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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最大的奢侈就是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魄。 Dephina按照空气品质进化论为客户定制设计方案，达到第三级-舒适，或最高的四级-极致。

空气品质进化论是“精工定案”理论依据。Dephina不满足基础净化，而以空气最
高级别“极致 Exzellent”还原室内空气的原始状态。在方案设计中，综合考量影响空气品质的七大
要素，应用德国空气品质领域的最前沿技术，各个击破，为高端住宅还原一个可以放心深呼吸的空
气环境。

舒适 + 氧平衡新鲜 + 温湿平衡基础 + 新风恒氧除霾净化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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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PHI被动屋认证

抗压恒流
根据室外风压和滤网状态自动调
节电机转速，保证精准的恒定风量
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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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室外风压和滤网状态自动调节电机转速，保证精准
的恒定风量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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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压恒流
根据室外风压和滤网状态自动调
节电机转速，保证精准的恒定风量
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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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Dephina的新风系统为什么只在德国生产？

德国没有雾霾，德国研发生产的新风系统能满足
中国的环境要求吗？

新风系统的作用？  为什么说Dephina的新风系统/
新风机，可以让空气更加舒适？

除了先进的技术，任何产品的原材料和性能测试都
至关重要。所以，德国精工制造的产业环境和专业
技术工人，是Dephina新风系统长期可靠的基础。

Dephina的标准是三个月更换一次滤网，滤网规格
是按照这个标准进行设计的。出于卫生方面的考虑，
我们并不提倡您长时间使用积灰的滤网，避免二次
污染。

我们的机器是纯物理过滤方式，需要定期更换。正
常是3-6个月，机器会有自动的提示；雾霾严重的情
况下建议2-4个月更换一次。

为什么Dephina产品要比其他品牌贵？

家人的健康，必须用最好的新风产品来保障。您知
道，德国不相信价廉物美， Dephina全线产品德国
原装进口，代表目前德国新风最先进水平。德国的
新风产业从70年代开始发展至今，产品理念和生产
工艺，比国内领先30年。

空气给人体的舒适性，主要体现在温度、湿度是否
适宜，风速和噪音控制。

装备了全热交换的Dephina新风产品，就具有湿度
平衡和温度回收的功能。雨季减少室外湿气进入室
内，冬季减少室内水分流失。Dephina新风产品都具
有全程降噪设计，新风口全部采用特别的送风结构，
没有吹风感。因此，Dephina的新风系统，可以让空
气更加舒适。

除了基本的PM2.5过滤能力，还有3个容易被忽略，
却又重要的环节，是Dephina德国精工的体现：更
好的卫生保障（卫生），提高空气的舒适度（舒适）和
长期可靠的品质（耐用）。

HeliosSpezial热交换新风系统，是在具有95年历
史的德国Helios Ventilatoren制造。Helios的通风
产品，一直以可靠的品质享誉德国和欧洲地区。

德国室外空气质量较好，Dephina德国原版的新风
系统产品，都是采用的F7或F9级亚高效滤网。而中
国的室外空气质量，需要新风机具有防霾过滤作用，
如只有H12级滤网的过滤效率才能满足这个需要。

当然，中国和德国的消费者也有很多共同的产品需
求。比如在噪音控制、节能方面的要求，还有后期管
道的维护等方面，德国积累了很多技术优势，这也
是Dephina产品在中国受到青睐的原因。

D

可以保证的！但有2个前提条件。首先门窗的密闭性
不好会严重影响整体除霾效果。Dephina新推出的
精工定案产品，会现场勘测您家门窗的密闭性，并
提供改善方案！

其次，您要根据新风机提示，及时更换滤网。滤网使
用周期过长，会影响除霾效果。

为什么除了食品级管道之外，分配箱、风口盒等全
部配件都要德国进口？

为了保证中国用户获得完美的产品体验，Dephina
始终坚持采用全套一体化德国原厂的新风系统。

HeliosSpezial中央新风系统的管道分配系统，是
一整套包括FlexPipe柔性管道、分配箱和风口盒在
内的相互匹配的原装套组。具有最佳的密封匹配性，
不会因为现场施工人员的操作误差而造成漏风；组
件相互之间的连接采用简便的卡扣式，不使用胶布
胶水；分配箱还预留了日后清洗管道的通道结构。

室内相对湿度在30％-60％之间属于舒适卫生范围。
湿度过高时引起霉菌的生长，螨虫的增殖，存在影
响健康的风险。相对湿度高于70%时，便成为微生
物最佳的生长气候，这就是呼吸系统疾病和过敏人
群近年来数量持续增加的原因。

采用德国进口HeliosSpezial的FlexPipe 75mm直
径的柔性风道，顶送风施工非常方便，不需要打直
径超过100mm的孔，日常维护时比清洗地板下的
管道方便。顶送风和地送风，在5m层高以下的住
宅运行效果上没区别。强调地送风，更多是商家营
销噱头。 HeliosSpezial有全套地送风管道和配件
可订货，包括地暖一体化新风管道配件，多用于超
过5m高的商业空间，别墅的挑高中厅，效果较好。

新风系统通过稀释和置换的方式，可以降低室内的
甲醛浓度。此外，Dephina高端系列Deph.home极
致空气品质系统可以直接将甲醛分解掉，保证室内
甲醛值达到欧标。

不开窗的情况下，室内同样有新鲜干净的空气（过
滤掉PM2.5，降低室内甲醛、VOC气体浓度），而且内
置全热交换模块，可以对室内的温度和湿度进行平
衡。耗电量极低哦！3-10天一度电。但是，Dephina的
全热交换不能取代空调的制冷制热，但可以降低约
30%的空调能耗，还能避免“空调病”的隐患。

您好，首先，新风系统和空调系统是2个独立的系统，
二者区别是，空调主要起到的是将室内原有的空气
制冷制热，是内循环。新风系统是通风设备，让您在

新风无法完全替代暖气或制冷的空调，因新风只通
过室内外温差带来的能量互换，起到温度的调节功
能，也就是对进入室内的新鲜空气，起到“冬暖夏凉”
的作用，但理论上，并不能加热或者制冷。

Dephina的新风机/新风系统是可以清洗和保养的。
建议1-2年做一次保养清洗。

HeliosSpezial集中式新风主机，有吊顶、壁挂和落
地三种形式。可以安装在设备间、阳台、厨房、无水
洗手间和室内吊顶内。

第一次清洗是免费的。第二次开始仅收取人工费用，
也需要定期保养，清洗室外风口，比如在四月份柳
絮季节结束、十一月雾霾季开始，检查清洗室外风
口、室外管、机器仓、检查仓间密封，这样才能让机
器保持最好的运行状态。

中央新风我们配备了专业的管道清洗设备，由专业
工程师负责上门清洗。

是否可以保证室内的PM2.5的数值？

HeliosSpezial在加工工艺和卫生标准上有德国质
量保证，这个对于一款高品质产品是必不可少的。

新风机可以去除甲醛吗？

为什么不用地送风？

中央新风主机一般放在哪里？

新风系统是否需要清洗、维护？

而从第三个环节来说，德国产品普遍重视高品质和
耐用性，德国原装的新风机普遍可以使用15年以上，
分摊到每年的使用成本，其实，反而比售价低寿命
短的产品的使用成本还低呢，Dephina新风产品可
以说是物超所值！

用了Dephina的全热交换新风系统/新风机，是不
是就不用装空调了？新风是否能替代暖气？

不是，只要能达到同样的防霾净化功能，可以说滤
网层数越少越好。层数多意味着风道的阻力变大，
进入室内的风量变小，日常维护的经济投入也会增
加很多呢。

滤网层数是越多越好吗？  为什么不把新风机的滤
网设计的更大、使用寿命更长？ 滤网更换周期？

同样，过于干燥的空气，也会导致健康问题。在冬天，
当冷空气引入室内，如果是通过电加热等方式升温
至室温，相对湿度会降的更低，室内空气更加干噪。
干燥的空气造成灰尘、悬浮颗粒物增多，而细菌往
往附着于灰尘之上，增加了人体感染风险。也易造
成身体水分过度流失，易感染疾病。

为什么说Dephina新风系统的全热交换，其实是
一种健康投资？（全热交换的重要性？）湿度对健康
的影响？湿度平衡的重要性？

Dephina专业级的全热交换模块，除了起到“冬暖
夏凉”的温度调节作用，还独具湿度平衡功能。避
免室内潮湿，滋生细菌，也没有冷凝水霉变异味的
问题，避免二次污染。



上海劳力士手表总部

通风设备：1套原厂套组新风系统
包括：
EC500W新风主机1台、
IsoPipe®主管道系统1套、
FlexPipe®食品级柔性管道系统1套等。

1908年7月2日上午8时，劳力士的开创人，德国人
汉斯·威尔斯多夫在瑞士的拉夏德芬注册了
ROLEX商标。作为全球顶级至尊名表，品质精良，
工艺精湛，糅合尊贵、典雅和独特气质于一身，劳
力士备受全世界各界人士的推崇，更深得收藏家
们的青睐。

他们认为，Dephina德国精工品牌理念与劳力士
颇为相似，洽谈之处便颇有好感。项目完成后，他
们更是对Dephina的精心设计和规范服务过程赞
赏有加。

北京阿玛尼专柜

通风设备：1套原厂套组新风系统
包括：
EC300W新风主机1台、
IsoPipe®主管道系统1套、
FlexPipe®食品级柔性管道系统1套等。

三里屯ARMANI专柜，正式启用德国原装套组
HeliosSpezial热交换新风系统，为来到ARMANI
空间的客人打造一个更加清新、惬意的体验环境。
在此次升级室内空间空气品质的项目过程中，业
主不仅完成了清洁新风供给的要求，更是追求奢
华级的体验标准，非常重视空间的舒适性和可持
续发展。

Dephina精选的HeliosSpezial新风系统，融入
GIORGIO ARMANI的精致美学，给客户带来奢华
享受。

项目：独栋别墅，140m2居住面积

德国爱尔福特：新房，独栋别墅

通风设备：1套原厂套组新风系统

EC200W新风主机1台、
IsoPipe®主管道系统1套、
FlexPipe®食品级柔性管道系统1套等。

房主：感谢这套产品的新风让我们整年享受着极
好的舒适空气。热交换功能给我们带来了超乎预
期的节能效果。

房主当时在早新房时最注重的就是能够制造一
个健康的室内空气并且希望所安装的通风设备
尽可能的节省占地面积以及不影响装修的整体
视觉美感。Dephina FlexPipe空气分配系统的管
道可直接铺在水泥地板和天花板内，进风和出风
装置也独立的安装在室内。小巧综合型的新风机
组则被安装在了储物间。

项目：一楼两家企业，二楼与顶楼各一套住房，面积
分别为200m2与180m2

德国乌瑟尔：翻新房，纪念性建筑物

通风设备：3套原厂套组新风系统

EC270W新风主机3台、
IsoPipe®主管道系统3套、
FlexPipe®食品级柔性管道系统3套等。

1817年德累斯顿开了一家名为“国王的葡萄山”
的旅店，其顶楼在十九世纪末建造了一个面积为
200m2，高为5m的宴会厅。

建筑师的最主要目标是利用废气中的余热来减少
室内人工暖气的消耗。这座特殊的大房子需要的
供暖费用是十分昂贵的。而HeliosSpezial带热交换
设备正好能够满足客户的这一愿望，使得暖气账
单不再可怕。该建筑用了先进的通风设备，前卫的
设计风格并且很好的保护了该纪念性建筑物的原
本风貌。

项目：100m2和160m2两套公寓以及办公楼

德国吉森：新楼，认证的节能房

通风设备：3套原厂套组新风系统

EC270W新风主机3台、
IsoPipe®主管道系统3套、
FlexPipe®食品级柔性管道系统3套等。

房主说：“从一开始我们就希望在新楼安装可调
节的室内通风系统。这套新风系统方案一下就打
动了我们！”

两套居住单元以及一楼的办公区域各配备了一
套原厂套组的新风系统。该系统完全不占用多余
的空间，设备都隐蔽的安装在了浴室或厕所的内
墙。楼内的空气分配由安装在走廊吊顶内的
FlexPipe管道系统实现。

2017德国CCI评选
HeliosSpezial新风系统行业第一名

云锦东方

通风设备：1套原厂套组新风系统
包括：
EC1800W新风主机1台、
IsoPipe®主管道系统1套、
FlexPipe®食品级柔性管道系统1套等。

低调的云锦东方位于上海滩徐汇滨江高端社区。
顶层有一间 800 平复式江景房，某地产企业董事
长便居住在这里，凭栏远眺，万千美景尽收眼底。

在装修过程中，由于董事长的睿智和决断力，很
快就决定安装一套 Deph.home Natür-O 极至空
气品质系统。最大的奢侈，是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魄。

2017年，由德国著名的通风空调制冷行业专业杂志CCI主办，在空调、
新风、楼宇自动化和消防等行业评选最佳产品，Helios荣获家用新风系
统组别第一名。从而诠释了Dephina德菲兰“Made in Germany+”的品
牌价值，代表德国行业最高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