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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一、 集成攀藤新一代航天级 PM2.5激光粉尘传感器，检测更精准，反应更灵敏。

二、 最新数字化 TVOC综合空气检测芯片。

三、 异味、粉尘、甲醛任意数据超标会快速反应并针对性解决空气问题

四、 超大 7寸 TFT液晶工业串口触摸屏幕，更直观，更美观。

五、 高级工业设计工程师运用最新物联网科技，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呕心沥血创造型智能

的人机交互设计，

六、 空气质量实时监控，全智能运行节能更省心。

七、 移动终端（手机平板等），随时随地随心掌控

八、 提供长达 30天内的在线居室空气质量查询。

九、 无线 LED遥控器。

十、 采用日本进口热交换素子材料，全球顶级节能双向冷热交换技术，能量回收率更高，

节能效果更好。

十一、 全球领先的双电机结构设计，进风排风单独控制。

十二、 采用垂直角度出风口设计，结合流体力学原理，使新风沿墙体在房间内 360度无死

角流动。

十三、 三大净化模式：新风外循环模式、净化内循环模式、智能自动调节模式。

十四、 韩国进口 H13级 HEPA高效滤网，采用多道山峰折叠技术，PM2.5去除率高达

99.9%。

十五、 采用原装进口触媒型改性活性炭，可有效清除甲醛、甲苯、TVOC等有害物质，经

测试表明，半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 90%以上。



塔式新风净化器

一、 外观构造采用全球领先的塔式结构，出风口的设计根据中国住宅结构研发，顶部弧

形引流设计，过滤后的洁净空气在上升至顶部时形成环形风道，从而快速净化整个

房间，以 30平方米的客厅为例，只需要 6分钟即可净室内空气过滤一遍。

二、 核心部件，风机采用全球顶级的德国原装进口 EBM后向离心风机，可持续而稳定

的输出澎湃风量，每分钟旋转 2650次，每小时输出 1180立方米的超大风量，五

年质保，安全可靠。

三、 创新的抽屉式过滤器和密封风机构造，采用物理过滤，无臭氧，无离子，无外壳喷

涂处理，食品级外壳材料，不会释放有害气体，是真正安全的空气净化器。

四、 滤芯层次分明，不同环境下，过滤不同的有害物质，从下往上依次为：初效滤芯

（PA+ABS），中效滤芯（H12）,异味活性炭滤芯，高效滤芯（HEPA 13）

滤芯展开面积 7.8平方米，采用东丽株式会社供应的高效医用级滤纸，单个过滤器

132个山峰折，折间隔为 5mm，折高度为 90mm，风阻与效率巧妙平衡，胶线、

峰高、折距都经过精心排布。有效降低能源消耗，加快过滤速度。

活性碳采用原装进口触媒型改性活性碳，添加高锰酸钾浸泡过的氧化铝颗粒。可有

效滤除甲醛、甲苯、TVOC等有害物质，吸附效果是普通活性炭的几倍，1小时甲

醛净化效率高达 95%。

颗粒物 CADR值高达 750m³/h,甲醛 CADR值高达 244m³/h，能效比 5.08m³/h·w ,

五、 采用航天级风噪设计，同等风量情况下，有效降低机器运转时的噪音。结合空气动

力学，将气流经过的每一个细节精心设计，在风力 强劲的基础上减少风阻产生的

噪音。睡眠模式一键静音，享受轻风拂面的宁静，最低噪音仅 37dB.

六、 超大的 7寸工业 TFT串口智能触摸彩屏与液晶显示屏，两种屏显，兼顾潮流与工

业复古。

七、 开创性应用正压新风功能，净化室内空气同时增加富氧新风，是目前最为科学环保

的净化器和新风一体机，为健康保驾护航。防止雾霾天气长期不开窗造成缺氧。



台式净化器

为满足不同客户需求而研发，带智能芯的台式空气净化器，在飞利浦的基础上改进而

来，红外传感器改为激光粉尘传感器，高效滤网改为 H13医用级，活性炭改用原装进口触

媒型改性活性炭，净化效果大大提升。增加了手机 APP控制与智能芯。

全金属空气净化器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采用最简单实用的手动旋钮开关，便捷操作，三面滤芯设计，采

用医疗级 HEPA主过滤网，采用机械捕捉和带反向电荷主动吸附两种技术，大大降低风阻

和噪音，去除更多更微细污染颗粒物。

滤网采用高效复合滤网，银离子冷触媒，消除甲醛，效果更出众。



品牌定位

埃里森品牌定位主要针对越来越多的注重健康的中产阶级

品牌个性：体验、健康、快乐

目标消费群体：覆盖 0-90岁的人群（从婴儿到老年人）。购买群体主要集中在 20-50

岁，（20岁以下及 50岁以上群体主要由中坚群体照顾到，体现为对婴幼儿少年的关心及

对老年人的孝敬）

价格定位

德国埃里森系列空气净化产品采用多元化的价格定位，全面适应中国各类城市、地区

间的收入差异。合理的价位，一流产品，一流服务，一流的用户体验，其价位分别为：高

端 5800-8800元，中端在 2800-5800元之间，低端在 800-2800元之间。完整的产品体系

及合格的价格体系，更会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销售终端模式

①销售渠道以德国埃里森专卖店、百货商场、相关系列产品店中店、团购事业部构成

②覆盖全国一二三线城市，有消费能力的地区从县城延伸到乡镇。

③一二三线城市以中高端产品为主，低端产品为辐

④县乡级市场以低端产品为主，中高端产品为辐。

德国埃里森品牌发展展望

我们的目标：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空气净化品品牌之一。

让我们全体德国埃里森人携手共创精彩未来。

一流的产品，一流的用户体验，一流的服务，全新的营销方案。



公司优势分析

一、 产品（成本）优势

①公司从产品设计研发到模具开发，再到产品生产 ，全部自主完成，应用智能化

管理体系，这些保障了产品质量稳定高效的前提下更大大降低了公司运营费用。从

而使产品成本大幅降低。使合伙人能以更低的价格拿到质量更好的产品。

②智能控制系统的运用也大大降低了合伙人的运营费用，提高合伙人的利润率。

③时间成本，公司从产品设计开始到产品上市，全部自主完成，保证质量稳定可控

性的同时大大缩短了新产品上市时间。这也是其它一些纯销售公司找人代工的企业

无法比拟的，时间就是金钱，谁抓住时间谁就得到财富。

二、 服务优势

在当今买方为主的市场大环境下，缺乏统一战略规划和严谨的市场运做方案、肤浅

的企业文化下，开拓市场是极其困难的，而当您成为德国埃里森合作人，这一切将

会迎刃而解！

①我们拥有对市场长期的实践经验，准确把握市场动向并引领消费导向。

②我们为此制定了先进的标准化的经营模式和严谨科学的操作方案，这套经验会帮

助合伙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利用有限的资金及人员，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

③公司为各级合伙人制定了科学严谨的市场划分制度和快速占领市场份额的一整套

营销方案。

④公司不定期安排相应的经验丰富的专业培训讲师和销售人员协助合伙人开拓市场，

负责对名级合伙人及市场人员的培训（包括业务技能训练，店面管理培训，导购及

售后服务以及营销后台的管理操作），策划高效的市场拓展方案。

⑤在某些情况下，公司还会对合伙人进行资金扶持或用市场融资活动助力合伙人快

速积累财富。

通过这些方案，保障合伙人迅速在当地拓展市场，回笼资金，实现最大利润。

三、 管理优势

德国埃里森的管理优势除了智能管理系统外还囊括了公司的培训方案，店铺的选址、

设计、装修、赢利分析、促销活动及公关活动的推广。

在产品开发上使用最新智能物联网技术应用以提高产品的优越性及人机交互的可控

性，首创的营销模式使产品迅速占领市场。



赢利模式

好的产品，好的市场，还要有好的合作者，如何让合伙人迅速赚钱，是我们首

要考虑的问题，这里我们对合伙人的盈利模式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一、 零售：全国统一零售价，统一折扣供货，保证区域和利润，利润可高达

50%-150%。

二、 团购：学校、医院、企事业单位这些群体具有最大的团购市场。

三、 公司电商平台的销售分成，公司通过电商平台统一零售价销售，由合伙人

在当地完成配送服务及售后服务，公司与合伙人共享利润。

四、 共享产品：全新的营销体验迅速攻占租赁市场，形成租售结合，销售形式

更灵活，消费者群体进一步扩大，收取押金和租金的同时，迅速扩大市场

影响力和知名度。

合伙人投资分析

市场分析

德国埃里森产品线及其发展方向

投资分析

1、 赢利模式

2、 投资预算与利润分析

3、 分析总结

公司开业支持

广告支持和营销活动

我们能为您做什么

合伙人申请表



合伙人要求

一、行业背景：A：正确的品牌经营理念 B：丰富的零售管理经验

二、地点选择：合理的店铺位置—位于当地繁华商业街，家电专卖街或者各种卖场

三、店铺的面积要求：A：标准专卖店销售营业面积区域不低于 30平方米，按德国埃里森

专卖店装修标准进行装修。仓库不低于 100平方米。

B:商场店中店必须位于商场中独立的区域营业面积不低于 20平方米

四、 人员配置：店长、营业员、团购经理、共享事业人员、安装人员、售后工程师。

五、 资金实力：合伙人必须有足够的资金实力用于前期店铺的租赁装修和首批进货及共

享产品保证金。

公司支持：

一、 提供强大的持续性的全国媒体广告宣传。

二、 免费提供全年的 POP及单张广告宣传单、KT板

三、 免费提供装修设计

四、 提供专卖店、店中店系统管理培训，包括：人事培训，销售技巧，导购技巧，后台

管理系统操作。

五、 每年召开大型合伙人订货联谊会，公司提供免费食宿和接送服务，让全国各地的合

伙人欢聚一堂，互相交流成功经验，分享喜悦。

六、 重点区域为合伙人提供媒体广告支持。

七、 合伙人完成公司销售指标后，可根据所达成销售额等级获得公司的销售返利及其它

资金，以及年度海外旅游计划。

开业支持

一、 店铺装修支持

咨询和设计装修方面的服务，店铺主要材料、灯箱图片目录。店面的装修及灯箱门

头费用，我们 是根据您的定货额按比例给予报销。

二、 开业促销支持，促销活动包括;礼品制作费、POP宣传费用、软文宣传发布费用。

方案一：可由您提供促销方案，公司来操作，费用合伙人垫付，后期按定货额抵扣。



方案二：促销方案跟操作合伙人自己完成，合伙人费用汇总后报公司后期按销售额

抵扣。

三、 媒体支持：

软性新闻（通过软性的文章进行宣传）公司可提供软文

车体广告：选择法地经过繁华地区，行车路线较长的公交车

广告配送：将宣传物品与当地知名刊物共同配发

户外广告：建筑物顶或外墙

费用由合伙人汇总后报公司，后期按销售额抵扣报销。

合伙人投资分析

投资预算与利润分析（以中等城市为例）

一、 专柜（店中店）：面积 15-20平方米，即大型商场中的封闭式或开放式铺位

A:投资预算：1、首期进货额 100000元。

2、装修：货架 5000元，灯光背景装饰 2000元

3、营业人员工资：4000*3人=12000元/月

4、水电费：500元/月

5、月平均销售额：100000元

6、商场扣点：一般销售额的 20%左右，即：100000*20%=20000

元

B：利润分析：1、平均毛利：100000元*60%=60000元

2、平均纯利：60000-12000-500-20000=27500元/月

年度纯利润为：27500*12=330000元

除掉节假日福利及损耗或淡季因素：330000*60%=198000元。

一个店中店专柜投资额 10万元+1万元资金，一年保守可达 20万元纯利润。



二、 专营店：

一般面积要在 100-200平方米，因为一般要与团购事业部及共享事业部一起。

A：投资预算：1、首批进货额 200000元。

2、装修：按 200平方米计算，300元/平方米，即 60000元

每三年装修一次，平均每月 1700元。

3、营业员工资：4000*6人=24000元。店长 1人*6000元

4、水电费：500元/月

5、房租：20000元/月

6、月销售额：250000元

7、每月广告及促销费用：10000元，

8、运营车辆：2辆*10000元=20000元

9、售后人员及安装人员：2人*5000元=10000元

B:利润分析：1、平均毛利：250000*60%=150000元

2、平均纯利：150000-1700-24000-6000-500-20000-10000-20000-

10000=57800元/月

3、年度利润：57800*12=693600元。

除掉节假日福利、损耗及淡季：693600元*60%=416160元

团购事业部：团购人员：2人*8000元/月=16000元 16000元*12月=192000元

每年完成 5单团购，每单 400000元，

400000元*5单=2000000元

团购利润相对降低，按 30%计，2000000元*30%=600000元

毛利：600000元-192000元=408000元。

因团购事业部要与专营店合营，故运营车辆及售后人员费用已经在店面经营中扣除，再除

去公关费用及临时安装人员费用 108000元。那么，团购事业部可创造纯利润是 300000 元。

那么，一个专卖店+一个团购事业部，一年创造 70万元纯利润。



共享事业部

运营人员 3人*4000元/月工资*12个月=144000元/年

公司收取保证金 300000 元，不限量供机。

共享租赁出 2000台*5元/台/天租金=10000元。公司分 50%

10000元*50%=5000元/天

用户每年使用 100天计算，100天*5000元/天=500000元利润，

除去人员工资 144000元，及耗材 56000元，纯利 300000元。

用户每年使用 80天计算，80天*5000元/天=400000元利润。

除去人员工资 144000元，及耗材 56000元，纯利 200000元。

一个城市租赁 2000台是最低极限算法。

一个合伙人开设一家专卖店，2个商场专柜的情况下，一年创造 130万元的利润是保守估

计。这还不包括合伙人分销渠道利润及公司电商平台的分红 ，及公司年终返利。

分析总结：

以上数据是针对中等城市的经营费用项目所列的有关店中店（专柜）和专卖店的投资

预算分析，所列的相关数据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及市场情况有

所不同，您可以根据我们的分析方法，结合自身商业环境的实际情况做预算分析。

中大型城市一般投资要大一些，但是，同时销售额也同样会高很多，效益会更好。投

资回收周期 也不会有太大的误差。同时，我们也会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给合伙人及时而

科学的系统支持，以保证投资回报。

公司通过大数据把客户带来的市场信息分析整理，及时把握市场最新动向，反馈合伙

人，使合伙人能及时捕捉到有需求的客户群体。



对于亏损的合伙人，公司将派专人根据其财务报表实地研究分析，找到亏损原因，并

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