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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电源线. 
极致轻便.

i-vac 5B



随处可搬运
坚固耐用且符合人体工程
学的手柄为您提供前所未
有的自由。无论您走到
哪，i-vac 5B都可以出
现！

3 节设计 & 弹性软管
最容易受力的软管两头，都
采用了双层设计，更持久耐
用。

Bag with lock
5 L自带封口的尘袋，避免
了取出袋子时灰尘外喷。纸
袋或布袋都可选用。

自带工具槽
机器随附的附件和必要设备
均可直接放在机器上。 

外形 & 其他
蛋式外形可在较小的区域
内进行，还可以近身体携
带。还有防撞槽等等设计

“这台机器简单、坚固、可靠。令人难
以置信的办公室日常使用。不能更开心
了！”



1
year

W

ARRANTY

i-vac 5B

技术参数 

重量 5.2 kg

尺寸(l x w x h) 38 x 33 x 38 cm

软管长度 180 cm 

容量 5 L

吸头直径   32 mm

音量 62 dBA  |  63 dBA

水升/吸力 1800 mm

气流 40 L/s

适用范围 I室内，干吸

电源 i-power 9 /14*

i-power 9 参数 24 V 8.8 Ah

i-power 14 参数 25.2 V 14 Ah

i-power 9 运行时间 30 minutes

i-power 14 运行时间 40 minutes

充电类型 外置充电器

充电电压 110-240V, 50/60Hz

材质 PP



电池动
力，更
自由.



i-vac 9B®

作为最值得信赖的名字，i-vac 9B以其已经

得到验证的移动性、设计和功能让每位用户

都感到惊讶。 为发动机供电的i-power 14电

池可确保运行更长的运行时间！



i-power 14 电池组

双电池插槽系统，可灵活运
行40分钟（一个i-power 14
电池）或80分钟（两个i-
power 14电池）。 不再受
电线或插座的束缚。

可选的i-brush

这种可选的地板工具可同时
搅动地毯并去除污垢和灰
尘。由机器电池一起供电。

高功率发动机

高功率电机达到有线操作真
空吸尘器使用的吸力大约
80％，不用被束缚。

i-charge 2 & 9

电池管理系统让电池永远不
会过充，从而获得最长寿
命。 智能充电器还包含一
个充电百分比的指示器。

快充充电器

i-power电池现在可以通过i-
charge 9充电。使用这款快
充充电器，可以比以前更快
地充电，以确保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使用！

该机器的滤芯可从标准升级到HEPA，或者升级到ULPA。 “不要以为我曾经有过更灵活的吸尘
器。这个就是未来！“



技术参数 

机身重量 7 kg

机身尺寸(l x w x h) 45 x 45 x 41 cm

软管长度 250 cm 

集尘容积 9 L

吸尘宽度   32 mm

音量 58 dBA

吸力/水柱 1250 mm

气流量 40 L/sec

适用场景 室内，干式

电源 i-power 9 /14

i-power 9 参数 24 V 8.8 Ah

i-power 14 参数 25.2 V 14 Ah

1 个 i-power 9 运行时间 30 minutes

2 个 i-power 9 运行时间 60 minutes

1 个 i-power 14 运行时间 40 minutes

2 个 i-power 14 运行时间 80 minutes

充电类型 外置充电器

充电电压 110-240V, 50/60Hz

机身材质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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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移动.



i-vac® 4B Move

不要让你吸尘器的电源线限制你，携带轻巧-vac 

4B Move。让您拥有最大的移动能力并高效工

作。与普通吸尘器相比，背包式真空吸尘器可以

覆盖超过两倍的空间，并且更符合人体工程学设

计。 i-vac 4B Move大大改善了您的工作方式，

是改善清洁操作的一个机会 - 使其更清洁、更快

速、更安全。



i-power 动力

i-power电池可与我们所有
电池供电的机器通用，并可
在几秒钟内就可完成互换。
i-power 9或i-power 14两
种电池可以根据您的需求来
进行选择：根据运行时间，
您可以混合和匹配电源。

行走轻便 

i-vac 4B Move采用轻质背
包，让您拥有更大的活动自
由度 - 特别是在狭窄区域。
不再需要担心有台阶或其他
障碍物的困难地形。

舒服

网眼背衬可帮助您在操作
过程中保持舒适和凉爽。 
加宽的肩带与胸带相结
合，提供最大的灵活性。 
i-vac 4B Move独特的背带
系统确保即使在长时间的
工作，也可以获得最大的
舒适感。

随时掌控

通过按动腰带上的遥控器
开关轻松打开和关闭机
器。

保护地球

在严格的环境中清洁时，可
以将标准过滤器升级为
HEPA或ULPA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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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要额外的吸力来清洁高绒毛地毯？ 
i-brush可以做到！ 它可以在翻动地毯毛线的同时去除污
垢和灰尘。

技术参数

机身重量 5.7 kg 

机身尺寸(l x w x h) 24 x 33 x 36.6 cm (不含背带)

软管长度 140 cm

集尘容积 5L

吸尘宽度 32 mm

音量 68 dBA

水升/吸力 1300 mm

气流量 13.3 L/sec

适用场景 干式

电源 i-power 9 or 14

i-power 9 运行时间 30 min

i-power 14  运行时间 40 min

充电类型 外置充电器

机身材质 PP



i-vac 6®

i-vac 6是现代吸尘器的基石。 所有的i-vac 6功

能和元素都是根据用户的反馈创建和设计的，

它的理念结合了不同时代的多种产品。



地板工具

扁平的刷头不用在不同表面
上进行调整。 由于超薄的外
形，它甚至可以清洁不容易
够到的地方。手柄的柔韧尼
龙材料保证了坚固耐用，特
别是与可拆卸软管相结合。 

Whizzo
拥有专利的Whizzo指示
器。 当袋子装满或真空堵
塞时，它会发出响亮的高
音。 此外，它还为电机提
供风冷，避免温度过高。

香水盒

在装置内安装一个简单的
香水盒，带来舒缓，独特
的香味，让房间充满宜人
的香气。

弹性机身

不易碎材料和所有附件都
用螺钉代替铆钉组装。 把
它停在停靠位，安全地在

楼梯上工作。 轮子也是减
震材料做的。 

办公时间清洁

可在高功率或低分贝之间
进行选择选择设置。 低分
贝设置可以成为繁忙的办
公室日间清洁操作真正救
星。

该机器的滤芯可从标准升级到HEPA，或者ULPA。 

“我终于可以清洁好休息室的沙发下面
了。太喜欢和这个家伙一起工作！“



机身重量 6.8 kg

带电源线重量 7.8 kg

产品净重（含包装） 10.8

机身尺寸 (l x w x h) 39 x 38 x 36 cm

软管长度 250 cm 

电源线长度 1500 cm

集尘容积 6 L

吸尘宽度   32 mm

电压 110 V, 115 V,220V, 230 V, 240 V 

马达功率 850 W

音量 62 dBA | 58 dBA

吸力/水柱 2200 mm

气流量 50 L/sec  |  52 L/sec

干式/湿式 干式

电源线可拆卸 Yes

机身材质 PP

该机器的滤芯可从标准升级到HEPA，或者ULPA。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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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发送邮件到 sales@iteam-China.com 

我们会及时和您取得联系.

INQUIRE 
INNOVATE 
INSPIRE 

The Family Network

www. i team-China.com

探索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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