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適用於長達 25 m 的泳池。

clubliner 與 
clubliner plus。



極致潔淨。卓越服務。一流品質。

當 
其他過濾器 
需要更換時，此 
過濾器才 
半滿。



Mariner 3S 
濾筒技術最大限度保證 
泳池衛生。
Mariner 3S clubliner 系列在日常專業使用中確保
池底完全乾淨衛生，並具有長久的使用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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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liner 與 clubliner plus。

泳池機器人 clubliner 憑藉已獲專利的路徑程式有效地逐條
清潔。其適用於面積最大 300 m2 的泳池，為嚴苛的日常使用
環境與長久的使用壽命而設計。

極致潔淨。
全自動化且
性能強勁！



附加值創造更多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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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強性能。
可靠、高效、緊湊： 3S clubliner 機器人將技術創新和憑藉數十年研發工作
積累的技術訣竅與高品質材料、完美做工以及獨特的過濾系統相結合。保
證長久使用壽命與成本效益。

更徹底。
憑藉巧妙的液壓系統與緊湊型結
構吸走邊邊角角的污物並送入實
用的、方便取出的過濾盒內。透過
水流最佳化避免攪起污物，從而
躲過機器人。如此實現有效、徹底
的清潔！

更舒適。
依靠堅固的運輸小車， clubliner 也能
在陸地上輕鬆操縱——不用的時候
也可以整齊地存放。

附加值創造更多價值。



自動模式與感測器
•    憑藉獲得專利的行駛模式 N 

與 H 實現全面逐條清潔
•    透過感測器監控軌跡
•   泳池清潔——在池壁之間或特 

定部分
•    可靠繞過障礙物
•    在嵌入的跳水坑前轉換
•   直接或延時清潔可選
•   自動限位關斷

過濾盒 

•    易於取出並可重複使用
•   大量納污空間且易於清潔
•    衛生應用：避免雙手接觸污物

疊片式過濾器 

•    2 個疊片式濾芯憑藉大過濾面
減輕固定式過濾系統的負擔

•    濾除粗細顆粒污物
•    濾材易於清潔並且非常衛

生——透過瑞士西北應用科技
大學、 
化學與生物分析研究所的研究
得到證明

•    長久使用壽命保證可持續性
•    適合日常使用

抹布輥子（可選）
•    用於改善坑洼處的清潔效果

手動模式 
•    立即響應行駛命令——以便精 

確導航
•    3 種行駛速度用於緩慢至快 

速清潔

材料 
•   採用無刷技術、來自航空航天

領域的堅固又強大的驅動馬達 
•   自行製造的性能強大的幫浦
•   保證長久使用壽命的高品質塑

膠

清潔效率 
•    成熟且最佳化的液壓系統：強

大的負壓、完美的清潔軌跡、不
攪起裝置周圍的污物

•    吸走和濾除粗顆粒污物、石塊
以及不可見的極細顆粒物

•   過濾後透過泵浦導水並保護其
免受損壞

安全性 
•   由獨立公司檢查裝置是否遵守

歐盟標準
•   當前最新技術和規格
•   人員防護低電壓 < 30 V DC

運輸小車
•   鋁製運輸小車用於簡單便捷 

地搬運
•    整齊存放浮動電纜與電源電纜

優點一覽：

2 年 
保固



6/7

極致潔淨與卓越品質物
有所值。無一例外！
我們知道，我們的產品不是最便宜的。但我們也知道， 
它們是市場上最好的——您的投資將為您帶來回報。 
我們向您保證。



clubliner 與 clubliner plus 標準功能 clubliner plus 附加功能

觸壁時轉換

無觸壁轉換

在斜面上轉換

開始時間設定

限位關斷

最大清潔時間

行駛模式 X

針對海灘泳池的轉換

傾斜前轉換

繞過障礙物

分段清潔

行駛模式 H

行駛模式 N

自動模式與技術資料：



重量 / 尺寸 

電氣連接

裝置資料 

帶電纜運輸小車 21 kg

基礎裝置 16 kg

總淨重 37 kg

車載機器人尺寸（長 x 寬 x 高） 65 x 58 x 105 cm

機器人尺寸（長 x 寬 x 高） 44 x 43 x 29 cm

工作電壓 24 V DC (=)

電流強度 14 A

輸入功率 0.35 kW

防護等級 IP68

防護類別 III

裝置寬度 430 mm

清潔寬度 最大 530 mm

輸送能力 500 l/min

2 個疊片式過濾器，精度 50/100/130 μm

浮動電纜長度 25/30 m

行駛速度 12-15 m/min

電源電壓 100-120/200-240 V AC (~)

頻率 50/60 Hz

耗電量 4-3 A

額定功率 0.4 kW

電源線長度 10/20 m

手動模式 無線，遙控
緊急模式 操作箱鍵盤
無線電頻率 868/433 MHz

最小水深 20 cm

水溫 10-40 °C

最大浸入深度 10 m（僅低於限制 8-10 m）

控制器 環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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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機器人  

clubliner

無線遙控器

•    帶整合式過濾盒與過濾器套
件的清潔機器人 

•   運輸小車 

•   具有工作小時與循環計數器、
功能表選取、參數設定等功能
的遙控器

•   無顯示器的無線遙控器
•   現場調試和指導操作人員

僅限 clubliner plus:
+  用於逐條清潔的 Basic 感測器

供貨範圍：

帶遙控器運輸小車 帶過濾器套件的
過濾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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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開空頭支票。

為我們的頂級客
戶服務開路。
為了讓您滿意，我們每天致力於
保持我們的高水平。其中包括我
們在銷售後依然關心您和您的
裝置。 

我們透過眾多服務為您提供支
援，包括： 
•   免費拆除泳池裡的裝置
•  維護
•  備件寄送
•   服務熱線
•   租借裝置
•  維修
•   培訓

10 年備件保固
我們擁有大型備件倉庫，確保
在購買新機後至少十年的備件
供貨。

維修與租借裝置
出現問題時，我們力求盡快執行
維修, 在緊急情況下, 設有租賃
服務。

維護服務
為了可靠使用我們的清潔裝置，  
我們建議週期性進行維護，有助
於延長設備的使用壽命。

服務熱線

香港 / 中國: 
+852 2635 4888



mariner-3s.com
Swiss Quality.

瑞士：
Mariner 3S AG
Brunnmattstr. 7
5236 Remigen
+41 56 297 8800
info@mariner-3s.com

香港 / 中國:
新界， 荃灣
海盛路 3號
TML廣場23樓D5室

Unit D5, 23/F, TML Tower
No. 3 Hoi Shing Road
Tsuen Wan, N.T.
Hong Kong 

+852 2635 4888
admin@lexicon-h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