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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淨無線吸塵機
伊萊克斯Well Q7總代理：

大昌貿易行有限公司
電話：2262 1677

伊萊克斯陳列室：
灣仔告士打道 38 號中國恒大中心地下 B 鋪
電話：2804 2328

售後服務熱線：
3193 9888

創新因為重視您的需要
瑞典伊萊克斯擁有百年製造
吸塵機的經驗，顧客的需要
是我們不斷創新的動力。

www.electrolux.com.hk

網上登記
2 年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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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為木質地板、大理石、石英磚等硬質地板設計，

有效去除99% 地板上的微塵顆粒 1。

雙重材質絨毛設計令吸頭更貼近地面，更有效帶走深層
髒污，令地板一塵不染。

新登場
POWERPRO 極淨扒頭 3

1 根據 IEC 62885-2 ed. 1 ，伊萊克斯內部實驗室數據。
2 與 Ergorapido 18V 系列產品比較，根據 IEC 62885-2 ed.1，伊萊克斯內部實驗室數據。
3 只適用於個別型號。

縫隙集塵力提升    倍 2

全新扒頭密封設計，強化邊角清潔，縫隙吸力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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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軟尼龍材質，貼合地面

LED 吸扒前置燈，暗處髒污一覽無遺

強韌聚酯 PET 材質，強效集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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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過濾 
杜絕二次污染
HEPA級五重高效過濾系統，可過濾99.99% 的 1µm 微塵 *。

* 根據 EN 60312 1:2017 標準測試
* 只適用於個別型號。

100% 可水洗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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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氣旋錐 & 金屬格網
強大離心力，使灰塵吸入集塵箱中
2

螺旋狀進氣口
產生高速氣流，降低阻塞率
1

雙面海棉濾網
分層過濾，微塵不溢散

43&

排風口HEPA等級濾網
鎖住 1µm 的微塵，杜絕二次污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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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版 UV 電動床褥吸扒*

雙材質設計，TPE 材質能加強拍打效
果，有助拍打出床褥深層的
微塵及致敏源；硬質毛刷
能纏起頭髮及寵物毛髮，
清潔更徹底。

扒頭前方設有 UV 紫外燈，有助去除
塵蟎及其他致敏源。

按鈕拉出式設計 清潔更輕鬆
頭髮及寵物毛髮容易纏於滾刷上，只需輕按一下並拉出滾刷，緊纏於滾刷
上的毛髮便會自動鬆開，方便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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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一設計
面對任何情況都輕鬆自如

內嵌式配件
隨意變換清潔模式

自主站立
無須靠牆而立，隨時放置
於家中任何位置

輕手感 & 靈活扒頭
低重心設計，搭配 180 度靈活扒頭，
操作更輕鬆

輕鬆清潔高處
配搭狹縫伸縮吸嘴 *

傢俱表面 一塵不染
轉換為手提模式，輕鬆清
潔傢俱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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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適用於個別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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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平貼設計

升級版 BRC 毛髮截斷扒頭 *

整體機身平放只有 13.5 厘米，可深入傢俱下方清潔。

在關機狀態一鍵踩下，5-10 秒即可完成滾刷清潔，並將截斷
的毛髮吸入集塵箱中。

* 只適用於個別型號。
 * 與 Ergorapido 18V 系列產品比較， 根據 IEC 62885-2 ed. 1 ，伊萊克斯內部實驗室數據。

灰塵滿載 吸力不減
螺旋狀進氣口設計有助產生高速向內氣
流，配合分離式氣旋錐室及集塵箱，大幅
降低阻塞率。

灰塵滿載的情況下，依然保持99%
強效集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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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版 UV 電動床褥吸扒

全新設計床褥吸扒，密封性更強，能更有效
把床褥深層的灰塵、塵蟎及致敏源拍出並吸
走。拉出式滾刷設計，清潔更方便。

軟毛刷吸嘴

能清除大面積灰塵，適合清潔細緻的傢俱表
面，如窗簾、布質沙發等。

轉彎吸嘴

可搭配高處 / 狹縫清潔伸縮吸嘴，方便清潔
高處平面或轉角縫隙。

高處 / 狹縫清潔伸縮吸嘴

可延長兩倍長度至 55 厘米，前端配合小毛
刷吸嘴使用，可直接收納於主機上。

縫隙吸嘴

前端可接小毛刷吸嘴使用，可伸入傢俱縫隙
清潔。

小毛刷吸嘴

可收納於充電座上，適合清潔小區塊的傢俱
表面，輕鬆帶起灰塵再吸走。

型號 WQ61-1OGG WQ61-1EDBF WQ71-2BSWF

顏色 麻石灰 牛仔藍 珍珠白

電池電壓 / 電池容量 18V HD 鋰電池 /
2100 mAh

18V HD 鋰電池 /
2100 mAh

21.6V HD 鋰電池 /
2100 mAh

充電時間 4.5 小時

吸力調校 2 段

使用時間
 ( 一般模式 / 加强模式 ) 45/13 分鐘 45/13 分鐘 50/14 分鐘

可水洗過濾系統 HEPA 級排風口濾網、海棉過濾網、細密微塵濾網

BRC 毛髮截斷技術 • - -

前置扒頭 BRC 毛髮截斷扒頭 POWERPRO
極淨扒頭

POWERPRO
極淨扒頭

配件 5、6 2、3、4、6 1、2、3、4、6

濾網型號 ESKW1 高效過濾套裝 ($280 / 套 )
包括雙面海棉濾網及 HEPA 濾網

因改進而變更規格，恕不另行通知。
所有圖片只供參考。

全方位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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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Q6 Well Q6-P Well Q7-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