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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菲兰空气品质经典案例-中国



Basic Fresh Comfortable Excellent



Natür-O

HeliosSpezial
Dephina

��世纪初，德国的哮喘病人通常会被送到位于阿尔卑斯山区的医院疗养。在那里，
病人的痊愈比其他地方要好。爱因斯坦的妹妹Maja也有一次这样的经历，这引起了
爱因斯坦的注意，并开始寻找其科学原因。����年，爱因斯坦与哈比施特、所罗门
组成“伯尔尼奥林匹克学院”研究小组，研究氧离子簇。

二战期间，为了让飞行员缓解疲劳，提高战斗力，欧洲战机机舱里开始安装类似于
Sauerstoff-Cluster-System这种增强空气氧离子活性的装置。随后，美国人将该技
术应用于核潜艇内，用于改善封闭空间的空气品质。

这种首先应用在军事领域的技术，由于还可以将甲醛和苯等污染物迅速祛除，得以
满足更低甲醛限值的欧洲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九十年代，医院和大学开始使用这种
技术，用于祛除病理实验室里高浓度福尔马林(甲醛试剂)等异味，保护医护人员呼
吸健康。

��年代，带有精确智能化控制的数字化氧离子平衡技术开始应用于改善并稳定控制
室内空气品质，在室内模拟自然界空气状态，恢复离子氧的活性状态，正负离子的
比例恢复到大自然的�:�平衡状态。

如今，Natür-O空气品质技术为德国、瑞士和中国等全也界众多对空气品质有更高
要求的场所，提供了安全可靠的解决方法。

Dephina在德国菲林根-施文宁根的生产工厂Helios, 在����年成立之初就开始生产发
电机等产品。����年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一体化通风系统的质量控制原则，����年
推出的平衡通风与热回收(KWL) 系统，成为德国经典的室内空气品质功能产品。

高颜值的                             一体化热交换新风系统，为独立住宅、新建别墅、商业及办
公场所等提高室内空气品质。                            的���m�/h- ���m�/h 壁挂式新风主机，
与���m�/h - ���m�/h 风量的吊顶式新风主机，落地式的���m�/h - ����m�/h新风主
机，以及AIR�的���-�����m�/h全能中央新风系统，适合从���m�-����m� 的几乎所
有住宅类型。

                             通过集成的(全) 热交换功能和高效过滤器，永久保证室内拥有温湿度
适宜、洁净卫生的新鲜空气。其中部分产品，获得德国PHI被动屋节能认证。另有
部分产品除了界面友好的easyControls手机操控软件外，中国的用户还可以直接获
得德国工厂的在线远程维保服务。

                             始终践行一体化的系统理念，精心设计的���种新风系统配件，确保
中国用户获得跟德国用户同样的高品质产品体验。其中由于采用原装的FlexPipe食
品级的卫生风管系统全套配件，在中国被用户称为“真正可以清洗的新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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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iosSpezial

HeliosSpezial

HeliosSpezial

HeliosSpezial

HeliosSpezial

N关于               极至空气品质系统 关于                       太阳神一体化热交换中央新风系统



高星级酒店私人别墅与精品住宅 医疗卫生机构 商业中心
私人别墅与精品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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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钱粮胡同��

�  unit Deph.home Natür-O 

极至空气品质系统

设计风量 1200m3/h

钱粮胡同，明朝属仁寿坊，因明朝钱局设此而得名。清朝管理财政的机关叫户部，下属宝泉局管
铸钱。宝泉局的南厂也位于此地，因清代管薪饷又叫钱粮，所以就把南厂所在地称钱粮胡同。

宁静的小巷深处，坐落一处古典四合院，只见门前雕梁画栋，屋顶飞檐青瓦。房子的主人是一位
医学届泰斗，深知当下环境对人体的影响，他希望有一款专业级的室内空气治理产品，来保护全
家的健康。

经过半年考察和调研，基于深厚的医学专业学术造诣，最后选定安装了一套Deph.home Natür-O
极至空气品质系统，实现了中国古典建筑与德国养生科技的完美融合。

Qianliang Hutong
钱粮胡同

地址：北京市密云区滨河路

茉莉山庄庭院别墅，位于北京密云，上风上水， 龙脉之地。司马台长城、云蒙山国家森林公
园、京都第一瀑等，景色美不胜收。

X先生在这里有四套别墅，此次装修，要求顶级的产品和超高的品质追求。一套Deph.home 
Natür-O极至空气品质系统，不仅消除了装修残留的异味，在空气洁净度和鲜氧体验上，更
是完美契合了X先生对健康舒适生活的设定。

Beijing Molly Villa Garden Villa
北京茉莉山庄庭院别墅

�  units Deph.home Natür-O 

极至空气品质系统

设计风量 2600+1800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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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

�  units Deph.home Natür-O 

极至空气品质系统

设计风量 800m3/h

首创·天禧，中国CBD，国家资本上的地标大宅，对望国贸三期、CCTV总部大厦、中国尊三
大国家地标，被誉为与纽约one��、伦敦海德公园一号、上海汤臣一 品齐名的世界四大地标名
宅之一。

岁月匆匆，人生一梦，沧海桑田，不变的唯有父母对儿女之心。一套首创·天禧大宅，装修所
有产品均由老父亲悉心甄选，挑选全球顶级品牌，亲自全程监工，细节之处更是斟酌再三，只
想把全世界最好的留给女儿。

传承，不仅仅是财富，还有父亲最深的爱。

TIANXI PALACE
首创·天禧大宅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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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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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ental brocade
云锦东方

�  unit Deph.home Natür-O 

极至空气品质系统

设计风量 1800m3/h



�� ��地址：东莞市南城区水濂山

鼎峰源著别墅位于东莞市南城区五环路边（迎宾公园对面），依临东莞植物园，有独特的自然
地理环境，独拥东莞核心城区绝无仅有的“欧洲版”绿色山水资源。按照中国顶级山水豪宅标
准建造，该项目刷新了新东莞的城央山水豪宅标杆。

房屋的主人讲究细节，热爱艺术，专设有钢琴房。钢琴对温湿度的要求十分高，所以业主精选
Dephina太阳神EC ���W中央新风系统作用全屋，保障家人健康的同时，也保护心爱的钢琴。

Dingfeng Yuanzhu
鼎峰源著

�  unit Deph.home Natür-O 

极至空气品质系统

设计风量 500m3/h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湘湖路��

�  unit Deph.home Natür-O 

极至空气品质系统

设计风量 2600m3/h

湘湖壹号位于风景秀丽的杭州萧山湘湖度假区内，东、南面临湖，北接风情大道与索菲特世外桃
源大酒店。地理位置优越，景观资源丰富，是杭州市区罕见的临湖景观城市大宅。湘湖壹号占地
约���亩，规划建筑面积��万平方米，建筑以法式、英式、意式风格为主，拥有餐饮、娱乐、
SPA、室内泳池，私家酒窖等设施。

业主长期抽烟，希望可以通过新风解决室内环境问题，同时实现快速入住。

业主对新风的安装非常满意，坦言：“和之前了解的传统新风不同，体现了德国精工设计，施工
严谨，走管十分整齐。”

Xianghu No. 1
湘湖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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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香楠路��

�  unit Deph.home Natür-O 

极至空气品质系统

设计风量 800m3/h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地处香楠路丹桂路口，坐落着城市经典City Classics别墅群。

近年来，由于空气污染造成的小儿疾病越来越多。Y女士是位极具健康意识和行动力的母亲，
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她最为重视的，同时，地下室除湿防霉也是她考虑的重点。

经过悉心了解后，Y女士决心重金采购这套Deph.home Natür-O极至空气品质系统。经过半年
的设计和安装调试，Dephina中国服务中心的设计施工小组，交付了一套能够放心深呼吸的极
至空气品质系统。不仅让室内空气的净化度达到欧洲标准，还原自然清新空气，梅雨季节的地
下室也解决了霉味，令这位母亲倍感欣慰。

City Classics
城市经典

地址：无锡市金石路

水为生命之源，形厚实、聚禄、藏福。太湖威尼斯花园，是无锡太湖之滨久负盛名的别墅区, 
是苏南传统实业富豪们的栖息之地。

数年前，居住于此的戴董事长身体欠佳，术后无法长时间工作，经常夜不能寐，让家人担忧。
一个偶然的机会，董事长的儿子了解到Deph.home Natür-O极至空气品质系统，给父亲家安
装了系统，以表孝心。

启用系统后，戴老惊喜的发现，夜里睡觉倍感踏实，晨起嗓子也没有干涩的感觉。半年后，
更是发现自己的抵抗力明显提高。

随后，董事长在办公室及集团旗下的健身房等，都安装了Deph.home Natür-O。其董事会成
员也在他的影响下，安装了多套Deph.home Natür-O。

Tai Lake Venice Garden
太湖威尼斯花园

�  unit Deph.home Natür-O 

极至空气品质系统

设计风量 500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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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麓山国际社区��

�  unit Deph.home Natür-O 

极至空气品质系统

设计风量 800m3/h

麓山国际，拥有成都平原罕见的浅丘地形，山环水绕的自然坡地，是城市低密高档别墅区域。
W先生是一家投资公司董事长。日理万机，征战归来，追求栖息地的安宁和舒适，是W先生
采购Deph.home Natür-O极至空气品质系统的缘由。

项目完成后，由于Deph.home Natür-O的出色调控能力，W先生说，一回家就会有一种深呼
吸的愉悦感。

Lushan International
麓山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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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天河路

�  unit Deph.home Natür-O 

极至空气品质系统

设计风量 1200m3/h

L先生是一位企业老总，经常出国，认同国外先进的新风理念。L先生坦言说：“我为了选一套好
的新风系统，足足等了一年才开始装修”。早年L先生的办公区域就使用过新风系统，但是国内的
工艺以及管道材料在实际使用当中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噪音““效果”“管道污染”是他
最看重的三个部分。

L先生认为最好的新风系统都在欧洲，欧洲有着成熟的产品工艺，代表着世界最前沿的技术水平。
Natüre-O是李总最为看重的，真正的负氧离子根本不是一些廉价的设备能带来的。

全家一年四季都可以在家享受森林般的空气品质，这就是最值得的投资。

Yifeng Forest Lake Villa
怡丰森林湖别墅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芙蓉南路

西安华侨城·���坊得名于长安城一百零八坊，新中式古典建筑风格浓郁，隐于大唐芙蓉园
西侧。灰墙、青砖和照壁，庭院、窄街和曲巷，园内，遍植国槐与竹等，中式居住美感与古
典独一无二。

某公司董事长的别墅座落于此，用一年进行功能和室内设计，装修耗时�年。功能设备及装
修材料，均采用世界一流品牌。家中二老都已八十高寿，为了他们身体健康，延年益寿，董
事长特意安装了一套Deph.home Natür-O极至空气品质系统。董事长说:“市场上有许多可
选择的新风系统，但是Deph.home独有的氧离子系统，要以还原大自然的清新空气，对老人
健康有益。”

现在，Deph.home Natür-O已正式投入使用，室内空气仿佛置身于森林瀑布旁，董事长和家
人十分满意。

Overseas Chinese City - 108 Fang
华侨城·���坊

�  unit Deph.home Natür-O 

极至空气品质系统

设计风量 500m3/h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中路��

�  unit Helios

热交换新风系统

设计风量 500+300m3/h

嘉熙中心位于城市中心，北临人民中路，东临韶山北路，西临芙蓉中路，紧邻五一商圈、芙蓉
商圈以及火车站商圈，集商业、办公以及奢适居所于一体。

拥有强大磁聚场效应的超高层甲级写字楼嘉熙中心，为世界���强企业提供一个总部商务能量场。
定义着这座古城奢华新美学的嘉熙公馆，以现代健康管理体系为内核，标注这座城市的豪宅标
准。

三位业主都是多年的挚友，叱咤商场多年。他们深知，健康的体魄是最宝贵的财富。所以，他
们选择了德国精工制造空气品质系统⸺dephina新风系统。当凭倚窗前，呼吸着最棒的空气，
俯瞰繁华的城市街道，一种掌控的气度油然而生。

这三套住宅都是精装房改造。为了保证每个房间拥有充沛的新风量，又要尽可能少的破坏现有
装修，Dephina中国技术服务中心的工程师多次来到现场勘测，最终决定将                              太阳
神中央新风系统主机隐藏在衣帽间橱柜中，如此人性化的设计不仅美观，还能节约大量空间，
同时为全屋新风达到最佳效用保驾护航。

施工完成后，三位业主都十分满意，相继介绍了其他朋友前来咨询。Dephina始终坚持德国精工
制造、创新室内气候系统，为用户还原可以尽情深呼吸的高品质室内气候系统环境。

Jiaxi Mansion
嘉熙公馆

��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中牟新城文博路与文通路交叉口

S先生是一位老师，在选择新风系统上非常重视。传统的新风需要安装多台设备一直让S先生
犹豫不决，dephina一台别墅设备就满足，而且完美扎实的德国工艺更让S先生放心。

S先生是个非常细心的人，从设计到施工全程把关。这套别墅将是他养老长期居住使用，所
以格外用心。

施工完毕，dephina当场进行了风量检测，热回收效果检测，净化效果检测，噪音检测，测
试结果都非常满意。S先生说：“我装修完就入住了，自从开启新风后我就没闻到过异味，
也听不到任何噪音”。目前S先生身边的很多朋友都被他的实际使用效果所征服，纷纷选择
了dephina。

Feicui Mingzhu
翡翠明珠

�  unit Deph.home Natür-O 

极至空气品质系统

设计风量 800m3/h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八一路��

�  unit Helios

热交换新风系统

设计风量 500m3/h

东湖楚天府位于风景秀丽、文化氛围浓郁的东湖之畔。武大校园近在咫尺，中国光谷、街道口
相拥为邻。夜幕降临，湖浪声声萦梦；日曦微露，沙鸥翩翩掠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人文
环境和高端定位，营造出一个尊贵静谧、舒适典雅的高档人居氛围。

业主是个非常注重生活品质之人，同时对于空气的见解十分具有前瞻性，认为家是个舒适放松
的地方，其空气环境一定要好，故甄选Dephina太阳神EC ���w中央新风系统净化空气，保护家
人健康。

East Lake Chutian Mansion
东湖楚天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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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大潭白笔山及白笔山道��

�  unit Helios

热交换新风系统

设计风量 800m3/h

红山半岛位于港岛南区大潭湾，大潭郊野公园及龟背湾沙滩以东，石澳郊野公园及大潭港以西，
大潭道及大潭笃水塘以南，大潭湾以北，名副其实建于半岛之上。

红山半岛依山面海，私隐度高，四期共有���多栋别墅。多年来吸引不少商界名人，文艺界名流
在此择居。这里是港岛区传统指标豪宅屋苑，附近环境清幽，远处峯峦叠起，前临碧海浩瀚，背
山面海，气势扣人心弦，风水极佳。

屋主Z先生斥资逾一亿港币购入红山半岛别墅，由于别墅靠近海边，空气中的湿气很重，长期会
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加之对于装修中的甲醛排放的顾虑，Z先生认为一套高品质的新风系统是
非常重要的。

在对比了多款空气品质系统之后，最终选择了Dephina旗下的                             太阳神新风系统���
风量的全套机组。

                             太阳神热交换新风系统EC���S能够凭借其出色的热交换系统使室内甲醛含量降到
最低，其独有的FlexPipe菲力管食品级柔性管道系统采用经德国HYG认证的PE-HD食品级材料，
内壁光滑，卫生清洁。同时，Dephina将德式精工做到极致，为每一位客户提供完备的售后维保
服务，保障新风系统能够长久安全地运行。

Hongshan Peninsula
红山半岛

HeliosSpezial

HeliosSpez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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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连云路与长江东路东北交叉口

C教授是一名从事耳鼻喉科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他清楚空气污染和装修污染对
病人带来的危害。所以在选择新风系统时，C教授对于新风的净化效果，室内的换气次数，以及
管道材质特别在意。Dephina的食品级柔性管道和清洗服务让C教授家的新风使用起来不会有后
顾之忧。

Dephina设计施工团队用了一周时间便结束了隐蔽性工程的施工，并且做好了密封保护。

家具进场以后，Dephina团队上门进行最后的安装调试，所有房间都达到了理想的效果。C教授
现场做了噪音测试，基本听不到任何噪音，非常满意。

Zhengshang Garden
正商禧园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郑开大道与四大街交叉口��

�  units Helios

热交换新风系统

设计风量 1200+1800m3/h

碧桂园项目坐落于四通八达之地，北侧连通开封与郑州的郑开大道，向西即可到达郑州主城区，
向东可到达开封老城区，南侧晋安路直达老城区开元商业 、鼓楼商业 。

D先生在开封碧桂园有两套别墅同时装修，在选择新风系统的时候一直犹豫不决，新风材质的安全
性和效果的保障是他的考量重点。同时，D先生对部分室内的卫生间和衣帽间因为位置的原因无法
设计很好的排风甚是头疼，室内异味和灰尘更是业主最担心的两个方面。

通过Dephina设计师的精妙设计，彻底解决了业主担心的卫生间和衣帽间的换气问题。同时两套
别墅都只需要使用一台设备就完美解决了室内空气品质，免去了操作多台设备的繁琐，节约了空
间，预留了设备操作空间，为日后的保养维护提供便捷。Flexpipe食品级柔性管道安心的材质也
让业主非常满意。   

Country Garden
碧桂园

�  unit Helios

热交换新风系统

设计风量 500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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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绣路��

�  unit Helios

热交换新风系统

设计风量 300m3/h

陆家嘴中央公寓，坐拥上海科技馆南岸贵胄之地。国际大师们以“自然和谐，天人合一”为建筑
环境设计理念，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采用了韵律十足的框架立面处理，四排弧形板楼呈升龙形态
连续布局，谱写了世纪公园周边美丽的天际线。

业主张先生的新居就在这里，因为孩子马上要入学，所以装修非常紧迫，装修完需要快速入住。
在这种情况下，一套完备的室内空气解决方案极其重要的。经过多方比对，张先生在好友的推荐
下，选择了德国Dephina新风系统。

德菲兰Dephina的专业技术团队上门进行勘测，根据张先生家的情况，为他提供了一整套全屋新
风系统解决方案，张先生选择了Dephina太阳神中央新风系统EC ���W。这套新风系统系列采用全
热交换机芯应对上海区域独特的气候条件，集成了对温度和湿度的平衡控制，在梅雨季节和夏季
湿热环境能很好地解决潮湿问题，保持室内空气的洁净与舒适性。

同时，考虑到张先生需要尽快入住的需求，所以安装过程中要全程避免污染源，Dephina太阳神
的管道配件全部采用德国与安装一体化配件，安装过程全程不使用胶水和胶布，最大限度减少污
染。FlexPipe菲力管采用德国HYG认证的食品级材料，内壁有抗菌涂层，不散发异味，清洗方便。

完备的售后维保服务体系也解除了张先生的后顾之忧。施工一结束，装修材料和众多家具搬入室
内之后，Dephina服务团队进行了专业的空气质量全屋检测，全屋室内甲醛浓度低于�.���毫克/立
方米，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可以达到了超越期待的空气质量效果，给予了张先
生全家安心保障。

Lujiazui Central apartment  
陆家嘴中央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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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上海花木路����弄

御翠园由长江实业（集团）及和记黄埔地产集团属下的上海和联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精心打
造。它雄踞上海浦东中心地带，毗邻上海世纪公园，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张江高科技园
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前后呼应。

园内绿化面积达��%，区内有湖水荡漾，小溪流水，一派恬静休闲的园林美景。

业主D先生前期阅读了大量书籍，研究分析了网上的各类评测文章后，锁定了几个新风品
牌。沟通中，对于D先生提出的诸多专业技术问题，Dephina的工程师都一一做了详尽的
回答并给予了完整的解决方案。最终，D先生选择了太阳神EC ����中央新风系统。

Imperial Garden
御翠园

�  unit Helios

热交换新风系统

设计风量 2600m3/h

地址：杭州市富阳区银湖开发区���国道

�  unit Helios

热交换新风系统

设计风量 800m3/h

富春山居位于杭州市富阳，总建筑面积������，总占地面积�����，共计房屋��户。

C先生对新风产品要求很高，一直在寻找原装进口的产品，在多方对比后，最终选定Dephina太
阳神EC���S中央新风系统。全新升级后的Easycontrol智能控制系统更是满足了C先生与智能家
居连接的愿望。

Fuchun Resort
富春山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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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丁字桥武珞路��

�  unit Helios

热交换新风系统

设计风量 500m3/h

百瑞景中央生活区(Bridge Living Capital) 建筑设计采用新古典主义风格，低梯户比，部分房型运用
入户花园，观景阳台、空中院馆，楼内复式等设计理念。同时使用科技节能产品、高品质建材，打
造出城市稀缺的中央公园、景观大道、情景商业街等特色亮点。

业主在购买前，在网上反复搜寻咨询各大新风品牌，经过再三斟酌为家人挑选了Dephina太阳神EC 
���W中央新风系统。在勘测时，设计师发现客厅吊顶很特殊，可能为风口的安装带来难度，后几
经修改终于解决这个问题，完美完成项目施工。

安装完毕后，噪音测试，风量，室内Pm�.�数值均很好，业主表示满意，并且表示在后续的使用中
会勤换滤网，按时维保。

Bridge Living Capital
百瑞景中央生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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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张家港勤星路与南湖路交叉口

�  unit Helios

热交换新风系统

设计风量 500m3/h

X先生是一家德国企业的中方负责人，在碧桂园凤凰台置业。在挑选新风品牌时，X先生重点关
注了德国原装进口的dephina新风系统，并到品牌旗舰店实地体验。德国一体化安装理念，各
个环节的完美适配都体现了德式的精工匠心。最后，X先生选择了Dephina太阳神 EC���W中央
新风系统作用全屋。

Country garden phoenix platform
碧桂园凤凰台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太湖东路

常州世茂香槟湖项目地块位于江苏省常州市高新区东南部，北邻恐龙园，南临青龙生活区，
是具有国际水准及现代居住休闲功能的超级综合社区。

Z先生已与Dephina结缘多年。从����年选购Dephina壁挂式新风系统后一直关注着Dephina
的产品信息。Dephina新风机持续稳定地工作，性能优越，售后维保服务周到，带来完美的
居家体验。

三年后，Z先生一套别墅装修，Dephina可靠的产品品质，整体解决方案，完善的维保服务
赢得了客户的再次信任，项目正在施工中，期待它的完美收官。

Shimao champagne Lake
世茂香槟湖

�  unit Helios

热交换新风系统

设计风量 1800+1800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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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桃林路

业主家里刚刚有宝宝，所以非常关注施工材料，起初选择了其他品牌的新风，后来，在经过
多次的对比沟通之后，业主了解到Dephina新风的优越之处，最终在二楼的居住空间安装了
Dephina EC ���W 太阳神中央新风系统。

施工安装全程业主配合度非常高，期待Dephina新风可以给家里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同时，
在Dephina新风带来的温湿度适宜的空气基础上，业主后续将加装Deph.home Natür-O极至空
气品质系统，以空气最高级别“极致Excellent”还原室内空气的原始状态。

Shanghai Lijing 
尚海郦景

�  unit Helios

热交换新风系统

设计风量 500m3/h

高星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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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 �  units Deph.home Natür-O 

极至空气品质系统

设计风量 400,000m3/h

上海柏悦酒店是HYATT旗下一家五星级私宠豪华酒店，位于显赫的地标性建筑-上海环球金融中
心的��至��楼。

在这里，共有��套Deph.home Natür-O极至空气品质系统���*��小时不间断运行，控制区域包
括客房、酒店大堂、优雅且具私密性餐厅和酒廊。

另外，��楼的「水境」是一家豪华spa。这里不仅可以纵览.上海城的迷人景观，还拥有��米的
游泳池和太极庭院，并提供多种放松身心、恢复活力的spa疗程。在这里，酒店特设了两套
Deph.home Natür-O极至空气品质系统，用于消除潮湿带来的霉菌，并让客人得以尽情享受原
始森林的深呼吸体验。

Park Hyatt Shanghai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柏悦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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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号金茂大厦内��

�  units Deph.home Natür-O 

极至空气品质系统

设计风量 84,000m3/h

酒店坐落于陆家嘴金融中心，位于上海地标性建筑金茂大厦��-��层。

总面积为��,���平方英尺的大宴会厅，能容纳近����人。另有��个中小型会议场地，是举行欢
迎或欢送鸡尾酒会的理想舒适场地。

酒店自���� 年开业至今，已成功接待了多次大型重要国际会议，成为上海高端商务及社交活动
的优选场地。

保证会议室内空气的清新，与会者头脑清醒，才能使每一场会议都达到客户的特定要求和期望,
这也是金茂君悦选择使用六套极至空气品质系统的原因。

The Grand Hyatt Shanghai
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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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西安雁塔区慈恩路��

�  unit Deph.home Natür-O 

极至空气品质系统

西安威斯汀酒店，直面千年历史的大雁塔，酒店总投资额约为�.�亿元人民币，占地面积
��.��亩，建筑面积约为�万平方米，以现代风格结合唐文化风格为主线。

开业之初，考究的酒店大堂的金砖地面，却导致了不愉快的漆味散发，引起客人的抱怨。酒
店业主先后尝试了四种净化处理产品和措施，异味仍难以彻底去除。

之后，酒店尝试安装了一套Deph.home Natür-O极至空气品质系统，异味很快就消失了，酒
店管理方非常满意。

Xi'an Westin
西安威斯汀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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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源泉路

� �  unit Helios

热交换新风系统

设计风量 15,400+2000m3/h

在位于京津冀三地交汇点的天津市武清区，坐落着一座����平方米的建筑，这是国内首个PHI
德国被动房Premium（特优）级设计标准的项目⸺天津市武清区大自然广场酒店。

该项目成为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年科学技术计划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示范工程。大自
然广场酒店项目面积在����平方米左右，选用了德菲兰Dephina的十一台KWL EC����和一台
KWL EC����，全套配备Flexpipe菲力新风管道系统及配件。  

天津的大自然广场酒店项目目标在于将中国的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建筑业主和北京
市住宅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建筑节能研究发展中心的设计师一起，充分考量了经济和生态因素，跟德
国被动房研究所（PHI）共同确定了如下建设指标：
·外墙、屋面、地面传热系数分别为�.�� W/(m²K)、�.��W/(m²K)和�.�� W/(m²K)；
·外窗采用德国被动房研究所认证产品，传热系数小于�.�W/(m²K)，所用玻璃配置的U值为�.�W/(m²K)，g值为�.��；
·新风机组采用德国被动房研究所认证产品，热回收效率≥��%，具有旁通和防冻等功能；
·地源热泵作为冷热源，同时提供生活热水，地源热泵COP达�.�；
·���m�的太阳能光电系统，即发即用，年产能���,���kWh/a。

Nature Square Hotel
大自然广场酒店

医疗卫生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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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黄浦院区：上海市方斜路���号
              杨浦院区：上海市沈阳路���号

��

�  units Deph.home Natür-O 

极至空气品质系统

设计风量 40,000m3/h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是美国人Margaret Williamson 于����年捐资创办。因创建时屋顶
呈红色，被广大市民亲切地称为“红房子医院”，

在黄浦院区病理实验室，一套特种空气品质系统，有效的去除了标本处理过程中挥发的甲醛和
二甲苯异味，保护着医护人员的呼吸健康。

随着杨浦新院区的建成启用，医院又一次采购了同样的空气品质系统。在这里，不断有全国各
地的医院同行，来参观这套先进的特种空气品质系统。

Red House Forum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号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建筑面积��万平方米，校方对病理中心的建设项目非常重视，硬件设施
上也要求一步到位，充分考虑基础建设的科学规划和前瞻性。

具体就这个空气质控项目而言，中心面积����平方米，除了要求实验室内受控区域的室内
空气达标外，对��小时的自动检测报警、外排空气的环保化处理，以及室内噪音控制等等
方面，都具有相当严苛的要求。

该项目于����年�月�日正式开工，总装备新风量：�����m³/h；总排风量为�����m³/h；重
污染区和半污染区配置了Natür-O极至空气品质系统。历经��天的现场安装施工，于����年
�月�日顺利竣工，通过工程师按照规程进行的精心调试后，����年�月��日顺利完成了整个
系统的初始化运行，完全达到设计的技术指标和要求。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Deph.home Natür-O 

极至空气品质系统

设计风量 22,000m3/h

��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号��

Deph.home Natür-O 

极至空气品质系统

江苏省人民医院（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学部创建于����年，目前是南京医科大
学临床病理学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国家及江苏省临床重点专科，卫生部病理远程会诊省级
中心，卫健委国家病理质量控制中心（PQCC）示范实验室，江苏省病理质量控制中心。����
年��月搬入新址后，整体业务面积近����平方米。各功能单元齐全，布局合理，工作环境整洁
优美；拥有全自动免疫组化仪、荧光定量PCR仪等一批现代化的病理仪器设备，并在国内率先
实现病理全流程信息化管理，工作高效快捷。

根据病理实验室的需求，配置了系统中央控制塔、排风系统、Natür-O离子新风系统、外排处
理系统、空气质量检测柱、智能控制及处理软件等，有效祛除了标本处理过程中挥发的甲醛和
二甲苯异味，针对实验室�个工位��个污染点的气溶胶污染风险也进行了很好的防控，保护了
医护人员的呼吸健康。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江苏省人民医院

地址：Henkestraße ���, ����� Erlangen, Germany

西门子医疗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医疗保健提供商之一，品牌名是由三个词“健康”，“工程
师”和“先锋”组成，它意在强调创业精神和工程公司的技术诀窍。

所有的品牌成就，都建立在高品质之上，拥有����人的总部德国巴伐利亚埃朗根，特别安
装的极至空气品质系统，就是最完美的契合。

SIEMENS Healthineers
西门子健康医疗中心总部

� units Deph.home Natür-O 

极至空气品质系统

设计风量 100,000m3/h

��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北路��号三里屯太古里北区

�  unit Helios EC

热交换新风系统

设计风量 300m3/h

GIORGIO ARMANI是世界知名奢侈品牌，���� 年由时尚设计大师乔治·阿玛尼创立于意大利米
兰，是在美国销量最大的欧洲设计师品牌，他以使用新型面料及优良制作闻名于世,是许多明星
和时尚人士的宠儿。

三里屯ARMANI专柜，正式启用德国原装套组                              热交换新风系统，为来到ARM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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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风系统，融入GIORGIO ARMANI 的精致美学，给客户带来奢华
体验。

Armani counter Bejing
北京阿玛尼专柜

HeliosSpezial

HeliosSpezial

商业中心
�� ��



地址：地址:北京市平房青年路达美中心

“无极”，是北京达美集团精心打造的顶级健身俱乐部，Club秉承东方智慧“天人合一，
内外合一，知行合一”理念，首创“�T”健身标准，建立了中国健身行业里程碑。

为打造“top air quality” ，成为中国空气品质最佳的健身俱乐部，达美在����平米的健
身区与办公区，全覆盖采购安装了��套Deph.home Natür-O， 隔离了雾霾，消除了塑胶气
味，充沛的氧离子环境，让慕名而来的新老会员络绎不绝。

Damei Infinity Fitness Club
达美集团·无极健身俱乐部

�� units Deph.home Natür-O 

极至空气品质系统

�� ��



��

�  unit Helios

热交换新风系统

设计风量 500m3/h

����年�月�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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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谈之初便颇有好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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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L EX (Shanghai) Co., Ltd.
上海劳力士手表华东区总部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弄

Dephina

Sauerstoff ist die Quelle des Lebens. In der Luft der natürlichen Umgebung sind der 
Sauerstoffgehalt und die Sauerstoffionenkonzentration in einem ausgeglichenen 
Zustand. In der Luft der Stadt ist die Sauerstoffbilanz leider zerstört. Deph.home hilft 
Ihnen dabei, den ursprünglichen Waldzustand der Raumluft wiederherzustellen.

氧气是维持生命的源动力。自然环境下的空气，氧含量和氧离子浓度处于一个平衡的
状态；而城市室内的空气，氧平衡已经被破坏；Deph.home为您还原室内空气的原
始森林状态。

维尔纳·付莱舍先生，Deph.home Natür-O开创人。
著作“室内空气品质，离子新风与健康”(UNI-MED
SCIENCE,不莱梅一伦敦-波士顿ISBN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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