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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WashPlus

卫生性极高的洗衣车清洁技术 

拥有两条不同宽度的传送带（可选），可以更灵活
地适应不同类型的洗衣车。

主动烘干（可选）意味着优化的空气流、更佳的热
量分布和更快速的 加热，以提高生产率。



JENSEN洗衣车洗涤系统进行了进

一步的开发，推出了 CartWashPlus 

3000 / 5000 / 8000 系列产品。随着自动

化的发展和布草量的不断增加，需要对更

多的洗衣车进行清洁和消毒。如今，由于

时间压力，许多洗衣厂面临着不断推动自

动化的发展的要求。其次，许多洗衣厂必

须考虑的另一方面是卫生性：DIN EN ISO 

15 883 等标准对卫生性提出了特定的要

求，而手动清洗洗衣车无法保证这种要

求，这就是为什么洗衣厂需要为卫生性要

求极高的洗衣车清洁提供快速而专业的解

决方案。

为实现卓越的业绩成果，洗衣店需要以实

惠的价格投资高品质的设备。CartWashPlus 

配备了高效、卫生的洗涤过程，其中包括：

•		装载和卸载：

	 –		标准型：手动装卸，没有传送带 

	 –		自动装卸，有内部和外部传送带

•		洗涤：冷水或热水洗涤（水箱：可选）

•		漂洗：冷水或热水漂洗（水箱：可选）

•		消毒：蒸汽加热和/或化学消毒

•		烘干：排气扇吹出的冷空气（标准）或

主动烘干带来的热空气（可选） 

•		右手或左手两种型号

•		蒸汽加热

•		主动烘干，采用蒸汽、燃气和热水加热

新型的 CartWashPlus 具有更高的性能和能

效，更丰富的选配项，具有更高的可用

性，同时还兼具更方便的维护设计。例

如，新型底座采用了更稳固的设计，可调

节的底脚可以适合不同的地面。安装在底

座上的新型料槽采用倾斜设计，可以确保

完全清空，实现最佳的卫生性。同时，边

缘更容易清洁。

自动推车运输（可选） 

配有横向导轨的传送带位于 CartWashPlus 

的出入口。两条不同宽度的传送带可以灵

活适应不同类型的洗衣车，因而可以更好

地引导较小传送带上的滚轮。在清洗前，

由操作员装载洗衣车，并将其固定在传送

带上，以防止其滚动。按下按钮，即可

打开 CartWashPlus 门，将一批洗衣车送入 

CartWashPlus。 

 

清洁和消毒

门关闭后，将对洗衣车进行高压清洗、

消毒和烘干，具体过程取决于所选的程

序。热水将与特殊的清洁剂混合，然后

准确喷洒在洗衣车表面。两侧的电动喷

嘴条将上下移动，使喷洒更均匀，因

而适合不同设计的洗衣车。高温消毒过

程中，蒸汽通过喷嘴不断喷洒到洗衣车

上，直至达到所需的温度，然后在此温

度下维持一段时间。顶部喷嘴供应的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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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SEN CartWashPlus 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推车。



中的优化空气流可以提供更好的热量分

布，更快地进行加热，实现更高的生产

率。使用的中央加热单元易于维护。

出料

清洁过程的结束由声音信号和蓝光指示。

按下按钮即可打开出口门，将洗衣车自动

装载到出口门后的传送带上。出口门关闭

后，入口门将打开，准备进行新一批次的

处理。清洁循环过程中，入口和出口传送

带都可以独立装卸。处理一批 3–5 辆洗衣

车的时间需要 6 至 12 分钟，具体取决于

执行的过程。 

优点 

CartWashPlus 的入口和出口门以垂直上下

移动的方式开启和关闭，可以节省空间。

交错式清洗原理可以提升清洗能力，因为

一个阶段的全部容积流量可以分为两条线

路。可移动的喷水嘴为扁平喷雾器，能够

汽可以确保加热区中的快速消毒和更好

的热量分布。可选的底部喷嘴安装在两

条传送带之间，建议底部密闭的洗衣车

采用次喷嘴。清洁和消毒完成后，将用

新水清洗洗衣车。 

烘干 

根据所需的循环时间，洗衣车可放在卸

料传送带上干燥，或放在 CartWashPlus 

内使用主动烘干系统的强力热空气流烘

干。其工作原理与隧道式整烫机相同，

并采用强力的热空气流。这样可以显

著缩短烘干时间，提高整套系统的生产

率。因为烘干后表面可能很热，因此在

烘干后使用新鲜空气进行短暂的冷却，

然后洗衣车将离开洗涤系统。也可以选

择让洗衣车在卸料传送带上冷却。选配

项 «Active Drying»（主动烘干）包括

一个可以进行自动控制的新型空气再循

环翻板，可实现更高的能效。整个过程

高效地喷洒洗涤液，并提高清洗能力。洗

衣车的底部也能清洗到。清洗过程中，传

送带微微倾斜，可以让水快速排出。

节能节水

CartWashPlus 可以在内部循环利用水和能

源。用水量限于漂洗所需的新水量，远低

于清洗用水量。烘干过程中，空气流中的

排气量维持在最小值，有利于提高能效。

处理程序可以根据以下因素自由调节：过

程的执行及顺序、温度、时间、化学品和

高温消毒的使用，以及烘干方法的选择。

整个流程布局清晰，便于单人管

理，充分考虑了职业健康和安全。同

时，CartWashPlus 将沿袭前代的紧凑设计。

快速有效地清洁底部密闭的洗衣车：两个传送带之间设有底
部喷嘴。

洗涤过程中，水回收系统中的漂洗水和清洗水能够重复利用。

更具个性化的选配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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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时间

整个清洗过程可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修改。 

循环时间示例 

 （带有所有选配项的 CartWashPlus 5000:

过程步骤 持续时间（分钟）

1.	 装载	 1

2.	 高温或化学消毒*	 1

3.	 热水洗涤*	 1

4.	 漂洗*	 	 0,5

5.	 主动烘干*	 	 4 – 6

6.	 冷却*	 	 1,5

7.	 卸载	 	 1

总循环时间 	 10 –12

*  可以根据洗衣车类型、温度和客户需求，

对计时器的值进行调节。

推车尺寸

推车宽度：900 mm / 35.4“（最大值）

推车高度：1800 mm / 70.8“（最大值）

推车长度可变， 

并影响 CartWashPlus 的容量：

•		CartWashPlus 3000 = 最多容纳 3 辆 

长度为 900 mm / 35.4” 的推车

•		CartWashPlus 5000 = 最多容纳 5 辆 

长度为 900 mm / 35.4” 的推车

•		CartWashPlus 8000 = 最多容纳 8 辆 

长度为 900 mm / 35.4” 的推车

用户界面友好，方便操作员使用。

设置

设备

推车

要求

过程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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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主页

机器运行

当前时间

运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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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从规划，设计和技术支持，JENSEN	都是您

强大的合作伙伴。 JENSEN 的服务工程师

和 JENSEN 特约经销商为您提供专业的设

备安装服务。

服务

JENSEN	团队和 JENSEN	全球的代理商为您

提供本土化的售后服务和零配件支持。

JENSEN	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提供电话和现

场全方位的售后服务支持。

联系我们...

JENSEN 可为洗衣行业提供整体化的重型

工业洗涤方案，并按客户的要求进行规

划、交付和安装。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

联系我们的各地销售公司和特约经销商。

您所在地的联系人的具体地址和电话号码

请访问网站 www.jensen-group.com

联系方式

www.jensen-group.com

CartWashPlus 的入口和出口门 以垂直上下移动的
方式打开和关闭， 可以节省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