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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过滤器 ---喷洒，15分钟后，彻底漂洗，在使用前风干。 
 
多用途清洁剂 ---一般情况，喷洒并擦抹。对于严重的污渍，在污渍表面喷洒，再用
刷子搅动并保持2分钟，然后擦抹干净。 
 
铝材 ---喷洒并擦抹。如需要，用刷子搅动，确保在擦抹前浸透。 

 
电气用具 ---喷洒表面，保持30分钟，然后擦抹。 
 
养鱼缸 ---根据养鱼缸制造商的清洁程序说明，用本产品代替普通清洁液或洗涤剂进
行清洁。因养鱼缸是玻璃制的（也可参见玻璃制品），需彻底仔细地漂洗干净。DD-101 
DOFF也能除去鱼缸、蛇穴以及其他宠物栖息地的异味，同时却不会遗留任何有毒的
残存物质。 
宠物主人必定喜欢这个经济有效的效果！ 
注意：如果有宠物蜘蛛或昆虫寄养在鱼缸中时，要万分小心！因DD-101 DOFF乳化
所有油性的生物（昆虫、蜘蛛等），所以在将宠物蜘蛛或昆虫放回鱼缸中时，要确

保鱼缸表面被彻底清洗干净。 
 
烟灰缸 ---倒掉烟灰，喷洒本产品后漂洗干净。 
 
汽车外壳 ---在一个阴凉的地方工作。点对点的喷洒以除去虫斑，鸟粪，树液以
及焦油。喷洒并等待30秒后，用湿抹布擦抹。注满一桶水，并加入4~6盎司（120~180
克）本产品，用海绵或抹布清洗车辆，或用水枪直接冲洗。用海绵搅拌，用水枪

漂洗，DD-101 DOFF可自然排放而不会污染环境。 
注意：DD-101 DOFF是一种能乳化蜡的油乳化剂。通常使用稀释后的溶剂，绝
对不能使用浓缩的，并在使用后立刻用大量水彻底地冲洗，以避免您的车辆表面

的蜡保护层被一起除去。 
 
汽车内部 ---注意：如汽车内配置是皮革，请参见皮革章节。 
喷洒本产品溶剂于所有需清洁的表面，以便污垢能在你清洁的同时被溶解，用小的

刷子或牙刷刷洗缝隙。用湿毛巾或布（喷以蒸馏水或其他纯净水以获得更强的清洁

效力）擦抹表面。如需要擦洗表面。随后，用干布擦干。对于织物饰料，反复擦洗

干净。用干净的布，或者湿布逐点消除污垢。 
 
鸟笼 - 打扫干净鸟笼底部，用DD-101 DOFF充分浸湿抹布并擦拭所有表面。对于鸟
粪，直接点对点喷射，如需要，也可搅动。再用湿布擦拭，清水漂洗干净。为清除

异味，在清洁完后，再对鸟笼底部喷洒DD-101 DOFF. 
 
窗帘（软百叶帘及迷你帘） - 将窗帘完全关上，用湿布毛巾擦拭溶剂，再用软的、
干的布擦净。 
 
公文包 - 用喷洒了溶剂的湿布直接擦抹，随后立刻擦干。 
 
虫子 - 在杀虫剂诞生前，通常使用肥皂防御虫害，因为虫子排斥肥皂。因为DD-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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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FF是一种油乳化器，而昆虫是油性生物。。。好，你可以做一下计算。试着清除
你的虫害问题！ 
 
橱柜 - 有防护膜的 -用浸湿了溶剂的抹布直接擦抹，随后用干布擦干。 
 
车辆 -装满水的桶，并加入20毫升的溶剂。用海绵或抹布清洗车辆，或使用软管将溶液直

接喷上车辆。用海绵鼓动。用软管冲洗干净。在汽车内饰和汽车外壳章节参见更多细节。 
 
地毯 -DD-101 DOFF非常适用于清洗地毯和毯子。直接喷雾本溶剂于污渍上。使用毛巾布
或废弃的相同的地毯残片，擦洗污渍处。静置60秒，然后吸干，并用干净的无绒布擦拭。用

毛巾取用大量的水，抹干。某些顽渍需要重复多次清洗程序。当使用一台机器清洗地毯时，

每加仑的水使用2 - 4盎司的DD-101 DOFF溶剂。在地毯上只能使用清洁液溶液一次，然后简

单重复清水漂洗。事先喷洒高浓度溶液于污渍上。色泽淡的地毯使用较稀释的溶剂，色深的

地毯则最好用较浓的溶剂。可事先进行小面积测试。 

 
猫 -像往常一样清洗你的猫，用DD-101 DOFF取代普通的洗发精。一些爱猫人士使用此方法：

一人抱猫。使用温水淋浴喷雾器喷湿猫。用盛满溶剂的水壶从上面开始喷洒猫。喷洗5分钟。

彻底冲洗干净，轻轻拍干，放手！ 

你的猫可能不喜欢比以前湿的多，但他或她一定会喜欢没有虫子叮咬，无害的环境，并拥 有

健康的皮肤。 

 
 
吊扇 - 先将风扇上的灰抹除，用喷洒了溶剂的抹布抹干。 
 
壁橱  - 喷雾于货架，墙壁，地板，然后擦拭。留下少量DD-101 DOFF溶剂在角落和缝隙中

有利于阻止虫子。 
 
柜台  - 要去除灰尘和污垢，表面喷涂溶剂，等待一分钟，然后用湿抹布或海绵擦拭。如果

需要，烘干。去除污渍，抹去之前用擦洗垫或硬刷子擦洗。 

 

蜡笔  - 喷洒溶剂，静置30秒。用潮湿的毛巾布擦拭。对于油漆过的墙或墙板，首先在一个

不显眼的地方测试涂料的耐久性。再用喷洒溶剂的湿布擦拭。 

 
假牙  - 浸泡在一个充满了3:1的溶剂的容器中。用刷牙刷。不要在新假牙上使用！义齿材

料至少需一个月才能稳定。 DD-101 DOFF浸泡过的假牙不会产生牙垢！您一定会喜欢别人称

赞上你的白牙！ 

 
尿布  - 冲洗掉婴儿粪便。将直接喷洒DOFF溶液到尿布上，并浸泡在水中一段时间。准备清

洗时，用清水冲洗干净，扔进洗衣机。食品级的过氧化氢可以和DD-101 DOFF溶剂一起添加

到洗涤过程中， 以保持鲜亮度。不推荐漂白剂！ 

 

餐厅家具  - 用溶液浸湿的抹布轻轻擦拭家具。接着用干布。 

不要在古董级或上过清漆的木质家具上使用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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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碟  - 手洗锅碗瓢盆，用喷洒了DD-101 DOFF溶剂的海绵或洗碗布擦洗。根据碗碟油腻的

不同强度。您将看到的脱落的油脂积聚到洗涤盘的边缘！对于额外的肥皂沫，直接将DD-101 

DOFF喷在海绵上并搅动，或使用的充气发泡剂泵。 （DD-101 DOFF自己并不创造大量的泡

沫，但它的清洗非常好。） 
 
洗碗机- 你知道吗，洗碗机洗涤剂是头号引起儿童中毒的原因？为什么在有腐蚀性的化学残

留物的碗碟上饮食？使用“超安全”DD-101 DOFF在你的洗碗机中！在放入要清洗的碗碟到洗

碗机中前，事先喷洒溶剂到这些严重油腻的碗碟上。然后喷洒1-2盎司的溶剂到洗碗机门的

水槽中。 DD-101 DOFF溶剂的数量取决于你的水质 - “硬”水需要使用更多溶剂，因其中有更

多的矿物质。 

 
处理物品  - 直接喷到处理物品上。这将清洁您的处理物品，并去除顽垢。 

 

 
狗  -对您的小狗，狗和其他宠物（但不是昆虫宠物！）来说，DD-101 DOFF是安全的。使用

海绵浸泡在10:1的溶剂中或用挤压瓶喷洒溶剂。在你的狗上驻留泡沫至少5分钟。按摩后，

用清水冲洗干净。你会惊讶跳蚤和螨虫怎么能洗出来，瘙痒如何减少。 

 
抽屉  - 喷洒溶液，同时擦拭房中所有抽屉的角落及内衬，从而清除沙粒及病菌。 

 
写字板  - DD-101 DOFF不只是去除干涸的墨渍 - 它能再次将写字板变白！准备4盎司溶液以

及一卷纸巾。直接喷洒在白板上，并用干净纸巾擦拭。在旧的褪色的墨痕上多用点劲，或允

许它浸泡几分钟， 如果必要，重复该过程。 （注：如果清洗后，很难在板上写，只需简单

的用清水完全冲洗干净 - 再用稀释至30:1的DD-101 DOFF溶液） 

 
空气过滤器，  - 在过滤器上喷洒溶液，静置10-15分钟，彻底冲洗。 
 
鱼缸  - 不要担心氯会杀死你的鱼！清空鱼缸，喷洒DD-101 DOFF溶液，擦拭。用清水冲洗

干净。 
 
跳蚤 - 直接喷在宠物皮毛，或用充气发泡剂泵在你的小狗上喷泡沫，在冲洗时，你可看到

跳蚤逃离出来。 DD-101 DOFF可以作为非凡的宠物香波为你的宠物提供最好，最健康的卫生

解决方案。 

 
家具（木）  - 将溶液喷到到湿布上或直接在僵局表面喷洒溶液。用布擦拭干。 

 
手  - 喷洒溶液在手中，揉搓和冲洗。你会爱上它即使在冷水中也会如何迅速地冲洗干净，

而不会留下任何可能会破坏您的用餐乐趣的残余的化学气味。孩子们会喜欢用空气发泡泵清

洗他们的手。 

 

油墨  - 对准污渍喷液（如果以前清洗过，不会去除一些“设置”的污渍）。大力擦。根据清

洗程序清洁。 

 
昆虫  - 为了阻止昆虫，喷涂目标区域并留下残夜自然晾干。同时喷洒溶液在虫子可能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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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的区域，以阻止其侵入。如果必要，使用更强的稀释液。 DD-101 DOFF溶液也有助于洗

掉宠物皮毛上的跳蚤和螨虫，。试试吧！ 

 
珠宝  - 在 DD-101 DOFF的溶液中浸泡珠宝一夜; 如有必要，用柔软的刷子洗刷。冲洗和干

燥。或者，用DD-101 DOFF溶液喷洒，用软刷子刷，冲洗和干燥。不建议用于猫眼石和珍珠。 

. . 
厨房电器  - 喷洒溶剂，静置30秒，然后擦拭干净。 

 
橱柜  - 喷涂表面，并用湿抹布或海绵擦拭。为容易去除污渍，抹去之前先用擦洗垫或硬刷

子擦洗。 
 
皮革  - 在不显眼的地方先测试色色泽的牢度。喷洒溶液到湿布上，并擦拭皮革家具或衣服。

对于顽固的污渍，用小软刷刷洗可能是必要的。 

 
镜子  - 使用极稀溶液（一份DD-101 DOFF浓缩液配约60倍的纯净水）。对镜子来说，用蒸馏

水稀释的溶液是最好的，因为它没有留下矿物质斑点。喷到一块干净的软布或直接喷到镜子

上。摩擦和擦拭。再用另一块软布擦亮。 

 
办公设备  -用微湿的毛巾（用蘸）轻轻擦拭。然后立即擦干。本溶液对除去文件柜和桌面

上的胶带残物尤其有效。 

 
烤炉  - 在稍微温暖的烤箱内（不超过100度）喷洒水，再喷洒DD-101 DOFF溶液。等待几分

钟。如果需要，重复一次。用硬毛刷擦洗机架。机架干净后，用湿布擦拭烤箱内部。用干纸

巾或干布擦干。不需要橡胶手套或打开窗户！ 

 
汽车氧化  - 使用大量的按比例勾兑了溶液的水（象正常清洗汽车一样）来除去氧化物和重

污垢。 

 
备餐间  - 直接将溶液喷在柜子里，擦拭和清洗。不要在未完成的或清上过漆的木质表面使

用本溶液。 

 
个人卫生  - 喷洒溶剂到毛巾或洗浴海绵上。搅拌形成成泡沫。洗涤，漂洗。避免喷进眼睛。

本产品对所有清洗的目的“超级安全”，尤其是婴儿。空气发泡机，为各年龄段的孩子们制造

平滑的的天鹅绒般的泡沫。油性皮肤可以使用一个更浓些的配比，干燥的皮肤则采用较希的

配比。您可以测试各种稀释比例，以找到最适合您的方案。 

 
宠物气味  - 在散发出的气味的表面喷洒溶剂，等待一两分钟，冲洗和擦拭干净。 

 
宠物污渍  - 喷洒溶液到沾有污渍的表面上，等待一两分钟，冲洗和擦拭干净。可能需要用

硬毛刷刷洗。 

 
宠物  - （哺乳动物）。将宠物放进一个装满水的浴缸中，或在一个空旷的区域。弄湿宠物

的皮毛。喷洒溶液到毛皮上或使用挤压瓶涂抹溶剂，避免接触到眼睛。搓揉成泡沫，冲洗干

净。不要在昆虫宠物或蜘蛛身上使用本产品！ 用DD-101 DOFF清洗笼子，表现出色，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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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笼和其他产生沉重的气味的动物笼子。 

 
塑料制品  - 喷雾，擦拭和干燥。 

 
水池过滤器  - 不是简单地扔掉您的肮脏的水池过滤器，而是将它们浸泡在DD-101 DOFF的

溶液中，并进行彻底的冲洗。 
 
锅、盘 - 适用于清除因食物烹饪时溢出的斑渍，将锅盘先在溶液中浸泡一段时间，则更容

易清洗。 

 
淋浴帘 - 喷涂试剂，并保留过夜，在您下次淋浴时，冲洗干净。 

 
浴室门 - 喷涂试剂，并用湿毛刷刷洗。如果有必要，可以重复几次。然后擦干。 

 
水槽 - 喷涂试剂，等30秒。用湿布或海绵擦拭，如果很脏可用刷子刷洗，然后冲洗，再用

干布擦拭干净。 

 
不锈钢 - 喷涂试剂并且擦拭。 
 
钢材 - 喷涂试剂，然后用布擦拭或用刷子刷洗。 

 
灶具台面 – 喷涂试剂，等几秒钟，然后用湿布擦拭。烧焦的食物残渣可能需要浸泡一下，
然后用擦垫擦洗来去除它。浸泡一晚的话会更容易清洗，有必要的话可以反复喷涂试剂。 

 
轮胎 - 喷涂试剂，然后用硬毛刷刷洗，并用清水冲洗干净，擦亮。 
 
玩具 - 用喷涂试剂了试剂的湿布擦拭。用软布擦干。对于玩具，也可浸泡在水中，
每加仑桶添加4-6盎司试剂。如果有必要，可以使用软毛刷，并冲洗干净。 
 
壁纸 - 使用非常少量的试剂。先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测试，喷涂DD-101 DOFF到湿
布或海面上，然后擦拭，并马上擦干。 
 
剥离墙纸 - 用一个园艺喷壶装满试剂，喷涂墙面，然后等几分钟，使试剂可以浸泡
墙纸并溶解胶水（当你喷涂完所有墙面时，你可以从你最早喷涂的位置开始刮墙纸）。

墙纸可以大张剥离下来，如果有必要，可以使用油漆刮刀。 
 
白板 - 喷涂试剂4盎司即可使白板白光闪闪，然后用纸巾擦拭干净。 
 
窗框（ - 喷涂试剂在柔软干净的布上，或直接喷涂试剂在窗框上，然后擦拭。冲洗
干净。然后用第二块软布擦干。记住，几乎最稀疏的试剂（250:1）也会引起玻璃起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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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这本小册子中的对产品的个人陈述仅用于培训和教学目的。这些陈述来自对

DD-101 DOFF产品满意的客户的真实推荐。这些推荐书的原本已经存档。这些陈述
和建议没有得到科学的评估，本公司也没有声明其产品是为了治疗或治愈疾病或改

善医疗状况。欲了解更多的信息和订购产品，请访问我们网站。 
 
 “对像我这样对化学品敏感的人来说，我们每天都在进行一场对化学品与生物产品
的战争。我不敢想象有一天如果DD-101 DOFF不在身边会怎么样。” 
~ Kaylin D’Aire, Ft. Lauderdale，福罗里达州 
 

DD-101 DOFF能帮助您降低对化学品敏感的风险！ 
 
随着悄无声息的，几乎每天有一件有毒物品的曝光，人们对化学品敏感的比例逐渐

上升。每天的，一点一点的毒素在身体中的积累是造成人们化学敏感最常见的原因。 
 
毒素是通过皮肤吸收，通过肺部吸入，并通过我们吃的食物摄入（大部分加工食品，

肉类和含有农药，氟化物，二恶英和其他环境污染物的农产品） 
 
虽然我们无法控制与这些化学品的接触，但我们可以控制一个主要来源：常见的家

用清洁产品和个人护理产品可以由DD-101 DOFF代替。它就是这么简单。从今天开
始通过知道在您家里什么样的产品是有毒的来减少风险。 
 
家用清洁剂和洗涤剂上的标记：“注意”“警告”“危险”在法律上是被定义为有

毒的。这三个词是由美国环境保护署（EPA）规定出现在标签上的法律标记，并表
示产品是致命的，如摄入一定的量，足以杀死一个体重180磅的成年正常男性。他们
取代了熟悉的，但是不再使用的骷髅和叉号的符号，以前那是特指用于致命毒药： 
 
注意：如果一品脱摄入一盎司可使成年人致命。 
警告：如果每盎司摄入一茶匙可使成年人致命。 
危险：如果一茶匙仅尝试一下即可使成年人致命。 

 

DD-101 DOFF是解决毒物安全的最终解决方案！ 
 
儿童读不懂这些警告的话！他们的身体也不能像成年人那样适应。使用DD-101 DOFF，
可以取代你家中的有害的产品，有效的消除意外中毒和有害吸入的风险。 
 
你有一个迫切的责任，保护你的孩子和青少年远离毒药。并不仅仅是远离意外中毒

和无意的乱用毒药，还包括常见家用化学品对组织和器官的连续毒害-包括学习困难，
无法集中精神，许多过敏反应，一直到永久性对多重化学品敏感。 
 
不要试图将毒药藏起来，让它们远离你的好奇的孩子或少年。消除他们！如果家里



纯天然的肥皂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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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可供他们接触的毒药，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DD-101 DOFF清洁效果很好
而且如此通用，你将不再需要为您家中的有毒物品担心。 
 
这是一个肮脏的世界，让我们把它清理干净！！！ 
 
了解更多的有关毒预防，化学敏感，环境问题，和如何使你的家，办公室或者院子

保持无毒的环境的信息，欢迎来我们的信息中心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