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6
4
0
1
0
3
2
6



产品介绍                                                                                          1

重要事项须知                                                                             1-2

机件介绍                                                                                          3

操作面板说明                                                                                  3

LED指示灯说明                                                                                4

使用前准备                                                                                  4-5

使用操作说明                                          6

维护与保养                                                                                  7-8

 故障排除                                                                                    9-10

技术参数                                                                                       10

DYD-B20A3 除湿机

使用说明书

目录4. 保修卡 一张3. 合格证一个

GB4706.1-1998      32  GB4706. -2004

2. 使用说明书一份

        本产品实行“三包”,保修期一年。保修期内，如发现产品不妥，请先

参阅“ 使用说明书”,凡因产品质量问题而发生故障，本厂特约维修部给予

免费修理，但因使用不当或超出保修期后出现的问题，在修理时酌情收取

工本费。

■执行标准

■三包条例

■装箱单

1.  除湿机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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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不严格遵守这些指示，可能会引起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

产品介绍  

重要事项须知

禁止禁止用湿手确保遵守指示

尊敬的用户

               感谢您购买了本公司生产的除湿机，借此机会，向您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您使用本产品前，我们特别建议您仔细阅读此说明书，并将其妥善保存，

以备将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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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D-B20A3  除湿机

使用说明书

        本产品已通过3C认证，采用蒸气式制冷压缩原理，可高效去除空气当中的

水份。特别适用于家庭、办公室等空间范围内的除湿，以防止物品受潮、霉烂，

亦可吹干衣服，保护高级乐器，高档家具等不受潮湿环境的影响，是创造良好

居住环境的好帮手。

本机的主要特点如下：

                                       移动方便、除湿迅速。

                                       多种模式自由选择。

                                       自动除霜、保持机器除湿效率。

                                       水满自动停机，防止水满溢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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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故障代码：若显示屏显示如下代码，可与经销商联系：

盘管温度传感器坏

显示代码

当前湿度将固定显示50%，

机器按连续模式工作，可

继续使用

显示方式

动作定义

每隔30秒闪动显示一次

湿度传感器坏

每隔30秒闪动显示一次

无碍机器正常工作，并进

入定时化霜模式

故障含义

E1 E2 

以上参数若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请以铭牌为准。

DYD-B20A3 

外型尺寸 310mm×270mm×590mm

适用房间面积

产品名称 除湿机 

热侧最高工作压力

热交换器耐压性

冷侧最高工作压力

适用环境温度范围

15～50㎡

产 品 型 号

20升/日 30℃ RH80%（ ）

11升/日 27℃ RH60%（ ）
除 湿 量

电    源 220V/50Hz

额定输入电流 1.5A

额定输入功率 300W

最大输入电流 1.8A

最大输入功率 380W

1.0M Pa

2.5M Pa

10M Pa

制冷剂/加注量 R134a/140g

质    量 13Kg

5～32℃



连续出水管打结或扁瘪 检查出水管 

 

 电源插头未接通电源 
拔下插头重新

或检查插座内是否有电 

插入插座

没有开机 按“开关”键开机 

 
机器不运

转 

水满灯亮
水箱重新定位或倒水或

浮子掉落，重新安装浮子

机器工作时间不够长 请等待 

过滤网堵塞 清洗过滤网 
 

室内温度太低 

除湿环境已干燥 

除湿机在低于 ℃

环境下运行除湿量较小、

可提高室内温度 

18 的低温

 

 

机器不出

水或很少

出水 

 

除湿效  果不好 门窗未关闭或房间密封不好 关闭门窗、密闭房间 

漏水 
移动机

机器内残留水未排净。

器时过度倾斜或
 正常现象 

出风口排

出热风 
正常热交换使然 正常现象 

有水流声

 

制冷剂流动声音 正常现象 

原因分析 解决方法 故障现象

设定湿度高于环境湿度 降低设定湿度、低于环境湿度

 

 

本机必须可靠接地或使用可靠接地电源。

!

长时间被机器的热风吹拂，可能对人及动物、造

成伤害。

禁止坐或站在机器上以及在机器上放置物品，以

免发生危险。

禁止儿童和无自理能力的人在无监管人监视情况

下使用本机。

本机使用容量匹配的专用线路及插座，禁止引线

或使用移动插座。

!

请勿以插拔电源开关的方式来开关本机。机器不

用时请拔掉电源插头。

禁止用湿手操作电源开关或插座，有触电危险。 禁止将手或棍棒物体伸入出风口，以免造成危险。

禁止在放置有腐蚀性、易燃易爆性物质的环境中

使用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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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电源线损坏，为了避免危险，必须由制造商

或其代理服务机构或同样有资格的人员更换。

DYD-B20A3  除湿机

使用说明书

·2·

故障排除

下列问题可能非机器真正故障，请按提示进行检查：

注意：

经过上述检查后若感觉仍有问题，请与当地经销商联系。

请务必不要自行拆卸修理，以免发生危险。



机件介绍

操作面板说明

A BCD

·3·

A 键：用于开机或关机，每按一次在开机、关机间转换一次。

B、“     ”和“     ”键:

        a、用于进行湿度设定时调节湿度数字，每按键一次上升或下降5%。

        b、用于进行时间设定时调节时间数字，每按键一次上升或下降1小时。

C、“    ”键：用于在机器运行情况下，设定定时关机（无定时开）。

D、“    ”键：用于静音和高风之间切换。

、“     ”

本机器带有锁键功能，在同时按上和下键2秒后面板上所有的按键均处于锁定状态，

同样的操作可解除锁定。

出风导向板

出风口

操作面板

储水箱

水位显示窗

购买本机器时，储水箱中可能会遗留一些

水，这是因为工厂在出货前性能测试时留

下的，并非机器故障。

高速 化霜静音 定时 运行水满

注：“向上”和“向下”键设定后的5S内不操作，即设定成功。

DYD-B20A3  除湿机

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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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检查出水管：

        使用连续排水时出水管的畅通不仅可以保证除下来的水顺利排出，也是机

        器正常工作的必要条件，因此，经常检查出水管是否有堵塞、扁瘪现象是

        必要的，如果扁瘪现象不能恢复，必须更换出水管。

C、机器不用时应倒空水箱内残留水并拔掉电源。

D、不要将机器在靠近火炉、加热器等热源或冷气出风口的地方使用，以免影

       响除湿效果或造成危险。

E、不要在有水可能溅到机器上的地方使用，以防发生漏电危险。

F、本机应稳固放置后才可使用，防止倾倒、避免伤害。

G、在有木质家具、地板等环境中使用除湿机时应注意湿度的控制,过分干燥

的环境可能引起木材开裂。

H、剧烈的颠簸、撞击以及大角度的倾斜均会对机器造成损坏：如运行噪音变

       大等。且大角度的倾斜可能引起机内残留水分溢出。

过滤网不能火烤或长期太阳直晒。



LED指示灯说明

DYD-B20A3  除湿机

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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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保养

警告：进行维护保养前请务必切断电源以免发生意外！

A、过滤网的清洗：

       由于空气滤网容易积累灰尘、阻塞进风通道，进而影响除湿效果，为此，

       必须定期清洗。

       如果机器经常在灰尘较大的地方使用，应1～5天清洗一次。

       如果机器使用的环境比较清洁，则可每月清洗一次。

清洗过滤网的方法：       

      b、取出过滤网。（如下图）

      c、用吸尘器吸除过滤网上的灰尘。也可用不超过40℃的温水冲洗。

      d、清洗干净后凉干或甩干过滤网、装回机器。

使用前的准备

A、机器的放置位置：按下图要求放置机器能充分发挥其性能。

 

20cm以上

50
cm
以

上

20cm以上

50
cm
以
上

5
0
c
m
以
上

      

      

      

A、运行灯：

上电后机器进入待机状态，且此灯闪烁。开机后，此灯常亮；关机后，进

入待机状态；此灯同样闪烁。

B、水满灯：

水箱水满时，机器自动待机，此灯快闪。水满信号消失后此灯灭，则自动

按原模式运行。

C、除霜灯：

进入化霜动作时此灯常亮，化霜结束此灯灭。

D、定时关灯：

按定时关键进行定时关机设定时，此灯闪亮，设定完成或在定时期间此灯

常亮，定时时间结束或取消定时等其他状态，此灯灭。

E、风速灯

高速时高速风灯亮，静音时静音灯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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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操作说明

A、开关键操作

      

图2 图3

B、本机使用与铭牌值一致的电源，电源插座须有接地端口。

C、取下电源线并可靠、牢固地插入电源插座。

D、确认机器的进风口和出风口不被其它物体遮挡或阻挡。保证机器的进风和出

       风顺畅可有效发挥机器的性能，减少电费支出。

E、开机前必须双手轻推出风板触柄打开出风板（如图1）。

F、如需长时间使用连续除湿功能，建议外接水管使用连续排水，具体按以下步

      骤进行操作：

a、关机，拔下电源，取出水箱。

b、将出水塞取出（如图2）。

c、取内径为14mm水管插入左侧水嘴，并确认卡紧到位（如图3）。

图4

    在机器启动前务必先打开出风导向板，以免影响机器性能并可能会 对机器造成损坏。

    插入出水管时平顺展开，如果出水管缠绕或处于扁瘪状态会影响出水顺畅甚至造成机

    器不能正常工作。

    机器运行时水管亦不可高于机器出水口。

        a、翻转出风导向板，将其调整到所需的出风角度。

        b、接通电源后按“    ”键，机器自动进入工作状态。

        c、使用结束，再按“    ”键，机器关闭，将出风导向板翻转关闭。

   

 

机器运行结束后最好静置3分钟以上，以使蒸发器上的残留水滴流入机内水箱。

机器关闭后请及时拔掉电源插头以节省待机功耗及避免意外风险。

模式之间切换时压缩机有三分钟延时保护。

图1

导风板触柄

水管

出水塞

d、将取出的出水塞重新塞入水箱处的水嘴，并确认塞到位（如图4）。

e、将水箱重新推入机体。

B、“  ”和“  ”键操作

      a、除湿模式下的湿度设定

         按上下键，即可进行湿度设定（调整范围为30%-80%之间）。开机后显示

         初始湿度设定值为“CO”，按上下键可调高或调低设定值，调至设定值手

         指停止操作之后5秒钟不操作，机器即接受该设定值，并返回显示当前检

         测湿度。当设定湿度<30%时数码管显示“CO”进入连续除湿模式。

      b、除湿模式下的定时关机时间设定

         详请见下面“定时关操作”

C、定时关操作

         开机状态下，按“定时关”键时定时关灯闪亮、数码闪烁显示定时设定时

         间，定时时间的初始显示值为00，5S内再按上下键可调节设定时间的长短

        （按上/下键不放连续调整时不闪烁），调整至所需时间手指停止操作之后

         5秒钟不操作，则定时关灯常亮，表示设定完成，恢复显示当前实际检测

         湿度。

D、风速操作

          开机状态下，按风速键调节高、低速风。

E、水箱操作注意事项

      a、在机器停止运行后拉出水箱时要保持水箱平稳取出。

      b、在移动水箱准备倒水时用双手托起水箱底部。

      c、切勿移动及破坏水箱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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