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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介绍

消费品展区展品范围主要覆盖美妆及日化用品、智能家

电及家居、时尚潮流及珠宝、体育用品及赛事四个主题板块。

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生产及消费理念，将贯穿展区各品类

细分领域，引领绿色可持续生活方式转变。

借助进博会参展商联盟日化消费品专委会、体育产业专

委会、绿色智能家电家居专委会引领行业发展方向，构建政

商交流平台。围绕“新”生活、“酷”科技、“最”潮流三大

方向，打造世界品牌集聚地、全球新品首发地及国际潮流引

领地，促进消费升级，满足人民美好绿色生活新风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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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赫

Kärcher

 展商简介

Kärcher卡赫创立于 1935年，由德国发明家 Alfred Kärcher创建，

始终坚持创新和不断研发的理念，已连续报名参展首届至第四届进博

会。1935年，创始人 Alfred Kärcher将他在加热技术领域里的一些开

拓性的概念产品化，并开始销售这些产品。1950 年，卡赫集团研发

了欧洲第一台热水高压清洗机，奠定了卡赫集团全球清洁领军品牌的

地位。自成立至今，卡赫公司已注册了超过 1,700项专利。1998年，

卡赫在发明、技术、商业策略等领域的突出表现得到了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经济部的认可，深受业界及消费者好评。卡赫在全球 60多个国

家及地区拥有超过 120家分公司，全球超过 5万个服务网点。卡赫集

团拥有超过 3000款的产品系列：包含家庭与园艺产品、工商业产品、

酒店与专业保洁产品，工业特殊专业产品，政府和军队产品，环保科

技产品，清洁剂与附件等各种类型。

公司网站：https://www.kaercher.com/www.karcher.cn

联系人：Kathern Kong

联系方式：kathern.kong@cn.kaerch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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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展品

PS 4/7 Bp喷雾器

5分钟内即可快速消杀，包括新冠病毒SARS-CoV-19 (COVID-19)

(用 2% RM 735, 测试依据为EN 14476)。PS 4/7 Bp喷雾器是专为RM

735消毒剂设计的定向喷雾系统。它可提供精确的喷雾范围从而保证

消毒液喷洒的一致性。因

此可更快、安全、有效地

杀灭病毒、细菌和霉菌，

降低感染风险。

 压力: 100 psi

 喷射量: 0.2 l/min

 单次充电连续喷射时

间: 8 h

 重量(含电池): 13.6 kg

 尺寸(L x W x H): 510 x

380 x 965 mm

FC 7 无线自清洁洗地机

荣获设计界的“奥斯卡”——2021iF设计大奖以及全球极富盛名

的权威设计奖——2021红点奖。革命性的对旋四轮传动技术可使马

图 1：PS 4/7 Bp喷雾器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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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带动四个电动滚刷反向旋转，同时回收各种污垢和毛发、并不断高

速湿擦地板，节省一半时间的同时，清洁效率提升 35%。

 电池电压: 25 V

 续航时间: 45 min

 水箱容量: 400 ml

 单次充电可清洁有效

面积: 135 ㎡

 产品重量: 4.3 kg

 尺寸(L x W x H): 310 x

230 x 1210 mm

K7 PREMIUM SMARTCONTROL高压清洗机

可以通过蓝牙轻松连接到智能手机，具有增强模式，可提供额外

动力以处理顽固污垢。带 LCD 显示屏和按钮的喷枪，旋转式 3 合 1

Multi Jet 包含三个不同的喷嘴，便于更换。 快速连接可轻松连接高

压软管和配件。

 压力（巴/兆帕）: 20 - 最大 180 / 2 - 最大 18

 流量（升/小时）: 最大限度 600

图 2：FC 7 无线自清洁洗地机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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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洗效率(m²/h): 60

 重量: 18.1 kg

 尺寸(L x W x H): 459 x 330 x 666 mm

图 3：K7 PREMIUM SMART CONTROL高压清洗机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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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可爱尔

IQAir

 展商简介

IQAir 创立于 1963 年，是一家总部位于瑞士的空气净化信息科

技公司，已连续报名参展第三届、第四届进博会。作为空气净化和空

气质量监测产品的行业先行者，IQAir 在全球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为众多家庭、企业、学校、医疗机构和公共场所提供服务，帮助人们

免受空气污染和有害物质的侵害，是新装建筑空气污染控制、PM2.5

空气污染控制和抗菌空气净化领域专家。在 IQAir，所有空气净化产

品均由瑞士设计，由位于瑞士戈达赫或德国万格的工厂制造。

作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人居署和绿色和平组织的技术合

作伙伴，IQAir 努力推动变革，为可持续地改善空气质量做出贡献。

坚持精工品质，IQAir 持续为全球用户打造专业可靠的高价值空气净

化解决方案。

公司网站：https:// www.iqair.cn

联系人：Crystal Han

联系方式：Crystal.han@iqa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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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展品

CleanZone Sky

CleanZone Sky是一款针对商业楼宇和办公环境打造的吊顶式智

能空气净化器，由瑞士设计，德国制造。拥有强劲装修污染去除能力，

可根据净化需求灵活配置滤芯，满足楼宇全生命周期空气净化需求。

坚持绿色环保设计理念，Sky Infinity版大面积的金属和木制结构，

均为持久耐用可回收材质。配备智能能源管理系统，内置超大节能风

机低功耗设计，实现整机性能、美感和环境友好的融合。

2021“设计上海”展上，IQAir CleanZone Sky Infinity 版荣获

“Design Shanghai Picks 设计上海之选”特别大奖。

IQAirAtem Car车载空气净化器

汽车里的空气混合多种有毒害气体和烟雾，这些气体对你和家人

的健康都存在潜在的危害。IQAir 旗舰级车载空气净化器 Atem Car

承载 HyperHEPA Plus滤芯技术，经测试及认证，能够有效解决车内

图 4：CleanZone Sky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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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的化学气体和异味问题，可去除 99%的颗粒污染物，吸附气体分

子，最终彻底清除车内异味、气体和化学物质。

CleanZone SL Infinity

CleanZone SL Infinity彰显了 IQAir对于高品质，洁净空气和典雅

设计的极致追求。HyperHEPAH11滤芯可有效过滤高达 99.5%的颗粒

物，并有效去除各类气态污染物；GCX MultiGas 滤筒套组可有效过

滤甲醛等有害气体；运行噪音小于 52分贝，防止噪音污染；外壳取

自 116块木材，纯手工打磨，

外观灵动简约。站立或壁挂式

安装方式，灵活选择，简约时

尚，节省空间。

图 5：IQAir Atem Car车载空气净化器宣传图

图 6：CleanZone SL Infinity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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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Pro GC

专业解决家庭和办公室因装修产生的化学气体污染问题。GC

MultiGas配有四个可更换的碳筒，内部装有 5.4 kg高等级的活性炭。

GC MultiGas碳筒的圆柱形设计能够让空气与过滤介质充分接触，并

减少空气阻力。氧化铝颗粒在高锰酸钾溶液中浸泡之后能够去除空气

中的甲醛。同时，防静电滤芯包裹每个碳筒，防止灰尘释放，进一步

提高整机效能。

图 7：HealthPro GC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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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风

LIFAair

 展商简介

LIFAair芬兰空净于 1988年在赫尔辛基成立，专注室内空气净化

领域 30 余年。独创的全球专利“3G-Filter”净化技术，享誉全球，

并被广泛应用于军用、医疗及商用领域。同时，LIFAair也是芬兰《室

内空气质量标准》制订的重要参与者，该标准已成为欧盟，世卫组织，

美国等室内空气标准的参考范本。LIFAair还是拥有多项空气净化领

域国际权威机构成员资格的品牌，以其卓越的技术，以及坚持不懈的

执着，在全球积累了上万个商业项目经验。在其商业应用成熟技术的

基础上，LIFAair针对家庭的需要，全新研发家用空气净化系统，并

创新提出“空净机器人”的概念。此净化系统核心在于配置了独立的，

可移动的，多传感器的智能监测控制器，以无死角监测，自主判断分

析，远程控制的方式实现全智能净化运行。

公司网站：http://www.lifa-air.cn/zh-cn

联系人：郑罡

联系方式：g_zheng@lifaa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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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展品

LIFAair LA-Y300等离子体空气消毒机

LA-Y300等离子体空气消毒机搭载LIFAair"3G-Filter Plasmairon"

消毒黑科技，芬兰原装滤材，可以过滤目前人类已知的所有空气污染

物，是集消毒、除菌和净化多功能为一体的家用消毒产品，本次进博

会参展中国首发。产品具备多重除菌科技,针对室内细菌、病毒、致

病源、螨虫等微生物过敏原，立体循环灭菌,打造长效洁净的健康环

境。（欧洲发明专利* UP 03712196.9、芬兰发明专利* Fl 113157B、中

国发明专利* ZL03808083.4、美国发明专利*US 7160363B2）采用《消

毒技术规范》除菌标准，经过权威机构实验测试：空气自然菌消亡率

≥90%；甲型 H1N1流感病毒去除率＞99.99%；白葡萄球菌去除率＞

99.9%；对 0.01微米以下颗粒物过滤效益≥99.94%。生产具备“消毒

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并由卫健委审核备案。

商品参数：颗粒物 CADR 310m³/h 颗粒物 CCM P4 国标最高级

图 8：LIFAair LA-Y300等离子体空气消毒机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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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OC CADR 88.3m³/h)；额定功率<50W；噪声（最大功率）≤66dB

（A）；适用面积 23~37㎡。

产品专利：获取 5项实用新型专利；获取 4项发明专利。

LIFAair润宝宝全智能净化加湿器

润宝宝全智能净化加湿器，静音马达自吸水，间歇式滴注淋湿湿

帘，独特的“纳米潜热蒸发技术”，极速加湿的同时可实现 1000mL/h

的超大加湿量，循环气流出风，360°整屋环绕。

润宝宝三重洁净防护，支持直加自来水。水箱加满后双波段紫外

线杀菌科技自启动，水源除菌率高达 99.92%；配置 H13级 HEPA滤

芯，空气污染物去除率高达 99.97%，针对潜藏在室内空气中的 PM2.5、

细菌、病毒、尘螨等污染源，打造微米级“防护盾”，深度净化空气；

特有湿帘烘干技术，产品停机自动烘干湿帘，并在湿帘中增加特殊的

抗菌纳米涂层，物理除菌更安全放心，解决了普通加湿器水箱水路滋

生细菌问题。

润宝宝自主研发自清洁系统，一键完成水路自清洁。仅需几克柠

檬酸，除垢因子沿水路循环，自动清除水垢。同时，润宝宝支持智慧

互联，可手机远程控制，多种智能模式自由切换，AI智能控湿，黑

科技趣味十足。另有手势感应调控，实现风量大小自由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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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参数：加湿量 600mL/h（夜间模式）1000mL/h（最大加湿）；

除菌率 99.5%（大肠杆菌）99.2%（金黄色葡萄球菌）；颗粒物 CADR

180m³/h；模式选择

夜间模式、智能/手

动模式、节能模式、

更湿模式；水箱容量

6.5L；声压级噪音

27.5~48dB(A)；额定

电压 220V；额定功

率 450W/50W（节能

模式）。

产品专利：获取 1项加湿器外观专利；获取 2项加湿器实用新型

专利。

LIFAair LA600高效空气净化器

LIFAair LA600 高效空气净化器，在继承 LIFAair已有净化器的

基础上，优化风路结构，并创新研发“炭+滤”一体式滤芯。压合 1600g

高碘值改性活性炭，搭配澎湃动力的直流无刷电机，实现颗粒物、甲

醛的双高净化。低功耗下净化表现更优秀，获取国家一级能效认证。

LA600能有效滤除多种微生物及过敏源，对 H1N1 病毒去除率高达

99.99%、葡萄球菌去除率高达 99.99%、H1N1 大肠杆菌去除率高达

图 9：LIFAair润宝宝全智能净化加湿器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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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为用户带来婴儿级安全守护。

商品参数：颗粒物 CADR 600 (m³/h)； 颗粒物 CCM P4国标最高

级；甲醛 CADR 350(m³/h)；甲醛 CCM F4国标最高级；能效等级 1

级；待机功率<1W；额定功率<60W；噪声（最大功率）≤70dB（A）；

适用面积 42~72㎡。

产品专利：获取 5项控制器外观设计专利；获取 2项监控器实用

新型专利；获取 1项空气净化器外观设计专利；获取 7项空气净化器

实用新型专利；获取 5项发明专利。

LIFAair LA510全智能空气净化器

LIFAair LA510全智能空气净化器，可滤除多种细菌和污染物。

对 H1N1病毒的去除率高达 99.99%，细菌去除率高达 99%。高效除

醛、除病毒，全智能自主运行全屋净化。产品装配 3.5kg特效升级配

方活性碳，优质柱状活性炭，表面活化处理，防酸除醛除味，性能更

强。褶皱式高效 HEPA滤网，可去除 PM2.5 及更小颗粒的污染物，

图 10：LIFAair LA600高效空气净化器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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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面积可达 4.6㎡，过滤面积更大，效率更高。

分体智能检测器实时检测，甲醛、PM2.5、二氧化碳、温湿度五

维高精度数显，甲醛数显精度可达 0.01mg/m³ 。采用高精度激光

PM2.5探测器，同时内置 PTC加热陶瓷单元，可避免超声波加湿器

对测量的干扰，测量更精准。内置 5200Ah超大容量锂电池，续航持

久，测试舒心。手机智能互联，远程操控智能托管，室内空气质量一

目了然。

商品参数：颗粒物 CADR 494m³/h 颗粒物 CCM P4国标最高级；

甲醛 CADR 223m³/h 甲醛 CCM F4国标最高级；额定功率<60W；适

用面积 34~58㎡；噪声（最大功率）≤ 66dB(A)。

产品专利：获取 5项控制器外观设计专利；获取 4项监控器实用

新型专利；获取 1项空气净化器外观设计专利；获取 7项空气净化器

实用新型专利；获取 5项发明专利。

图 11：LIFAair LA510全智能空气净化器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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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Aair LM99系列立体骨架专业个人防护口罩

LIFAair LM99 口罩滤层防护效率高、舒适透气，颜值美观。达

到国家 KN95口罩标准，能有效过滤雾霾、花粉、扬尘、病毒、细菌、

飞沫等空气污染物。采用多层过滤材质，过滤效率可达 95%以上。外

层无纺布过滤较大颗粒物、粉尘、飞絮；中层 2层驻极体熔喷高效静

电棉：过滤小颗粒物、雾霾、PM2.5；内层抑菌布：柔软内衬、佩戴

图 12：LIFAair LM99系列立体骨架专业个人防护口罩宣传图



17

舒适。独有的专利呼气阀设计，透气舒适，帮助加大排气量，降低呼

吸阻力，提高空气流通。核心骨架立体支撑，贴合面部不同曲度，使

呼吸更顺畅。鼻部凹槽结构保证密闭性，精准贴合脸部鼻梁位置，防

止眼镜起雾，同时呼吸不漏气。骨架与面部超声焊接，杜绝骨架与过

滤层错位，防护效果无可挑剔。且开槽允许口罩骨架局部变形，可以

适应不同脸型，保证更好的防护效果。特有密封弹力布设计柔软随型，

佩戴不留痕迹，升级佩戴体验，呼吸更顺畅。

商品参数：吸气阻力： 90Pa(标准要求 250Pa)；过滤级别：

GB2626-2019KN95；非油性颗粒物过滤效率≥95%；尺码：成人均码；

配搭形式：可调节头戴；呼吸阀：均有。

产品专利：获取 5项口罩实用新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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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宝特

BOBOT

 展商简介

BOBOT于 2011年由若干智能机器人工程师设立于美国加州尔

湾市，总部也位于此，在包括德国、加拿大、中国、韩国、新加坡等

国家设有分公司，业务遍及 60余个国家和地区，已连续报名参展第

二届至第四届进博会。BOBOT专注于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及智能控

制技术应用设备研发，在人工智能、软件算法、电子工程、机械结构

设计等领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拥有深度清洁领域的 7条不同生产线

及超过 50项各类知识产权，在电动拖把、洗地机、高空清洁机器人

领域产品具有领先地位。清洁类主要核心技术优势如下：ROOMBOT

自主研发系统芯片—33位资深工程师为了做出更好的清洁系统历经

45个日夜通过无数次的细节观察与模拟潜心研制重新定义清洁方式；

自研高速数码马达—高速平稳带来强劲吸力和极低噪音；可适应算法

根据污染物和使用状态变化快速调整转速；革新水幕科技—双孔活水

喷射，模拟源源瀑布水幕，清水洗地，污水回收边洗边拖，实时自清

洁，双水箱净污分离，避免二次污染，创新科技转为实用的革新造物，

只为更好的使用体验，提升清洁幸福感；UV紫外线物理杀菌—254mm

高功率紫外线杀菌灯融入地面清洁，有效杀菌率可达 99%。

公司网站：https:// www.bob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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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何文清

联系方式：info@bobot.com

 重点展品

BOBOT DEEP洗地机 8系列（会杀菌的智能洗地机）

整机外形灵感来自钢铁侠Mark42浪子腿部轮廓，角度构成结合

人体工学，省力舒适，对使用者友好。水幕科技模拟高速水流向下形

成清洁水幕，如同瀑布 能

量清洗地面及滚刷。

 产品净重：4.5kg

 材质：ABS材质

 噪音：＜75db

 电池容量：

2600mAh

 适用地面：硬地板、

木地板、地毯

 续航时间：≈30min

 产品尺寸：

282*325*1160mm

 灭菌方法：UV紫外

线杀菌 图 13：BOBOT DEEP洗地机 8系列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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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分类:：香槟金

 产品专利：8项产品专利

BOBOT DPS系列吸尘器 120/121型（极客清洁，随心组装）

设计灵感来自于总装脉动生产线，所有配件均可围绕 主机进行

配置，快速实现全功能组装。此产品立意百变 DIY清洁组合，立足

吸尘器本体实现，全系清洁组件随时组合，所想即所得。蓝黑色设计，

现代科技感设计，钻石光感。

 机器重量：3.15kg

 转速：2500转/分钟

 电池容量：2000mAh

 续航时间：30-45min

 吸力：23000pa

 充电时间：2.5小时

 最大噪音：50dB

 额定电压：25.2V

 整机功率：430W

 产品尺寸：

250*230*1200mm

 颜色分类: 蓝

 产品专利：5项产品专利

图 14：BOBOT DPS系列吸尘器

120/121型宣传图



21

BOBOT SOP系列吸拖一体机 610型（吸拖一体，两全其美）

同轴对旋的灵感来自于飞机螺旋桨。对旋吸尘的设计灵感来自于

对旋产生的流体负压，顽固污渍正在螺旋力快速擦洗下，固态物同时

可被吸尘 器的真空吸力处理。在拖地的同时也能很好的完成吸尘的

工作。

 机器重量：3.5kg

 材质：航空复合塑材

 噪音：40-60dB

 水箱容量：200ml

 电池容量：2500mAh

 续航时间：40-45min（满电情况）

 产品尺寸：1120*380*80mm

 杀菌方式：加入清洁液

 颜色分类: 银白

 电池寿命：24-36月（参考值）

 是否为中国首发：是（新品待上市）

 产品专利：6项
图 15：BOBOT SOP系列

吸拖一体机 610型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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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OTWIN系列高空清洁机器人 701型

（AI互动 智能导航）

主要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坦克履带+真空负压，结合当下智能无人

AI设备的感应能力，开发此产品，雾状喷水灵感来自于鲸鱼喷水的

生物习性。

 机器重量：1.52KG

 吸力：2500Pa

 工作宽度：550mm

 工作效率：约 2.5min/sqm

 电池容量：800mAh

 机身尺寸：245*240*858mm

 是否为中国首发：是

 产品专利：3项

图 16：BOBOTWIN系列高空清洁机器人 701型宣传图



23

汉斯希尔

SYR

 展商简介

SYR汉斯希尔创立于 1939年，隶属于德国 Hans Sasserath GmbH

& Co. KG，是欧洲高端过滤装置和控制阀品牌，已连续报名参展首届

届至第四届进博会。汉斯希尔主营业务涉及水处理设备、安全阀、防

污隔断、减压阀、暖通阀门等；其中水处理设备包括前置过滤、末端

净水、中央软水、中央净水、防漏保护和暖通水净化等品类。1977

年 SYR汉斯希尔成为 DVGW（德国燃气与水工业协会）组织的成员。

1980年起，开始在德国承接行业内外知名品牌 OEM业务并进入水质

处理领域。1988年参与执行建筑行业的德标 DIN1988规范，并成为

德国国家水处理项目指定实验室和研发单位。

公司网站：https:// www.syr-china.de

联系人：唐鹏

联系方式：donald.tang@dongli-gp.com

 重点展品

EDO 前置过滤器

德国进口，40微米过滤精度，有效去除泥沙、铁锈、红虫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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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杂质，保护下游净水器，减少

滤芯损耗。保护洗衣机、热水器等

涉水家电，降低能耗，延长寿命。

多层叠片式滤芯，小体积大流量，

节省安装空间。升级智能反冲洗提

醒器，及时提醒反冲洗。

MAX-P 三合一反冲型净水器

德国进口，一体式滤芯，四级过

滤，有效去除水中的悬浮物、胶体、

细菌、微生物等有害物质，同时保留

有益矿物质。内嵌式水路设计，节省

空间，换芯方便。在线维护阀门专利。

全效净化，对铅、细菌全效强化去除，

通过 A+高端产品认证。

净水器反冲洗控制器套装

根据设定自动开启阀门执

行反冲洗，有效延长净水器滤芯

寿命，LCD液晶显示，使用和

维护方便省心。

图 17：EDO 前置过滤器宣传图

图 18：MAX-P 三合一反冲型

净水器宣传图

图 19：净水器反冲洗控制器套装

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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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而浦

MULTIPURE

 展商简介

MULTIPURE美而浦创立于 1970年，总部位于美国拉斯维加斯，

已连续报名参展第二至第四届进博会。美而浦领行业之先，研发、制

造出高压烧结活性炭滤芯，开创直饮矿泉水净水器新时代。50年来

一直倡导健康饮水理念，专注净滤科技，持续保持着净水行业先进的

技术优势，通过了 NSF等全球 11大权威机构认证，可高效去除 100

多种污染物，滤除率高达 99.99%，同时保留有益矿物质，净化后水

质媲美天然矿泉水。

目前，MULTIPURE美而浦高品质的净水产品为全球 80多个国

家和地区，超过 2800万家庭带来了健康好水，其中包括美国各大医

院、航空公司、商业办公场所、大学和初高中学校等。未来，

MULTIPURE美而浦将继续秉承初心，以高性能的滤芯科技、多领域

的净水解决方案和优质的客户服务，为每一位消费者带来更健康的直

饮生活。

公司网站：http://www.multipure.cn

联系人：郭欣妤

联系方式：guoxy@reehi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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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展品

旗舰款-AQUALUXE珍浦

◆全球率先通过 NSF P231号病毒/细菌认证的单级净水系统；

◆病毒滤除率≥99.99%，细菌滤除率≥99.9999%；

◆专有滤芯防伪加密技术，与美军部队滤芯同质，滤除性能至强；

◆高效滤除 100多种有害物，同时保留有益的矿物质及微量元素；

◆创新抑垢技术，有效减少水垢生

成，饮用口感更佳；

◆2.83L/min超大出水量，不排废水、

无需插电；

◆机身采用316医疗级不锈钢包塑，

经典纯黑与流线型弧度设计提升厨房格

调。

◆专有滤除剧毒砷（砒霜）科技，

滤除率＞99.9%；

◆高效滤除 100多种有害物，同时

保留有益的矿物质及微量元素；

◆创新抑垢技术，有效减少水垢生成，饮用口感更佳；

◆3.8L/min 超大出水量，总净水量达 10000L，不排废水、无需

插电；

◆机身采用 316医疗级不锈钢打造，表面细腻有质感，耐碰撞、

图 20：旗舰款-AQUALUXE

珍浦宣传图



27

防腐蚀。

尊享款-MP880极浦

◆专有滤除剧毒砷（砒霜）科技，滤除率

＞99.9%；

◆高效滤除 100多种有害物，同时保留有

益的矿物质及微量元素；

◆创新抑垢技术，有效减少水垢生成，饮

用口感更佳；

◆3.8L/min 超大出水量，总净水量达

10000L，不排废水、无需插电；

◆机身采用 316医疗级不锈钢打造，表面

细腻有质感，耐碰撞、防腐蚀。

经典款-MP750瑞取

◆经日本权威证实，可完整滤除核辐射污染物；

◆通过严苛审核，连续多年荣登美国消费者报告榜首，成为飞机

头等舱之选；

◆高效滤除 100多种有害物，同时保留有益的矿物质及微量元素；

◆创新抑垢技术，有效减少水垢生成，饮用口感更佳；

图 21：尊享款-MP880

极浦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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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L/min超大出水量，不排废

水、无需插电；

◆机身采用 316 医疗级不锈钢打

造，表面细腻有质感，耐碰撞、防腐

蚀。

图 22：经典款-MP750

瑞取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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