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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業用抽濕機 Industrial/Commercial Dehumidifier
座地式 Stand Type
抽濕機型號 Model：
：
除濕量 Dehumidifying Capacity30C/80％
％RH:：
：
額定輸入功率 Rate Power：
：
最大功率 Max Power：
：
額定電源 Power Supply：
：
：
額定電流 Rate Current：
循環風量 Circulating Air：
：
外型尺寸 Dimension：
：
制冷劑 Refrigerant：
：
：
濕度控制器 Humidity Control：
抗菌濾網：
抗菌濾網：
Anti-Bacteria Filter：
：
BN6 散熱塗層：
散熱塗層：
BN6 Thermal Conductive Coating：
：

排水口直徑 Drainage Diameter：
：
適用面積：
適用面積：
Applying Area：
：
重量 Weight ：
儲水箱：
儲水箱：
Water Tank Capacity：
：
功能特點：
功能特點：
Functions：
：

保養：
保養：
Warranty：
：

GE60-COM
60 升/日
日 L/D
730 W
900 W
1~/220V/50Hz
3.3 A
300 m3/h
350mm (W) x 380mm (D) x 660mm (H)
R-417a/380g（
（環保雪種）
環保雪種）
設定範圍 Humidity setting range 10%RH – 90%RH
於濾網、
於濾網、冷凝器片、
冷凝器片、風輪扇葉加
風輪扇葉加噴（日本制做）
日本制做）無機金屬觸
無機金屬觸
媒(專
專、抗菌防黴塗膜，
抗菌防黴塗膜，有效抗菌防黴
有效抗菌防黴
Antimould，
）
，antibacteria，
，keep environment clean（
（Made in Japan）
於壓縮機加上 BN6 散熱塗層：
散熱塗層：加強散熱效能，
加強散熱效能，使壓縮機更
持久耐用 BN6 Thermal Conductive Coating significantly improve
conductivity of heat transfer material. By allowing better heat transfer, it'd
help increase hardware performance on efficiency, reduce potential repair
and increase life span on components such as compressor
1/2 吋 Inches
600-1000 平方呎
平方呎（
樓底高度計算）
（以 8 呎至 10 呎樓底高度計算
）
600-1000 sq. ft.（
（According to 8 ft. - 10 ft. height from Floor to Ceiling）
）
28 Kg
7 升（可安裝去水喉管，
安裝去水喉管，無需滿水時浪費人手傾倒水桶）
無需滿水時浪費人手傾倒水桶）
7 L （Continuous drains continuous drainage）
）
全自動濕度控制功能、
全自動濕度控制功能、當前環境濕度 LCD 液晶顯示、
液晶顯示、高效自
動化霜系統（
、1-24
小時關機功能、
動化霜系統（低溫適用）
低溫適用）
、
小時關機功能、高低兩段風
速選擇，
速選擇，底部裝有方向輪，
底部裝有方向輪，可自由移動。
可自由移動。
Humidity automatic control, humidity LED digital dynamic display. Low
temperature applicable, efficient automatic defrosting system. 1-24h timer
function. High and low 2 speed adjustable. At the bottom equipped with
caster, move freely
一年保養
一年保養、
保養、三年壓縮機、
三年壓縮機、第一年提供一次免費上門檢查（
第一年提供一次免費上門檢查（適
合工商業客戶）
合工商業客戶
）
1 year warranty, 3 year compressor warranty, provide one time free
inspection for 1st year（
（for commercial/industrial cli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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