 55.9×7.6×11.4 黑色 个
E7206 56cm标准地板刮水胶片 55.9×8.3×14 黑色 个
E7207 76cm标准地板刮水胶片 76.2×8.3×14 黑色 个

适合E7100木质扫帚，质扫帚柄需另外购买

专业塑胶刮水刀片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7203 46cm地板刮水胶片 45.7x5.8x8.9 红色、黄色、蓝色、绿色 个

 ●聚丙烯 , 抗腐蚀 , 双层黑色微孔橡皮胶片

 ●可清扫液体，中等尘土

 ●橡胶材质对油类、油脂和大部份化学制剂有较好的抵抗性

 ●适合 E6695 扫帚柄，扫帚柄需另外购买

 ●刀片：5片

 ● 多功能刀片 ( 可配不锈钢玻璃刮手柄 )：5片

 ●刀片保护夹：1套

 ●海绵白洁布：1块

 ●胶条：1根

 ●灵活性强，不留痕迹，清洁不平整表面

 ●特别适用于清扫溢出物



清洁设施

CJ289800 988 0332/400 820 5338 传真 /021-6100 6580 www.seton.com.cn

/ 清洁桶 / 

E6662

圆形提桶
 ●重型壁厚，坚固，结实耐用

 ●圆形外观，使刻度更精准

 ●手感舒适的塑胶提手，提取桶
时更方便

 ●底部设有把手位，倾倒水时更
方便容易

 ●可叠放，节约存储空间

型号 描述 尺寸（cm） 容量（L） 颜色 单位
E6662 圆形提桶 26.7×26 10 灰、红、蓝、绿、黄 个
E6663 圆形提桶 30.5×28.6 13 灰、红、蓝、绿、黄 个

E6663

 ●重型厚壁结构

 ●BRUTE 塑料水桶所铸造的外形，使量度准
确度高

 ●采用防腐蚀材料，并配有舒服的塑胶把手

圆形 BRUTE® 桶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颜色 单位
E6285 2963 圆形 BRUTE® 桶 26.7×26cm 红、灰 个

地拖桶和拖把压干器组合

型号 描述 尺寸（cm） 容量（L） 颜色 单位
E6660 14L 桶和拖把榨干器组合 43×31.2×31.6 14 不锈钢色 个
E6667 棉拖和手柄组合 116.8 - 白色 个
E6668 替换拖把布 - - 白色 个

 ●地拖桶容量为 14L，拖把压干器适用
于小型拖把

 ●塑胶提手，手感舒适 , 提桶时更轻
松

 ●耐用塑胶结构，光滑表面易清洗

 ●地拖桶和拖把压干器可以相互叠放，
便于搬运和存放

 ●桶底有舒适的抠手位置，使倾倒污
水更加方便

E6660 E6667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E6284 2628 双格桶 45.7×36.8×25.4cm 个

 ●一种方便好用的清洁系统

 ●拖把柄上的前拉杆可轻易将水拧干

 ●海绵纤维拖把头可迅速将液体吸干

 ●双格桶可将干净的水和污水分开

双格桶

E6661 E6669 E6671

双格桶和拖把组合

型号 描述 尺寸（cm） 容量（L） 颜色 单位

E6661 14L 双格桶 38.2×35.4×25.2 16 灰色 个

E6669 钢质海绵纤维拖把 27×12.5×140 - 蓝色 个

E6670 钢质海绵纤维替换拖把头 27 - 黄色 个

E6671 聚乙烯醇海绵拖把 27×6.5×130 - - 个

E6672 聚乙烯醇海绵拖把替换装 27 - - 个

双格桶：

 ●坚固，结实耐用

 ●规则外观，使刻度更精准

 ●手感舒适的塑胶提手，提取桶时更方便

 ●可将清水和污水分隔开

 ●可叠放，节约存储空间

钢质海绵拖把：

 ●拖把柄上的拉杆可轻易将
水拧干

 ●拖把头可替换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E6283 3154-88 高级用具箱 38.1×27.7×18.8cm 个

 ●万用杂物箱最宜用来携带工具或清洁物料 

 ●该重型箱可方便地安装在清洁与客房服务
推车上

 ●安全放置 32 盎司的喷雾瓶与其他普通清
洁工具

高级用具箱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E6293 4209 可折叠两级脚踏 58.1×53.3×47.9cm（打开） 
63.5×13×47.9cm（合起） 件

 ●非常适合维修工作及需要提升高度的场合

 ●踏脚和脚垫表面都具有防滑功能

 ●折叠后可节省储存空间

 ●承重量达 136.1kg

 ●重量不到 3.2kg，方便运输

 ●易于清洗，防撞、防锈

可折叠两级脚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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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榨水机 /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E6220 7580-88 侧压式榨水车 51.1×39.9×92.7cm 辆

侧压式榨水车

 ●可减少溅溢，令工作环境更安全，地板更清洁，生产力更高
 ●用高效压干器比用同类型压干器省力 18％

 ●  一般压干器只可使用约 860 次，但本产品可使用超
过 50000 次

 ●由优质铜管及网状结构塑料注射成形的塑胶制成
 ●桶子可置于 Rubbermaid 清洁推车上
 ●污水分隔桶可设置于防溢压水器下收集污水，并与清
洁的清洗剂隔离

榨水车

 ●防溢出地拖桶及榨水器系统，可减少水溅溢，工作效率更高

 ●高效榨水器比同类型榨水器省力约 18%

 ●榨水器使用寿命是一般榨水器 58 倍

 ●由优质钢管和塑胶网状结构成型制成，产品坚固耐用

 ●榨水器手柄感舒适，高度适中，减少清洁人员弯腰动作

 ●不留痕全塑脚轮，减少对地板清洁清理工作

 ●可选配污水分隔桶 , 有效把清水和污水隔开

型号 描述 尺寸（cm） 容量（L） 颜色 单位
E6653 33L 拖把压水桶连脚轮 63.3×39.2×42.5 33 黄、蓝、绿、红 个
E6655 侧压式榨水器 56×40.5×95 黄、蓝、绿、红 个
E6656 33L 侧压式拖把压水桶组合 63.3×39.2×94.5 33 黄、棕 个
E6657 拖把压水桶连脚轮 51.1×40.6×44.2 33 黄、蓝、绿、红 个
E6658 侧压式榨水器，配 5224 用 33×33×68.6 黄、蓝、绿、红 个
E6659 侧压式拖把压水桶组合 51.5×39.9×92.7 33 黄、棕 个
E6664 17L 污水分隔桶 56×40.5×29.5 17 黄、红 个
E6666 污水分隔桶，配 5224 用 35.8×25.1×35.8 17 黄、红 个

舒适把手位，方
便提起桶身倾倒
污水

污水分隔桶：把污水和清水分开；保
存清洁剂清洁能力；减少水及化学品
用量；令地板更洁净；分开液体重量，
减轻水桶的力量，令倒水更方便容易

手感舒适手柄，
高度适中，减少
弯腰动作

7.5cm不留痕全塑
脚轮

E6653

E6656

E6655 E6658 E6657

榨水机

M4406/M4407 榨水车下半部E0296 M4407

 ● E0296 含下压式榨水器，带 3寸转
轮和防撞环的车架

 ● M4407,E0295,E0296,E1150 采用工
程塑料制造，榨水器压榨后拖把比
人工拧挤干爽，洗地更快干

型号 描述 规格 容量（L）
M4407 单桶榨水车 60×40×92cm 32
E0295 单桶榨水车 61×27×61cm 26

M4406 上半部 M4407 上半部

迷你榨水车

坚固压干器 , 压干次数
达 25000 次以上

拖把夹 , 固定拖把

内置槽位 , 用于插放刮
刀等扁平的清洁工具

内置式挂钩 , 方便
挂放安全告示牌

 ●坚固的压干器，压干次数可达 25000 次以上
 ●高度适中，减少清洁人员弯腰及拉扯的动作
 ●不留痕的全塑脚轮 , 减少对地板的后续清洁清理工作
 ●桶底特设阀门装置，无需提起桶身也可以清倒污水
 ●储物桶可以用来存放小型清洁工具，在不需要使用时也可以取走
 ●内置式挂钩，方便挂放安全告示牌

型号 描述 尺寸（cm） 容量（L） 颜色 单位
E6652 25L 迷你榨水车 67.3×38.1×88.4 25 黄、蓝、绿、红 个
E6665 3L 清洁小桶 15.2×20.3×30.5 3 黄、蓝、绿、红 个

不留痕全塑脚轮 ,
减少对地板的后续
清理工作

符合人机工程学手
柄 , 贴合手型 , 手
感舒适 , 高度适中 ,
减少弯腰动作

阀门装置 , 无需提
起桶身 , 可以倾倒
污水

储物桶 , 用于存放
小型的清洁工具，
不需要时可以取走

桶身设有把手位置 ,
方便提起桶身倾倒
污水

可选择在后面再
挂放一个储物桶
（5262）, 存放清洁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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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洁车 /

型号 描述 单位
F2941 多用途清洁推车 辆

多用途清洁推车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规格 承重 颜色 单位
E6224 4091 多用途服务推车 103.2×50.8×96cm 136.1kg 黑色 辆

多用途服务推车

 ●美观耐用的推车，适用于室内搬运工作

 ●铝质支柱与铸模隔板，既美观又耐用

 ●不留痕迹的 4" 旋转脚轮

 ●台面宽敞，可放置各种不同的设备和物品

 ●可配备可锁式门、隔板、杂物箱

 ●适用范围：星级酒店、物业公司、
中小大型清洁公司；

 ●可装载清洁剂、拖把尘推和榨水车
以及各类小工具。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E6223 6173-88 清洁推车连黄色乙烯袋 116.8×55.2×97.5cm 个

清洁推车连黄色乙烯袋

 ●可折叠的Microfiber 微纤消毒桶平台

 ●一个 Microfiber 微纤拖把头固定架

 ●2 个 30 夸脱的微织储存桶，最宜放置
干净或已使用过的微纤拖头

 ●可从推车两侧抽出移出；让清洁用品
的补充更有效率

 ●容易以压力清洗及消毒

 ●10cm 方向轮及 20cm 固定轮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E6221 9T72 大容量清洁推车 126.4×55.9×111.8cm 辆

大容量清洁推车

 ●储存空间达 5 立方尺

 ●4 个软胶制工具存放夹设于推车前，1
个置于后面

 ●2 个可拆下的 10 夸脱小桶，每个可承
载 6 个喷雾瓶

 ●用不生锈、易清洁铝料及坚固塑胶制

 ●防滑手柄，手感舒适

 ●可储存大堂用簸箕，吸尘器

 ●铸有 4 个安全指示牌挂钩

 ●10cm 方向轮及 20cm 固定轮

清洁推车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6651 清洁推车 116.8×55.2×97.5 黑色 个

用于挂放短柄簸箕
用于扫帚、拖把手柄固定

用于放置卷筒纸用于挂放安全告示牌 ●适合收集垃圾及运送清洁工具 , 有效提高清洁效率

 ●光滑表面 , 易于清洁

 ●带拉链垃圾袋 , 方便倾倒垃圾

 ●20cm 不留痕定向轮和 10cm 不留痕万向脚轮 , 轻巧灵活 , 更易
操控

 ●功能齐全 , 内置各种清洁工具固定位 , 满足日常清洁各种需要

插放螺丝刀、钳子等各
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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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车  / 垃圾桶 /

型号 描述 尺寸（cm） 容量（L） 颜色 单位
E6630 6.6L 防火垃圾桶 22.6×16.2x27.4 6.6 米黄色 个
E6631 13L 防火垃圾桶 28.3×21×31.1 13 灰色、黑色、米黄色 个
E6632 26L 防火垃圾桶 36.8×26.7×38.9 26 灰色、黑色、米黄色 个
E6633 38L 防火垃圾桶 38.1×28.6×50.8 38 米黄色 个

防火垃圾桶
 ●耐火复合材料制造，增加强度，延长使用寿命

 ●表面纹理处理，可掩盖刮痕，方便清洗

 ●已通过 UL 测试并认可，产品可放置易燃纸类而不熔化

 ●多种容量、颜色可供选择

E6630E6631
E6632

 ●垃圾桶类型 : 纸篓   

 ●外壳材质 : 金属

 ●形状 : 圆桶形

 ●开合方式 : 无盖

 ●造型简单、时尚，经济实用。是办公、生
活不可或缺的宝贝

 ●桶身采用不锈钢拉丝，高档耐用。内外桶
分离，内桶采用黑色 PP 塑料，属于强化塑
料桶（耐摔耐用），更易清洗。桶盖柔滑
弧面，全密封式设计，做到真正的隔离异
味

 ●全不锈钢拉环，清洁家居时，轻轻一提，
方便就手。底板是全新的防滑设计，有效
减少光滑地板上的移动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E6222 9T73 创新型清洁推车 122.6×55.9×111.8cm 辆

 ●可折叠的Microfiber 微纤消毒桶平台

 ●一个 Microfiber 微纤拖把头固定架

 ●2 个 30 夸脱的微织储存桶，最宜放置干净或已使用过的微·纤拖头 

 ●可从推车两侧抽出移出；让清洁用品的补充更有效率

 ●容易以压力清洗及消毒

 ●10cm 方向轮及 20cm 固定轮

创新型清洁推车

不锈钢脚踩垃圾桶

型号 描述 单位
F2948 不锈钢脚踩垃圾桶 5L 个
F2949 不锈钢脚踩垃圾桶 12L 个

网状垃圾桶 

型号 描述 单位
F2955 网状垃圾桶 个

垃圾桶

M4405

清洁车
 ●储存空间大

 ●工具存放夹设计，方便物料存放

 ● 2 个可拆下的 10夸脱小桶，每个可承载 6个喷雾瓶

 ● 用不生锈、易清洁铝料及坚固塑胶制

 ●防滑手柄，手感舒适

 ●可储存大堂用簸箕，吸尘器

 ●铸有 4个安全指示牌挂钩

 ●10cm方向轮及 20cm固定轮 E0281

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M4405 清洁推车—蓝色 113.5×51×98cm 辆
E0281 双面清洁推车—灰色 150×54×98.5cm 辆示意图，产品以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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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垃圾桶 / 

E6623 E6625 E6624

型号 描述 尺寸（cm） 容量（L） 颜色 单位

E6616 桌侧废纸回收垃圾桶 26.9×18.5×29.7 -

蓝

个
绿
黑
灰

E6622 13L 小型桌侧废纸回收桶 28.9×21×30.8 13 蓝 个
E6623 26L 中型桌侧废纸回收桶 36.5×26×38.1 26 蓝、绿 个
E6624 39L 大型桌侧废纸回收桶 38.7×27.9×50.5 39 蓝 个
E6625 30L 大型桌侧废纸回收桶 34.7×27×45.8 30 蓝 个

桌侧废纸回收桶

 ●专门与办公室中现有垃圾桶和配件配套使用

 ●桌侧废纸回收桶置于传统的废纸篓旁，便于回收废纸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颜色 单位
E6304 2541 耐火垃圾桶 28.3×21×31.1cm 米色 个

 ●现代化的造型可与任何工作场合搭配

 ●玻璃纤维垃圾桶的圆弧角可增加强度

 ●具纹理的表面可掩饰刮痕，且方便清洗

 ●美国加州消防处 (CSFM) 核可之防火安全
产品

 ●已通过保险商实验所 (UL) 测试并认可此
产品确可放置易燃纸类而不会熔化

耐火垃圾桶

型号 描述 尺寸（cm） 容量（L） 颜色 单位

E6617 13L 小型垃圾桶 28.9×18.5×29.7 13
黑、米黄

个
灰

E6618 26L 中型垃圾桶 36.5×26×38.1 26 灰、米黄、黑、蓝、绿 个
E6620 39L 大型垃圾桶 38.7×27.9×50.5 39 灰、米黄、黑、蓝、绿 个
E6621 30L 大型垃圾桶 34.7×27×45.8 30 灰、米黄、黑、蓝、绿 个
E6649 免手动垃圾桶盖 38.1×27.6×15.2 - 黑、米黄 个
E6650 免手动垃圾桶盖 40.6×29.5×17.8 - 黑、米黄 个

软身垃圾桶
 ●扁平的设计节省空间，经济实惠

 ●有卷边桶缘使更加坚固耐用且易于清洗

 ●桶身边缘圆角，安全不伤手

E6617 E6621

 ●适合摆放在标准书桌下，便于桌边废弃物回收

 ●圆顶桶盖设计，悬挂式活门自由开关而不减少垃圾桶容量

 ●免手动桶盖，提升废弃物收集效率

 ●采用了 PP 材质具有较高的强度、
耐热性和耐寒性还具有自熄、阻
燃、无毒等优点

 ●适用范围：环卫系统，物业管理
系统，小区、工厂、餐饮，城市
道路、各类广场、企业单位、 酒店、
宾馆、花园、公园、学校、医院、
办公室、卫生间、 客房、厨房等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E6305 2955 小型软身垃圾桶 28.9×21×30.8cm、12.9L 个
E6306 2956 中型软身垃圾桶 36.5×26×38.1cm、26.6L 个

软身垃圾桶

 ●节省空间﹐经济实惠

 ●有卷边之桶缘更加坚固且易于清洗

 ●适合摆在标准书桌下﹐纵使悬吊式活门完全打
开时亦可置于桌下

 ●便于桌边废弃物回收

 ●圆顶桶盖之设计让悬吊式活门自由开关而不减
少垃圾桶之容量

 ●此 Untouchable® 免手动桶盖能以美观经济
的方式达到提升废弃物收集效率的目的

旋盖垃圾桶

型号 描述 单位
F2963 35L 方形旋盖垃圾桶 42×33×56cm 个

硬身内桶

E6634

E6635

E6636

E6637

 ●能够延长垃圾桶使用寿命

 ●持久耐用的塑胶结构，光
滑表面易清洗

 ●设有提手，方便取放

型号 描述 尺寸（cm） 容量（L） 颜色 单位
E6634 硬身内桶，配 1252 用 36.5×29.8×33.7 27 灰色 个
E6635 硬身内桶，配 1253 用 36.5×29.8×50.2 38 灰色 个
E6636 硬身内桶，配 1254 用 45.7×31.1×55.9 56 灰色 个
E6637 硬身内桶，配 1255 用 45.7×31.1×72.4 72 灰色 个

型号 描述 尺寸（cm） 容量（L） 颜色 单位
E6626 30L 脚踏式垃圾桶 41.3×40×43.5 30 白色、红色、米色 个
E6627 45L 脚踏式垃圾桶 41.3×40×60 45 白色、红色、米色 个
E6628 68L 脚踏式垃圾桶 50.2×41×67.3 68 白色、红色、米色 个
E6629 87L 脚踏式垃圾桶 50.2×44.7×82.6 87 白色、红色、米色 个

 ●配合紧密的桶盖可有效控制异味溢出和防止蚊蝇

 ●坚固的防撞全塑胶结构，不易凹陷破损

 ●防噪音设计，重型脚踏板避免用手操作，是理想的卫生用具

 ●可提供防漏的硬身内桶盛装液体

E6628

E6626

E6627E6629

脚踏式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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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垃圾桶 /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E6303 6144 脚踏式垃圾桶 41.3×40×60cm   45.4L 个
E6278 6146 脚踏式垃圾桶 50.2×41×82.6cm   87.1L 个

 ●配合紧密的桶盖可防臭味溢出

 ●坚固的防撞全胶结构，不宜凹陷
破损 

 ●防噪音设计，重型脚踏板避免了
用手操作

 ●选购件硬身内桶可卸，提供防漏
的底座以盛装液体，有助于减少
清扫工作量，加强卫生控制

 ●加厚优质垃圾桶，适用各种环境。
 ●全新料，抗摔耐磨耐酸碱。

 ●垃圾桶类型 : 摇盖式
 ●适用场景 : 工业使用
 ●容量 : 60L

脚踏式垃圾桶

60L 废纸收集桶

型号 描述 单位
F2966 60L分类收集桶 A 个
F2967 60L分类收集桶 B 个
F2968 60L分类收集桶 C 个

F2967F2966 F2968

型号 描述 尺寸（cm） 容量（L） 颜色 单位
E6600 38L 圆形储物桶 40×44 38 灰、白、黄、绿、红 个
E6601 75L 圆形储物桶 49×57 75 蓝、灰、白、黄、绿、红 个
E6602 121L 圆形储物桶 56×70 121 蓝、灰、白、黄、绿、红、黑 个
E6603 166L 圆形储物桶 61×80 166 蓝、灰、白、黄、绿、红、黑 个
E6604 208L 圆形储物桶 67×84 208 灰、白、黄、绿、红、黑 个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6638 配 E6601 圆形桶盖 50.7×6.6 蓝、灰、白、黄 个
E6639 配 E6602 圆形桶盖 57×5.9 灰、白、黄、绿、黑 个
E6640 配 E6603 圆形桶盖 62.2×6 灰、白、黄、绿、黑 个
E6641 配 E6604 用圆形桶盖 68×6.6 灰 个
E6642 配 E6602 漏斗形圆形桶盖 56.8×12.9 灰 个

多用途圆形储物桶

 ●全塑胶结构不会锈蚀、脱落、起皮，还可以防止凹陷
 ●设有四个垃圾袋固定槽，方便固定垃圾袋，收集垃圾时无需在袋口打结
 ●具有四个通风管道，大大降低取出盛满垃圾的垃圾袋所需的力气，比传
统的垃圾桶少用 50% 以上的力

 ●底部握手位达 30mm，在倾倒垃圾时能更易操控
 ●底部双围边的设计，增加稳定性和拖拉能力
 ●桶盖坚固易盖，易于叠放

桶盖坚固易盖，方便叠放，拱形设计，有效
防止雨水积聚

设有 4 个通风通道，
降低了取出装满垃圾
的垃圾袋所需的力

加强桶边，使产品更
加坚实耐用

底部握手部位达到
30mm, 在倾倒垃圾时
更加容易操控

底部双围边，增加稳
定性和承载能力，同
时增强抗拖拉能力

设有 4个垃圾袋固定槽，方
便固定垃圾袋，收集废弃料
时无需在口袋打结，使更换
垃圾袋时更快捷安全

配合贴身的人机工程学手
柄，圆润，手感舒适

E6600/E6640

E6602/E6639

E6601/E6638

型号 描述 尺寸（cm） 容量（L） 颜色 单位
E6612 80L 半圆形垃圾桶 51.4×31.7×72.4 80 米黄色、灰色 个
E6647 半圆形桶盖 53.5×33×23 - 黑色 个

半圆形垃圾桶

 ●坚固耐用，即使在恶劣的室内外条件下也不容
易破裂损坏

 ●半圆形的外形设计，美观大方，节省空间，即
使在狭窄的空间都可以使用

 ●免手动的悬吊活门式的桶盖设计，易投放垃圾，
活门打开后立即自动关闭，可有效控制异味的
溢出和防止蚊虫

推盖垃圾桶

型号 描述 单位
F2962 40L 方形推盖垃圾桶 42×33×59cm 个

 ●外壳材质 : 塑料

 ●形状 : 长筒形

 ●开合方式 : 按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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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形垃圾桶

设有 4个垃圾袋固定槽，方便固定
垃圾袋，收集废弃料时无需在口袋
打结，使更换垃圾袋时更快捷安全

配合贴身的人机工程学设计的手柄，
手感舒适

型号 描述 尺寸（cm） 颜色 单位

E6610 87L 长方形垃圾桶 50.7×27.2×75.6
白、绿

个米黄色
棕、灰

E6643 回收瓶盖用桶盖 52.3×28.8×6.7 蓝色、棕色 个
E6644 回收废纸用桶盖 52.3×28.8×6.7 蓝色 个
E6645 带把手桶盖 52.3×28.8×7 淡灰色 个
E6646 翻门桶盖 52.3×28.8×11.5 灰色 个

 ●全塑设计，易于清洗，经久耐用，扁平长方形外形，节省空间，即使在
狭窄空间也可以使用

 ●对流式通风设计使取出垃圾袋时更容易，大大降低取出垃圾袋所需的力

 ●底部握手拉，在倾倒垃圾能更易操控，可根据客户定制印刷内容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E6294 2620 20 加仑多用途储物桶 49.5×58.1cm 个

E6295 2619 20 加仑多用途储物桶桶盖 50.5×3.2cm 个

E6296 2632 32 加仑多用途储物桶 55.9×69.2cm 个

E6297 2631 32 加仑多用途储物桶桶盖 56.5×.5cm 个

E6298 2645 44 加仑多用途储物桶 61×80cm 个

E6299 2643 44 加仑多用途储物桶桶盖 62.2×3.8cm 个

多用途储物桶
 ●配合贴身的人体工程学设计，手柄圆滑，
手感舒适

 ●增强桶边，使此桶更加坚实耐用

 ●设四个垃圾袋固定槽，方便固定垃圾袋，
收集废物时无需在袋口打结 

 ●具有四个通风管道，大大减低移除盛满垃
圾的垃圾袋所需的力量，比传统废纸箱少
花 50% 以上的气力

 ●废纸箱底部握位较深，在倾倒废料时能更
易控制废纸箱

 ●可与 BRUTE 系列配件使用

E6605 E6606 E6607

型号 描述 尺寸（cm） 容量（L） 颜色 单位
E6605 THOR75L 圆形回收桶 49×57 75 蓝色 个
E6606 THOR120L 圆形回收桶 56×70 120 蓝色 个
E6607 THOR166L 圆形回收桶 61×80 166 蓝色 个
E6609 THOR 可推式回收垃圾桶 72.4×59.4×92.7 190 蓝色 个
E6615 THOR 方形回收桶 59.7×59.7×73 150 蓝色 个

废料回收垃圾桶

 ●可当作收集站或搬运工具用，减少搬运垃圾的次数

 ●配合运输小车使用，使回收垃圾的搬运工作更加轻松有效

 ●运输小车需另外购买

 ●所有的回收桶都统一印有回收标志

方形储物桶

 ●在相同的空间，方形桶比
圆形桶多 27% 的容量

 ●配合贴身的人体工程学设
计手柄，圆滑，手感舒适

 ●桶体壁厚达 4mm，更加坚
固耐用

 ●紧密桶盖可以保护储存物
不受损坏

 ●有方形小车供选择，使运
送重物更快捷、机动灵活

加强桶边，使产品更加坚
实耐用

底部握手部位达 30mm, 倾
倒垃圾时更加容易操控

紧密桶盖可以保护储存物
不受损害 ; 桶盖方便产品
相互叠放，节省存放空间

方形小车可供选择，使运
送重物更方便快捷、机动
灵活

型号 描述 尺寸（cm） 容量（L） 颜色 单位
E6614 150L 长方储物桶 59.7×59.7×73 150 白色、灰色 个
E6648 方形桶盖 61×61×5.1 - 白色、灰色 个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E6300 2640 BRUTE® 垃圾桶连接小车 46.4×16.8cm 件

 ●运送重物轻松快捷、机动灵活 

 ●旋转脚轮便于您在工作场地自如地操控小车

 ●精确的工程设计，消除了 88% 的小车噪音

 ●重型脚轮不留痕迹，可延长小车的使用寿命 

 ●垃圾桶在小车上脱卸容易、安装方便

BRUTE® 垃圾桶连接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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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264 E0265 E0266

 ●包含底座可移动式垃圾桶

型号 描述 容量 颜色 规格（cm） 单位

E0264 可移动式垃圾桶 168L 灰色 70×67×92 个

E0265 可移动式垃圾桶 120L 灰色 63×57×83 个

E0266 可移动式垃圾桶 80L 灰色 55.5×50.5×74.5 个

E0273 E0274

型号 描述 容量 颜色 带底座 单位
E0273 圆形斜盖垃圾桶 120L 灰色 带 个
E0274 圆形斜盖垃圾桶 80L 灰色 不带 个

圆形斜盖垃圾桶

E0275

 ● 高密度聚乙烯材质，耐酸碱、防腐蚀

 ●无缝隙结构设计，防漏结构

 ●垃圾的收集及清理都更加安全方便，桶盖填充严密，桶体日久不会变形

 ●颜色：灰色

型号 描述 容量 规格（cm） 带底座 单位
E0275 半圆形垃圾桶 120L 63×50×96 不带 个
E0276 半圆形垃圾桶 120L 63×50×109 带 个

半圆形垃圾桶

型号 描述 尺寸（cm） 容量（L） 颜色 单位
E6611 长方形回收垃圾桶 50.7×27.2×75.6 87 蓝、绿 个
E6613 半圆形回收垃圾桶 51.4×31.7×72.4 80 蓝 个

室内固定位置回收桶及桶盖

 ●固定位置回收桶可作为多个工作场
所的垃圾收集中心

 ●所有的回收桶都统一印有回收标志  ●产品规格：

 120L：63×57×102cm

 80L：55.5×50.5×91cm

E6611

E0270 E0271 E0272

型号 描述 颜色 规格（cm） 带底座 单位
E0270 圆形盖垃圾桶 灰色 63×58×91 带 个
E0271 圆形盖垃圾桶 灰色 55.5×52×68.5 带 个
E0272 圆形盖垃圾桶 灰色 63×57×102 不带 个

圆形盖垃圾桶

圆形垃圾桶

 ● 坚固的塑料制成，原材料中包含 2％高质量防紫外线材料

 ● 经久耐用，不褪色，易于清理

 ●户内户外均可使用

 ●规格 70×67×92cm，灰色

 ●不含底座

型号 描述 容量 单位
E0267 圆形垃圾桶 168L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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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248 E0250

脚踏式高强度垃圾桶

型号 容量 颜色 规格(cm) 单位
E0248 100L 绿色 49×54×84 只
E0250 120L 绿色 49×54×93 只

 ●轻巧灵活 , 外型美观 , 利于环保，采用优质工程材料制造 , 经久耐用

 ●配置负载后轮 , 可跨越梯级或路边石阶 , 容易推动

 ●适用于各类公共场所收集弃物或原料搬运 , 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环保型设计，卫生、安全，杜绝用手翻导致细菌传染的可能

 ●100%高密度聚乙烯（HDPE)

 ●颜色：蓝、绿、灰、黄

 ●使用注意事项：1、禁用明火； 2、避免负载使用；3、产品可回收利用。

E0258E0257

型号 容量 颜色 规格（cm） 含脚踏 单位
E0256 100L 绿色 55.7×48.3×83.5 含 只
E0257 100L 灰色 55.7×48.3×83.5 不含 只
E0258 240L 绿色 74×59.3×107 含 只

E0256

环保垃圾桶

E0252 E0253

双开启式环保垃圾桶

型号 容量 颜色 规格 含脚踏 单位
E0252 120L 绿色 55×55×90 含 只
E0253 120L 灰色 55×55×90 不含 只

 ●采用优质材料制造 , 配置负载后轮 , 经久耐用  

 ● 脚踏式翻盖环保型设计 , 卫生、安全 , 杜绝用手翻盖导致细菌传染的可能

 ● 轻巧灵活美观 , 清倒方便 , 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 物超所值

120L 高强度垃圾桶

 ● 高强度塑料制成，原材料中包含 2％高质量防紫外线材料

 ●翻盖配把手，设计人性化

 ●产品规格 49×54×93cm

型号 描述 颜色 单位
M4411 120L 高强度垃圾桶 蓝 只

两轮垃圾桶

型号 描述 单位
F2950 100L 两轮移动垃圾桶 ( 蓝 / 绿 / 灰 / 黄） 个
F2951 120L 两轮移动垃圾桶 ( 蓝 / 绿 / 灰 / 黄） 个
F2952 240L 两轮移动垃圾桶 ( 蓝 / 绿 / 灰 / 黄） 个
F2953 120L 脚踏垃圾桶 ( 蓝 / 绿 / 灰 / 黄） 个
F2954 240L 脚踏垃圾桶 ( 蓝 / 绿 / 灰 / 黄）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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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头部驱散热量（作为散热器）

一个38mm的开口使得使用简单并且改善家务，同时
罩体可以防水并阻止废物被倒入。

熄火台

模制花纹便于识别用于香烟最终处理的开口

巨大的内部颈状槽将堵塞情况降到最小

低维护、具有阻燃添加剂的高密度聚乙烯结构不会
生锈、凹陷、破裂或剥落并防止褪色

创新的Cease-Fire ®设计限制氧气流量以便安全快
速地熄灭烟头，减少火灾发生的风险并将在其他容
器中发现的烟囱效应降到最小。

七种设计颜色的独特隐藏烟污

宽阔的149mm底座更加稳定

在边缘有模制系六槽口避免偷窃或恶劣天气影响

型号 描述 规格 容积 颜色 单位

M7311 烟蒂容器 98×42cm 4加仑 米色 只
M7312 烟蒂容器 98×42cm 4加仑 灰色 只

烟蒂容器

废电池回收桶 烟蒂桶

型号 描述 单位
F2957 废电池回收桶 个

型号 描述 单位
F2956 烟蒂柱 T2251 个

垃圾袋
 ● 强化的底部使重量分配更均匀，并有防漏功能

 ●适宜日常类、非尖性的物品

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E6908 连卷袋 -50cm×60cm   50 个 / 卷 卷
E6909 垃圾袋 -60cm×75cm  50 个 / 卷 卷
E6910 垃圾袋 -90cm×100cm   50 个 / 卷 卷
E6911 2.5 丝垃圾袋 -90cm×100cm  50 个 / 卷 卷
E6912 垃圾袋 -120cm×130cm 50 个 / 包 包
E6913 垃圾袋 -120cm×140cm 50 个 / 包 包

型号 描述 尺寸（cm） 容量（L） 颜色 单位
E6608 THOR 可推式垃圾桶 72.4×59.4×92.7 190 黄色、灰色、蓝色 个

可推式垃圾桶

 ●直径 20cm 的重型脚轮易于推动，可跨越阶
梯和路边石级

 ●折页式桶盖关闭紧密，掀起后可锁住

 ●模铸轮轴固定装置可增强其承载能力

 ●嵌入式轮子设计避免和墙壁及门口碰撞时引
起的损坏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 颜色 单位
E6301 9W27 可推式垃圾桶 73.7×60×93.3cm 灰、蓝 个

 ●设计简单大方

 ●易清洗，表面光滑，耐腐蚀性好

 ●不锈钢板可防止电池内部化学物质
腐蚀

 ●吸烟区理想的烟蒂收集设备

 ●航空铝合金制造，防腐防锈，美观耐用

 ●时尚现代的造型，适合不同的场地和位置

 ●侧面开口，方便收集烟盒等小型垃圾

可推式垃圾桶

 ●运送重物轻松快捷、机动灵活 

 ●旋转脚轮便于您在工作场地自如地操控小车

 ●精确的工程设计，消除了 88% 的小车噪音

 ●重型脚轮不留痕迹，可延长小车的使用寿命 

 ●垃圾桶在小车上脱卸容易、安装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