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淨抽濕 雙效合一
UltimateHome 
空氣淨化抽濕機



3 段風速及多項抽濕設定，每日抽濕量最高可以達到 27 公升，配合強效的循環氣流，
UtimateHome 2 合 1 空氣淨化抽濕的 CADR 最高可達到 342m3/ hr， 迅速打造清爽潔淨的室內環境。

CADR (Clean Air Delivery Rate)「潔淨空氣輸出率」代表空氣清新機的室內空氣換氣次數，當 CADR
數字愈高，淨化效率愈好，是選購空氣清新機的重要指標。

EDH14TRBD2

高效淨化

1小時可淨化 380呎空間 4次3CADR1

342m3/hr

CADR1

331m3/hr

適用面積

58m2/ 624ft2

淨化面積

44m2/ 472ft2

水箱容量

4.8L抽濕量
27 公升 / 日

抽濕量
24 公升 / 日

空氣淨化抽濕 雙效合一

EDH12TRBD2	

高效淨化

1小時可淨化 350呎空間 4次3

適用面積

50m2/ 538ft2

淨化面積

42m2/ 457ft2

水箱容量

4.8L



高效淨化

1小時可淨化 380呎空間 4次3

4 重高效過濾

PM2.5

PM2.5 懸浮粒子
過濾 98.3%4 

生活常見細菌
去除 >99.99%5  

H1N1 病毒
去除 >99.99%6  

人類冠狀病毒
去除 >99.77%7

前置濾網

HEPA濾網

抗菌層 負離子

1. 由第三方實驗室根據 JEM1467 標準測試
2. 根據測試所得的 CADR 數值按日本 JEM1467 標準計算所得
3. 根據潔淨空氣輸出率，以 2.4 米樓高及指定房間面積計算所得 
4. 由 Suzhou GTT Service Co., Ltd 測試所得
5. & 7. 經 Guangdong Detection Center of Microbiology 測試所得。測試細菌包括大腸桿菌及金黃色葡萄球菌。
6. 經 Guang Zhou Institute of Microbiology 測試所得
* 以上功能及數據只適用於指定型號因改進而變更規格，恕不另行通知。

 所有圖片只供參考。

高效淨化

1小時可淨化 350呎空間 4次3



智能 APP 完美掌控
透過 APP 可即時輕鬆掌握室內的濕度及空氣品質狀況，可遠端連線操作，按個人需要及環境隨時調整
不同功能及模式，輕鬆維持舒適的清新空氣。另外，亦可按個人行程安排定時開關，又或是排程每週
指定日子時間運行。

安靜音量
給您最舒適安穩睡眠環境，最低運轉音量僅 25dB，配合睡眠模式，自動以最低風量運轉，並關閉面
板燈號，享受安穩清爽的舒適睡眠。



1. 滑順好推滑輪，輕鬆移動到家中各處

2. 皮革電源線扣環 : 設計簡約精緻，輕鬆整齊收納電線

3. 出水口閉合貼心設計 : 取出水箱時自動封閉出水口，避免管道中的水滴落

4. 密封式水箱設計，搭配把手輕鬆提取，避免移動途中時會漏水。

5. 連續排水設計 : 冷凝水直接透過隨機所附送的排水管排出，長時間抽濕時無需反覆倒水

北歐以人為本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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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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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項安全抽濕
多達 35 項的安全保護裝置，高規格的安全設計。

•壓縮機高溫保護裝置•耐熱壓縮機導線•耐熱壓縮機電源線

•壓縮機端子防燃保護蓋•主機板難燃材質包覆

•難燃材質主機板基座電源線•難燃材質主機板基座

•耐熱型電源線•通過耐高溫防火測試•馬達過熱保護裝置

•安全型電容器•密閉式馬達•主機板倍電壓保護器

•主機板電流保險絲•主機板 EMC 元件•105°C 耐熱電容

•馬達過電流保護裝置•PTC 電流保護器

•變壓器過電流保護裝置•密閉式繼電器

•主機板 AC/DC 隔離設計•安全壓縮機端子設計

•安全接地防漏電設計

•鉚合點焊插頭•雙重絕緣電源線•電源線固定襯套

•電源線出口大 R 角設計•主機板防蝕刻設計

•主機板防潮材質設計•密封式主機板安裝設計

耐熱防燃

電路安全

耐久設計

•除霜感測器•壓縮機啟動保護•防冷媒洩漏保護裝置

•兒童安全鎖•風扇馬達故障時自動停機

•滿水保護裝置

操作保護



型號 EDH12TRBD2 EDH14TRBD2

室內抽濕

抽濕	-	適用面積 50 m2/ 538 ft2	 58 m2 / 624 ft2	

抽濕量	(公升 /每日 )		
廠方標準 (溫度 30℃，濕度 80%) 24 27

抽濕量	(公升 /每日 )		
能源標籤標準 (溫度 26.7℃，濕度 60%) 12 14

空氣淨化

CADR	潔淨空氣輸出率 (m3/h) 331 342

空氣淨化	-	適用面積 (m2) 42 44

4重過濾

前置濾網 前置濾網

抗菌塗層 抗菌塗層

HEPA	濾網 HEPA	濾網

負離子 負離子

PM2.5微米微粒 98.30% 98.30%

3納米懸浮微粒 >98.8% >98.8%

過濾H1N1病毒 >99.99% >99.99%

人類冠狀病毒 99.77% 99.77%

抗菌效能 99.99% 99.99%

面板功能

WiFi	遙距操控 - •

產品功能 二合一雙效 /	乾衣 /	獨立空氣淨化

操作模式 *		
只適用於 "雙效 "或 "淨化 "	功能 智能 /	手動 /	睡眠 /	連續排水運作

濕度設定 35%-85%自選濕度設定

風速 3段 3段

安全防護裝置 35項 35項

定時模式	(小時 ) 1-12 1-12

濾裝更換及水滿提示 • •

基本規格

音量水平	(分貝 ) 25-53 25-53

產品呎吋 ,	高 x闊 x深	(毫米 ) 600 x 370 x 276 600 x 370 x 276

機身重量	(公斤 ) 19.6 19.7

水箱容量	(公升 ) 4.8 4.8

易行滑輪 • •

香港能源效益 1級 1級

2 年全機保養 + 5 年壓縮機

伊萊克斯 2 合 1
空氣淨化抽濕機



Electrolux Hong Kong 

Swedish thinking. Better living. 
Electrolux is a leading global appliance company that has shaped living for the 
better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We reinvent taste, care and wellbeing experiences 
for millions of people, always striving to be at the forefront of sustainability in society 
through our solutions and operations.

Share more of our thinking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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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lectrolux.com.hk

DAH CHONG HONG, LTD.
Sole Agent:

3193 9888Service Hotline:

總代理：大昌貿易行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