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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red 德国•奥瑞德 智能晾衣机全国空白

区域诚招独家代理加盟商、区域经销商、城市合伙

人，免加盟费、免保证金、独家区域代理权、开店

免费设计装修支持、广告物料促销礼品支持、不定

期产品营销培训、全国统一售后服务支持、代理商

年终高额返点支持等等。



奥瑞德智能晾衣机加盟优势

一、竞争小 蓝海市场 潜力无限

晾衣架行业正处于成长期，市场品牌覆盖率低，竞争薄弱

二、投入低 6 万-10 万即可运转 无库存备货压力

以地级市为例，奥瑞德晾衣机投资 6万-10 万即可运转，门槛

低、易启动，无库存备货压力

三、好操作 专业团队 帮你引流

通过现有经营品类进行转介绍成交以及奥瑞德成型的展会渠道

引流，1-2 人即可运作

三、回报高 利润率高

由于家居生活品的消费升级，新楼盘和老社区均可开展销售，

受众广、市场容量大；奥瑞德晾衣机销售利润率高、回报大

四、盈利快 短期决策品 操作就盈利

由于产品的特性，顾客见一面即可现场购买，不用来回比较和

家人反复商量；店面可以多种形式存在，操作即可盈利，没有

其他行业的成长代价

五、风险低 无需大额装修费 无代理加盟费 二次盈利大

晾衣架行业无需大规模的店面装修及租金投入，样机也可实现

二次销售，奥瑞德智能晾衣机无代理加盟费，投入少、风险低



奥瑞德智能晾衣机加盟流程

1.加盟咨询

初步洽谈，了解奥瑞德，预约考察

2.加盟调研

市场专员实地考察，深入沟通，并指导店面选址

3.加盟签约

双方达成一致，并签署年度独家代理协议

4.店面规划

由总部根据店面大小进行一对一设计及规划

5.前期指导

总部派专员驻店指导前期运营工作

6.正式营业

奥瑞德品牌营销推广指导，学习营销管理技巧，助力业绩增长



奥瑞德智能晾衣机加盟支持

1·建店支持

公司与红星美凯龙、居然之家等全国高端卖场强

强联合，助力代理加盟商拿好店铺

2·装修支持

总部统一门店装修布局设计，全程跟踪指导，并

根据城市等级补贴装修费用

3·开业支持

开业前由市场专员对当地市场进行考察，针对当

地市场策划开业方案，精准爆破开业红

4·广告支持

聚焦央视广告、户外广告，百度推广、社交平台，

线上线下联合推广，广告推广 360°全覆盖

5·经营支持

阶段式植入独创店面管理系统，提升门店综合盈

利能力，让系统化经营带动业绩持续增长

6·营销支持

总部人员驻地全程跟进每月的团购会、家博会、

品牌联盟展等活动的策划、爆破及落地执行

7·售后支持

全国联保服务电话：400-827-6799 超长质保，

整机质保 6年，电机 20 年，终身售后服务支持



奥瑞德智能晾衣机十大卖点

1、全效立体烘干快速干衣

独创风道设计、多口径出风，全面优化风导向，风效提升 60%；

持续、恒温 45℃左右暖风，晾晒同时有效烘干，烘干不伤衣。

2、光波智能杀菌呵护健康

双端直管杀菌灯管，对衣物进行全方位消毒杀菌，彻底除去衣物

上附着的细菌、霉菌等，呵护健康。

3、LED 艺术照明 舒适自然光质

采用 LED照明，光效柔和皎洁，灯光均匀无闪烁，营造舒适光

环境。

4、智能控制系统节能更省心

高科技智控系统，融合智能控制尖端科技与数字感应技术，自动

升降、智控晾衣。

风干或烘干功能开启 2小时后自动关闭，节能更省心；

光波杀菌功能开启 30分钟后自动关闭，杀菌同时保护衣物免于

褪色、变形。

5、遥控/一键控 轻松便捷

无线射频遥控，不重码、超强抗干扰，控制距离长达 50米；快

速、轻松对码，随时随地、轻松掌控。

人性化机身按键设置，晾衣后可直接完成一键智能上升/停止操

作，贴心备至。



6、德系理性美学内敛气度

外观设计以简洁、利落的线条和沉稳色调为主，延续德国设计高

度理性化的美学特征，释放“纯粹、精巧、内敛”的视觉观感，尽显

从容气度与非凡格调！

7、款式多样，专享定制专款

款式多样，伸缩款，固定款，落地款都可自由搭配，可以专门定

制采用无线“蓝牙”技术，可兼容安卓、苹果 iOS 等移动设备操作系

统；给您带来高品质的生活乐趣。

8、遇阻/绝缘保护 安心无忧

下降过程中遇到阻碍，即停止运行，避免儿童在周边玩耍时的误

用与伤害，有效呵护您和家人的安全；配置双重绝缘保护，确保用电

安全，让您安心无忧。

9、弹压卷线/超大承重 稳定耐用

弹压集中型卷线技术，使钢丝绳紧致排列，摆脱传统晾衣机钢丝

绳重叠、卡槽、磨损等使用困扰，持久耐用；60KG超大承重，稳固结

实，可一次性晾晒全家衣物、大件床单被子等，轻松兼顾。

10、选材优/工艺精 精美品质

优质钛镁合金铝材主机与晾杆，钢索与铆钉等选用国标 304/316

不锈钢材质，坚固耐用又轻灵精美；质感出众的表面处理工艺，确保

机体恒久如新，造就精美品质。



奥瑞德晾衣架八大优势

一、出口品牌，全国联保。

二、CCTV 央视展播上榜品牌。

三、晾衣机业内超长质保，整机质保 6 年，电机质保 20 年。

四、表面处理～氧化加喷砂～抗氧化，防腐蚀，防刮伤，机身、

晾杆、衣撑无色差。

五、用料～晾杆采用加厚高端航空铝材；配件～采用进口 ABS

台塑，结实耐用；钢丝～采用的是 304/316 不锈钢柔性钢丝（七七四

十九股的）；支架～采用的是全钢加厚支架。

六、手摇晾衣架-手摇器～防脱丝高端钢芯手摇器，结实耐用。

七、质保期内，只要是电机本身的问题，承诺只换不修。

八、配的衣撑都是全铝高档衣撑。



深圳奥创智能实业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

运营于一体的智能家居企业。公司生产基地坐落于世界创新之都-中国

深圳。公司前期主要从事机电、家用电器、智能产品的 OEM 生产与出

口业务，产品远销西欧，北美，中东，东南亚等地区。

随着国内晾衣机市场的发展，公司将重点业务布局中国市场，扩

大在华市场投资，公司在华业务由单一的出口制造转变为国内外市场

销售齐头并进的多元化业务。为了加速公司产品线快速布局，公司先

后在深圳和郑州分别设立华南运营中心与华中运营中心，先后在国内

外建立起了 200 多家专卖店和 800 多家营销网点。



公司旗下运营 Allred 奥瑞德品牌，目前主要业务涵盖电动智能晾

衣机、手摇晾衣架、洗衣机柜、落地晾衣架、铝合金衣撑、梯子以及

智能感应垃圾桶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运营和售后服务。

Allred 奥瑞德品牌采用德系设计“简约而不简单”的设计理念，

秉承匠人精神，精益求精的制造工艺，遵循“品质生活，从奥瑞德开

始的”服务理念，为海外中高端客户群体提供智能化和人性化的产品

与服务，是海外市场中高端智能晾衣系统的首选。

奥创智能研发中心根据中国中高端客户群体实际需求，沿用德系

产品设计风格与理念，并植入中国元素，结合年轻时尚的设计理念，

严格采用德国生产技术标准进行生产符合中国特色的产品，一上市就

收到国内广大客户的青睐。“高品质、亲民价” 成为奥瑞德的代名词，

真正为国内广大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广

大中国消费者证明奥瑞德的匠心与品质！





为什么选择 Allred 奥瑞德智能晾衣机

1、投资少，回报快，风险小

以地市区代理为例，首批货款为 10 万即可做区域总代理，前期不

用压大量的货。不用像做其他品牌需要压 20-50 多万的货，投资大，

压力的，利润空间小。做奥瑞德智能晾衣机投资小，压力小，利润空

间大。为什么做代理需要 10 万，因为通过卖奥瑞德晾衣架 10 万元可

以每年赚到净利润 30 万左右。

关键在于首先用这 10 万的货去开专卖和分销店。首先 50 平专卖

店上样用 10 台电动（每台 1000 元费用）和 3 套手摇（每套 200 元），

样品用去费用为 12000 元。上完样品后，每天按电动和手摇最低各销

售 1 套算，净利润电动的每台 800 元，手摇的每套 200 元；那么每天

净利润为 1000 元。一个月按 30 天算就是 30000 元，一年按 10 个月

算净利润就是 30 万元。再加上，专卖店平时搞活动，一个季度搞一次

大的促销活动。一次活动电动最低卖 30 套，每套净利润平均 800 元，

那就是 24000 元。手摇 30 套，平均每套净利润 200 元，那就是 6000

元。那么专卖店每个季度净利润为 30000 元。那么一年 4 个季度算，

净利润为 30000*4=12 万元。这样一个专卖一年净利润为 42 万元。

另外，剩余 8.8 万的货完全可以在市区开 10-20 家优质分销商，

以免费的形式上样的话，每个经销商标准上样 4 套电动的（每台 1000

元）和 2 套手摇的（每套 200 元），成本大概就 4200 元。平均每家

店每天出 1 台电动（净利润 200 元）和 1 套手摇的（净利润 50 元），



一天 10 家店也就是净利润 2500 元。一个月按 30 天算也就是 75000

元。一年按 10 个月算净利润也就是 750000 元。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即便是不开专卖店的情况下，一年下来才

投资了 10 万元，又没有很大压货，一年净利润为 75 万。除去全部开

支 15 万，净利润为 60 万，再打 5 折净利润最低也 30 万左右。平均

每个月的净利润大概为 2.5 万元。如果再加开专卖店的话，一年净利

润为 75+42=117 万，除去全部开支 15+12=27 万，净利润为 90 万，

再打 5 折净利润最低也 45 万左右。平均每个月的净利润大概为 3.75

万元。再退一步来说，最保守按打 3 折计算为 30 万左右。平均每个月

的净利润大概为 2.5 万元。最终可以得出投资回报快的话 3 个月回本，

慢了 5 个月。因此投资小，风险小，回报高。

2、行业优势

近两年，建材行业正是群雄争霸的时刻，小微企业面临严峻的考

验，必将面临洗牌的命运。这对于做建材的人们，既是机遇期，又是

挑战期。如何破解建材行业僵局成为我们每个人最关心的问题。好多

创业者会选择大品牌去做，或者去做卫浴，或者去做五金，或者去做

门，或者去做窗帘，或者做地暖灯饰等等。很少人选择做晾衣架。2020

年——2025 年是建材行业微创业，小趋势的时代。因为大趋势已定，

在一定时间段没有人可以改变，唯有在小趋势中寻找机会才会有生存

的机率。那什么是建材行业的微创业和小趋势呢？举个例子您可能就

会知道。也就是建材行业小品类产品的发展趋势。大家熟知的晾衣架，

地漏和指纹锁，在 2010 年——2016 年短短 5 年的时间就有年销量破



亿的知名品牌，可见其在建材行业中发展速度之迅猛。不过，任何产

品都有发展高峰期和衰退期，近两年地漏和指纹锁的市场价格和利润

空间都在下降，很多人开始选择放弃这两个小品类，开始进军另一个

小品类——智能晾衣机。所以下一个利润高地将会是智能晾衣机。谁

抓住这个趋势，谁家是下一个赢家。

为什么选择做智能晾衣机呢？因为做智能晾衣机晾衣机投资小，

回报快，利润可观，风险低，行业趋势明显。做卫浴和灯饰投资大，

开一个店至少 60 万的启动资金，还没算周转资金，压货厉害，回本慢，

战线长，没有雄厚的资本根本玩不转。做门窗和窗帘虽然投资不太大，

也就 20 万左右吧，但是牵扯到上门量尺寸，再订货安装，回款周期长

还麻烦，关键利润也太高。辛辛苦苦装几套门才赚千把块钱。做五金

吧，价格太透明，利润低，市场基本被大品牌垄断。有人说，那位做

晾衣架吧。做某太太的。可以做。但是高门槛的费用和严苛的备货机

制会让你压的后期喘不过来气。做某太太的，虽然知名度高，但是市

场门槛高，市场价值上升空间有限，一个地级市最低的首批货款也得

50 万吧，更不用说高额的年终任务。并且还有的地方乱铺经销商，严

重扰乱市场价格和品牌形象。

那选择什么品牌的智能晾衣机比较合适呢？答案是：做奥瑞德智

能晾衣机。因为奥瑞德智能晾衣机是进出口品牌，央视展播品牌，一

线品牌的品质，中端价位，大众都能接受，超高性价比，投资少，回

报快，风险小又有良好的售后保障体系；并且还有专业的运营团队，

有成功的案例可供参考，市场升值空间和发展潜力都很大。



3、品牌优势

Allred 奥瑞德智能晾衣机，品牌市场定位中高端市场，专门从事

智能晾衣架生产，销售，出口业务。近几年国内电动晾衣架市场开始

升温，品牌也开始开展国内业务。在国内晾衣架品牌竞争中，奥瑞德

智能晾衣机在华夏家博会，安团家博会和名品招商展中脱颖而出，屡

次获得晾衣架行业第一名的成绩。经过央视媒体品牌推广，淘宝天猫，

微信，支付宝，百度等线上推广，在市场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并

得到行业协会的认可，颁发了“讲诚信企业”，“晾衣架十大品牌”，

“中国进出口品牌”等荣誉。

4、团队优势

Allred 奥瑞德智能晾衣机业务团队目前分为国际外贸部和国内市

场部，专业运营人员 30 多人，在行业内具有多年的晾衣架运营经验。

只要选择做奥瑞德智能晾衣机，我们会派专业人员负责，从市场调研，

店面选址，店面装修，产品搭配，市场活动跟踪指导，市场开发跟踪

指导，到售后保障服务等一系列服务事宜。目前上海，青岛，郑州，

太原，西安，武汉，安徽等市场专卖店都在正常运营，市场反馈良好，

并有许多成功案例可供参考。



5、产品优势

Allred 奥瑞德智能晾衣机主要外形材料采用的是优质的航空铝材，

即钛镁铝合金，结实耐用，防氧化抗腐蚀，柔韧性也好。表面处理采

用的是市场上中高端产品的表面处理技术，表面处理美观大方，符合

大众审美。核心电机用的都是一线出口品牌电机，稳定性好，更安全

有保障。例如杜亚、奥科等品牌。引进德国的核心技术保障产品使用

更放心。与市场上鱼龙混杂的产品相比较，奥瑞德占绝对优势。市场

上大部分产使用的都是劣质铝材，产品质量没有保证，表面处理也很

粗糙，影响整体使用感受。有的产品更没有质检和售后服务支撑。所

以尽量不要贪图小便宜，以免给自己的经营造成不可估量损失。

6、售后服务优势

Allred 奥瑞德智能晾衣机保证整机质保 6 年，电机质保 20 年，终

身维护，全国联保。全国统一售后服务热线：400-827-6799 所有产

品让您卖的放心，用的安心。

7、市场支持优势

奥瑞德智能晾衣机针对优质客户，会采取“一对一”的帮扶政策，

会派专业营销策划人员，结合当地市场情况，协助策划专卖店和小区

落地活动，联盟团购活动，大型的专业团购展会以及分销商的开发培

训和指导跟踪等。确保让每一个做奥瑞德智能晾衣机的客户都能在最

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利益。

8、后期产品升级优势

奥瑞德智能晾衣机每年都会根据市场情况，及时推出适销产品，



以保证代理商有利可图，有适销对路的产品可卖。现在很多做晾衣架

的品牌只会让代理压货卖货，从来不考虑代理商那里的市场变化，从

而导致代理商亚历山大，无利可图。

9、品牌带动优势明显

做过奥瑞智能晾衣机的代理商客户反馈，通过奥瑞德晾衣架不断

开展会，搞活动，好多做装修的，做卫浴的，做门的，做五金水暖的

都开始从他那里拿货了。因为代理商在奥瑞德团队的扶持下，把奥瑞

德智能晾衣机的名气在当地做起来了，好多零售客户就认奥瑞德的产

品。这样做其他建材生意的也很乐意沾沾奥瑞德的光，通过联盟活动，

或者团购会，带动一下自己产品的销量。这样“口碑效应”形成了，

生意也就不愁做了。

10、严格的产品价格体系管控优势

只要做奥瑞德智能晾衣机的代理商客户，都会严格按照市场价格

体系来运营。实行厂家直供，全国统一供货价+线上全国统一零售保护

价+全国展会团购活动特供价的价格体系，让每个代理商轻松运营，迅

速回笼资金。















深圳奥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科技园

招商电话：18682381697

全国服务电话：400-827-6799

中文网站：www.chinaultron.com

英文网站：www.smartultron.com

http://www.chinaultron.com
http://www.smartultr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