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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ACC空调深度清洗中心隶属济盛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旗下的专业清洗机构，我们是业内唯一一家采用标准化服务
的清洗中心。历经17年的运营实践,培育出一支支高素质的专
业服务团队，以采用自主研发的高效除菌环保药剂杀菌祛污，
建立了24小时专业客户服务中心，为千家万户提供极致体贴
的服务。

通过多年的经营，我们已完成了11万户客户的空调深度
清洗，7.3万在线客户，近2000家企业客户的空调深度清洗。
我们立志做最好的空调清洗服务，为千家万户送健康，为低
碳环保事业贡献我们的力量！为了空调设备的寿命，为了每
个家庭的健康和节能环保,我们将努力奋斗为您提供最好的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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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愿景

让每个家庭能享受健康清新

的室内空气! 

我们的服务理念

我们只做最好的空调清洗服务！

我们的服务宗旨

客户至上，体贴服务!

企业文化



责任
经历小责任到中大责任，承
担团队、行业与社会责任；

正能量的心态，持续有战斗
力的行为状态；

为客户提供优质
的服务；

诚信
诚实做人，承诺兑现；
遵守规则，敬畏使命；

创造
发挥一切可能性，从无
突破到成功超越；团队合作

共创共享平台，资源共
承担，小我到大爱团队；

ACC核心的价值观

客户第一 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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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健康的隐形杀手——空调污染

➢ 空调散热片中检出细菌最

高可91250.00cfu/c㎡

➢ 平均数值亦达到

3866.48cfu/c㎡

➢ 超过标准（每平方厘米细

菌总数≤100cfu/c㎡）近

40倍。

➢ 最严重的超标高达1000倍。

空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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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比马桶和抹布还脏吗？

空调散热片中的细菌含量

=家用马桶细菌含量的60倍

=家用抹布细菌含量的10倍



空调为什么要深度清洗？

⚫ 据空调微生物污染状况调查显示：细菌最高达

91259个/平方厘米，超标近40倍。

⚫ 有害致病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军团菌、霉菌、

螨虫、大肠杆菌、白假斯酵母菌、蜡样芽孢杆菌、

葡菌、白色念球菌、革兰氏阴性菌等等。

⚫ 产生的后果：哮喘、呼吸道疾病、头晕目眩、心

肺功能障碍、感染鼻炎、过敏等等。

延长空调
使用寿命

影响身心
健康

节能省电

影响身心健康

节能省电

延长空调使用寿命

⚫ 节能省电30%，有效控制成本支出（节能省耗

10%-30%）。

⚫ 有调查显示，同样规模的酒店，空调是否经常

清洗，电费差额近30万。

⚫ 正常情况下，压缩机排气管温度应该在70-

100℃，而散热片污垢过多时，排气温度会升高

到110度以上，导致冷凝温度过高，设备损坏。

⚫ 散热片洁净、排气温度正常、压缩机润滑良好、

改善空调制冷效果、延长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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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空调清洗市场在

100亿以上！

空调全面覆盖

全国：

⚫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研究所发

布的调研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居民家庭

的空调整体拥有率己达46．5％，大中

城市均己达100％以上，譬如：北京

106％，上海104％等；而我国中央空

调使用单位超过500万个，而且每年正

在以10%的速度递增。

上海：

⚫ 全上海有常住人口2400万，外来人口

1600万，共计约4000万人口，上海快捷

酒店约15000家，旅馆约5000家，五星

级酒店约100家，四星级酒店约500家，

餐饮、学校、医院……于2016年12月份

统计数据，全上海有家用空调超过1亿台。

⚫ 目前空调清洗率达不到5%,没有进行过专

业清洗的空调达95%以上。

百亿市场，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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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清洗市场



目前空调清洗行业痛点？

⚫ 空调清洗行业不规范
⚫ 报价混乱

⚫ 客户健康卫生意识不强
⚫ 高端、优质客户需求不能满足

⚫ 客户基础壁垒
⚫ 公司规模壁垒
⚫ 品牌效应壁垒
⚫ 服务产品壁垒

空调清洗行业壁垒？

别让空调里的细菌陪你过夜



清洗

药剂

价格

培训

工具

客服

六大标准

服务

1、价格体系标准化，明码标价。

2、工具装备标准化，确保品质。

3、清洗流程标准化，规范有序。

4、专用药水标准化，环保健康。

5、客服中心标准化，售后无忧。

6、培训体系标准化，专业服务。

标准化体系



ACC产品介绍

A

挂 壁 机

B

立 柜 机

C

天 花 机

D

风 管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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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价188元/台

现价98元 /台

原价228元/台

现价120元/台

原价218元/台

现价110元/台

原价228元/台

现价120元/台



自主研发专用药剂

高效杀菌、消毒，
彻底祛除空调异味。

专用高温蒸汽壶

高温蒸汽去污装备，
最高温近200℃，
强劲消毒杀菌，最
高压力达10GK，
细菌瞬间蒸发消除。

ACC专用高压清洗机

采用高压喷射技术，
对空调的翅片、叶
轮、风道等组件进
行深度清洗，彻底
清除致病细菌和污
垢。

ACC专业套装工具

ACC空调清洗全套
装备都是针对各种
空调机型深度清洗
而研发定制，专业
标准化工具。

ACC全套专业装备

轻便套装工具，确
保服务及时，大容
量高效电瓶车以确
保全天里程，使我
们的服务效率更高。

别让空调里的细菌陪你过夜

专业装备



配备专业团队：
拥有一支支通过250个小
时严苛训练出来的高素质
服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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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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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专业高温蒸汽机进行杀菌消毒

祛污处理。

流程三

4、使用专业高压水枪进行深度冲洗。

流程四

1、喷上专业环保药剂杀菌除异味。

流程一

2、药剂通过化学反应对空调进行化学杀菌

消毒。

流程二

四大流程

专业清洗



ACC空调清洗流程

ACC空调清洗流程

① 人员的服装、工具、清洗手法一体化。

② 与客户充分沟通好先清洗哪台设备（依照客户的时间安排清洗）。

③ 到达客户指定设备地点，开启设备记录设备的运行情况并做粉尘测试。

④ 做好清洗前的防护准备措施。

⑤ 关闭机器并有序拆卸设备、摆放好拆卸下来的零件。

⑥ 使用吸尘器对机器进行吸尘处理。

⑦ 喷上ACC专用环保药剂。

⑧ 清洗拆卸下来的零件。

⑨ 达到ACC专用环保药剂的化学反应时间并用高压蒸汽机对设备进行全方面的杀菌消毒处理。

⑩ 使用高压水枪对设备进行全面冲洗并带走污垢。

⑪ 把拆卸下来的零件进行有序安装。

⑫ 开启设备记录机器的运行情况并再次做粉尘测试。

⑬ 收起清洗装备和防护工具。

⑭ 与客户沟通设备的使用情况。

⑮ 临走前带走客户的生活赃物并扔进垃圾桶。



清洗之前图片 清洗之后图片

ACC空调深度清洗对比图

清洗之前图片

A

清洗之后图片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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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售后好评分享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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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服务态度好，专
业，细心，传授
空调保养方法。

专业就是不一样！

很专业，传播正确的
使用方法和保养周期。

非常认真，为
专业精神点赞！



ACC空调深度清洗
五大技术亮点

深度祛除空调内积存的病菌、螨虫等有害污染物；2

有效的节能，减少用电20%-30%；3

减少故障几率，改善制冷制热的效果；4

保护空调设备，延长使用寿命；5

保持室内空气清新，有效抑制空调病的发病几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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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培训

人员挑选

无纹身、无耳环、无体味、无
不良生活习惯、无夸张发型

专业支持

拥有数个资深专业的空调工程
师团队，对每位新入职员工进
行每个零件细心的讲解培训。

专业培训

培训室拥有各种各样机型的空
调供每位新入职的员工进行充
分的了解及拆装。

培训时间

每位员工都将进行长达12天的
专业清洗流程培训，对清洗流
程中的每个细节掌握到位方可
上岗。



每一台在我们深度清洗服务后因

清洗原因导致损坏的空调设备，我

们将全责无条件修复，让客户无后

顾之忧。

服务品质是我们生存的根本！

ACC承诺

每一台在我们深度清洗服务后没

有达到深度清洗无条件退款、服务

不满意无条件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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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已服务的品牌商

因为专业，所以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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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空调深度清洗中心
欢迎您的加入！
携手共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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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平台展示 公司名称：济盛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浦东新区航都路8号9号楼三层

咨询热线：021-68069555

ACC空调深度清洗中心

网址：www.accqx.com

客服热线：400-0808-638

微博：ACC空调深度清洗中心

公众号：ACC专业空调清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