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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提示

       注意！

       设备要远离潮湿！

       开箱前设备要远离线路！

       所有参与设备安装，运转和保养工作的人员须具备专业知识

和技能，严格按该使用说明进行操作。

       首先请检查设备的外包装和相关的各附属产品是否完好并检

查电源线和与通风设备接通的电线是否完好。要确保没有折裂和

损坏的地方。

       该通风设备在低压下工作。其控制装置直接与线路相连。该

控制装置只能和与设备型号铭牌相符的电压和频率相连。

       不能用手去拉控制装置的引入线缆！它和设备间的线缆长度

要足够长，否则会损伤电线，从而可能会导致对人的电击，危及

生命。在清洁和检查机器时须关闭设备的电源。设备内外比较严

重的污损需由专业人员进行清除，此时也需切断电路。

        在清洁设备外壳时须使用湿布。要防止水和其他液体进入设

备内部。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请立即拔掉电源插头或断开设备保

险装置。请先不要开启设备，确保不要出现未经许可的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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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操作

           Deph.duo系列设备操作简便。通过按动3个键可实现不同

工作模式的选择和调节。

           Deph.duo有两个菜单级，通过按“向上”键，“向下”键

和“OK”键进行操作。

           按任意一个键显示会以多个点的形式显示相应的工作模式，

并根据相应的模式显示所选择的档级。

开/关

1、通过按动开关实现设备的开和关。开关位于操控台旁边前外壳

的下面。前外壳上有磁铁，拆卸时直接向前抬起即可。

2、通过按键实现设备的开和关

也可以通过按键实现设备的开和关。按“向上”键5秒钟可以开启

设备，按“向下”键5秒钟可以关闭设备。

开启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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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保修 

        选择了Deph.duo设备您就选择了一种连续工作的优质高效

的通风设备。如果您需要保修服务，请联系您所购设备的供应商。

为排除由于错误调节或操控导致的故障，请您事先仔细阅读使用

说明上的内容。

        Dephina公司对产品提供两年的保修期。保修范围包括生产

设备所采用的的原料和生产中的问题。保修期自产品购买之日或安

装之日算起。届时您须提供产品的购买或安装凭证。对此，您须提

供购买时的收据来提供有关信息。如果不能提产品的购买或安装

凭证，Dephina公司保留拒绝提供保修的权利。

        由于生产设备所采用的的原料或生产中的问题产生了设备需

要提供保修的，我们会对产品进行维修，更换故障部件或者直接为

您更换产品。

如有下列情况，不提供保修：

       用户没有按照安装或操纵说明进行操作

       安装方法错误

       不合理的操作或恶意损坏

       未经授权的人员拆开机器

       由于使用而发生的设备上部件的正常磨损（如滤清介质）

       使用的配件不是原装配件

注意

请不要自行打开电源盖，以避免发生电击。电源盖和中央控制器

的板后面没有需要用户自己保养的部件。请让专业人士进行操作。

联系我们

Dephina中国技术服务中心

地址：无锡市北塘大街188号4楼

中国区客服专线：400 0078 268

网址：www.dephina.cn

德国Dephina官方服务号 

售后保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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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设置/模式选择

通风模式

        静音模式 - N

该模块适用于卧室，可以手动选择档级。

用户可以从之前设定的值（见风量调节

对照表）中选择一个档级。N1，N2，

N3三个档级下与手动模式M相比，其通

风量是逐步递减的。

        自动模式 - A*

在该模式下，设备的通风器转数依据VOC

/CO 传感器测得的值自动在档级1到3之2

间进行调节。在选择自动通风档级A后，

设备一般先以1档通风转数运行60分钟。

       手动模式 - M

在该模式下可以手动选择档级。用户可以

从之前设定的值（见通风档级表）中选择

一个档级。

该模式下用户自行选择“只送风或只排风”
模式。

       退出键 - C

a)工作模式M   

C)工作模式 E   

                                               b) 工作模式N

档级          新风量 [m³/h]
1                      15
2                      30
3                      60

如果软

此种模式只有一个风扇作用，另一
个不用，仅使用送风机或只使用排
风机

件发送更改，则调节的通风效率也会发生改变。

风量调节对照表

在工厂进行功能检验后，Deph.duo 通风设备供货时默认的工作

模式为M，档级为1。风量在两种通风模式下可通过人工进行调节，

对应关系如下表：

       单向模式 - E

自动模式说明

自动控制模式 - A* ,

只有在设备具备可选的舒适配备时，才具备该功能。在空气质量

自动控制模式下，Deph.duo通风设备依据室内空气的污染程度

工作。通风设备转数和通风量受空气质量传感器测得的VOC/CO2

浓度* (ppm)的影响。目标是将VOC/CO 浓度降到500* (ppm)。2

与这个值的差距越大，所需要的通风量越大。如果数值低于500

ppm，Deph.duo通风设备会在1档下工作（见通风档级表）。

当数值高于1250ppm时，设备在3档下工作，中间值平均化。

500                                  1250

Stufe3

Stufe1

Q[m³/h]

AQ-Wert[ppm]

档级

空气质量值
表：与空气质量值相关的通风档级

最大通风档级3最长保持60分钟。之后通风转数降到1档运行30分

钟。到时间后重新开始控制过程。为能控制过程平缓，对空气质

量传感器测得的值都求出了平均值。在控制台上不可以更改上述

时间。

* VOC/CO 浓度2

Deph.duo的舒适装备可以监控室内的空气质量。目标
是将浓度降到到一个有代表性的数值并通过长期监控来
确保室内空气的质量。VOCs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是有机的含碳的
且易挥发或者在低温下为气体（比如室温）的物质的总称。所有的生
物（人，动物，植物，微生物）都有环境发生有机联系。在由人类造
成的易挥发的有机化合物的释放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溶剂和马路交通。
VOC的来源是比如塑料、建材、家具和地毯，清洁剂以及烟草产品的
使用。VOC浓度通常与CO 浓度一起出现。2

        冬天模式/结冰保护模式

为防止热交换器由于自身产生的冷凝物而结冰，Deph.duo设备

运用了一个独特的高能效的系统。当送出的空气比+2 °C 低时，

且有冷凝物产生时结冰保护模式才被激活。当结冰保护模式被激

活后，送出空气通风机的空气交换率[m³/h]保持不变而送入空气

通风机的空气交换率降到了原来的50%，来提高送出空气的温度。

档级         新风量 [m³/h]
1                      15
2                      25
3                      40

档级          新风量 [m³/h]
S1                      20
S2                      30
S3                      60

档级         新风量 [m³/h]
E1                      20
E2                      30
E3                      60

触摸操控显示器，会显示目前的工作模式；长按OK键5秒钟，直

到显示器闪烁；按︿或者﹀选择工作模式；按OK键进行模式确认；

通过按︿或者﹀选择档级1，2，3；长按OK键5秒钟；几秒钟后显

示器熄灭。

调节工作模式

在模式N下你可以选择模式M手动调节档级1，2，3或选择模式A*，

或选择模式 E，然后长按OK键5秒钟进行确认。此时，显示器显示

的“N”闪烁，然后交替显示目前的工作模式及档级或者A*或者E 。

至此 编程结 束。2 分钟后显示器灭掉 。之后按任 意 键 显示实时的

工作模式和所选档级。

1.    触摸操控显示器，会显示目

       前的工作模式。

2.    长按OK键5秒钟，直到显示

       器闪烁。

3.    按︿或者﹀选择工作模式N。

4.    按OK键进行确认。显示器显

       示程序N里最新的一个工作

       模式，这里是比如A*。

5.    通过按︿或者﹀选择档级1，

       2，3或者静音模式下的自动

       模式A*（根据设备的配置为

       可选）。如果您选了 A*，然

       后按OK，如果您不选A*,请用

       ︿或者﹀进行选择并按OK进

       行确认。这里我们选的是A*，

       并按了OK键。

6.   长按OK键5秒钟。然后工作

      模式N一直闪烁，按OK键进

      行确认。 

7.   几秒钟后显示器熄灭。

故障说明 

故障提示与实时的工作模式显示相比，前者有优先权，即在操控

台按键或出现如下故障时，不能显示实时的工作模式。而编程模

式则不论是否有故障提示一直可以进行操作。故障按“Exx”在

显示器上以活动字幕形式显示出来。如果同时出现了若干个故障，

会在显示器上逐一显示。

显示器上显示"F"，并闪烁。用户通
过操控台上的“重置过程”来确认
更换过滤器。"重置过程"是先按3次
︿，然后再长按OK键5秒钟。整个
过程须在10秒钟内结束。然后显示
器自动显示OK作为对前面指令的
应答。控制装置保持可运转状态。

设备停止调节工作，
故障应答，
维修后关闭和开启设备

通过电源开启和关闭设备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避免该故障的发送。

1. 多个故障提示以活动字幕形式在显示器上显示。

2.只涉及带有内置的空气质量传感器的设备

故障显示            含义                                 说明

F              更换滤芯

E1            

E2       
排风电机

故障

送风电机
故障

设备的通风档级降到1档，

故障应答，

维修后关闭和开启设备

E3* 
空气质量

传感器故障  

E5* 送风传感器

回风传感器

新风传感器

排风传感器

E6*          

E7*  

E15-16 

E8  

电可擦除只读
存储器故障

滤芯更换说明

1. Deph.duo在使用中，不需要作特殊维护，您仅需要定期更换滤芯。

因为滤芯作为阻挡室外灰尘的第一道防线，灰尘和杂质将很快沉积其

上，影响过滤效率。

2. 按照原厂设置，滤芯的使用时间约为3-6个月，Deph.duo具有滤

芯更换的自动提示功能，当机器触摸屏上闪烁显示“F”时，即是提

示滤芯更换的信号；在室外扬尘或灰霾多发季节，为了维持良好的过

滤效率，滤芯的更换周期应缩短为2-4个月。

3. 为了避免未及时购买滤芯而造成机器运行中断，建议您在家中至少

常备一套Deph.duo的滤芯。

滤芯更换详解

在显示器显示为闪烁的 F 时，需要更换滤芯，请按如下步骤操作：

1.   按     键 5 秒钟或机器开关键，关闭设备电源。

    

<

2.   取下前盖。

5.   盖上前盖，按     键 5 秒钟或机器开关键重新开启设备，显示

      器显示为闪烁的 F 。

3.   取出密封盖。

6.   静待 F 持续闪烁60秒后，同时按5秒钟     键和OK键。

7.   显示器自动显示OK作为对前面指令的应答，滤芯更换完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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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滤芯须如图放置：
     H12 滤芯标签箭头朝上
     G4   滤芯硬纸板一面朝上
     G4   滤芯硬纸板一面朝下
2
3

1

4.   替换新滤芯， 盖好密封盖。

(* 仅限A-SE型号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