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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季潮濕多雨，為趕走濕氣，不少家庭都會購買抽濕機。本會測試了14款抽濕機，包括

12款壓縮式及2款熱石式型號。測試項目包括抽濕量、能源效率、寧靜程度、安全程度及使用

方便程度等，結果發現，在標準環境下，其中7款量得的抽濕量比其聲稱低，更有樣本在廠商

慣用環境下量得的抽濕量比其聲稱的低逾一成半！

5款抽濕機於標準及廠商測試環境

之前住所近海，必須經常開動抽濕機，

若然潮濕情況嚴重，雜誌都捲曲起來，牆也哭

了，每當牆潮濕到滴水的時候，便麻煩了，要用

火酒抹，抹得很疲累。除此之外，春天潮濕的

日子，也會開動抽濕機替衣服抽濕。

我住在山上，非常潮濕，加上家中有長毛貓，

所以一定開抽濕機，否則牠們會有皮膚病。環境

乾爽了，自己也覺得比較舒服。這部抽濕機已用了

7年，摩打運轉時會很嘈吵，所以不會長期放在睡

房，只會於睡前推入睡房，開動兩小時抽走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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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阿占

抽濕量都低於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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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款抽濕機於標準及廠商測試環境

2 類抽濕機的聲稱每日抽濕量資料撮要

標準環境 廠商慣用環境 低溫環境

12 款
壓縮式樣本

2 款
熱石式樣本

7.72 至15.5 升

14 至 27 升

（其中 1 款聲稱在 32℃、 

80% 相對濕度下為 20 升）

（其中 1 款聲稱在 27℃、

80% 相對濕度下為 9 升）
1 款聲稱為7 升沒有標示

沒有標示

測試樣本在三個不同環境下的表現

本會採用三種環境進行抽濕效能測

試，量度各樣本的抽濕量及能源效率。試

驗時以220伏特電壓供電，溫度和濕度都

予以固定。

1. 標準環境：參考機電工程署的強制性能源

效益標籤計劃，按美國國家標準（ANSI/

AHAM DH-1-2008），在溫度26.7℃及相

對濕度60%的環境下進行測試。

2. 廠商慣用環境（非標準環境）：由於大

部分抽濕機的廠商慣常採用較高的溫度

（30℃）及相對濕度（80%）的環境來

量度每日抽濕量，故在這環境下測試所

得的結果，可與廠商的聲稱值作比較。

「De'Longhi」（#4）及「KDK」（#13）的

部分聲稱抽濕量分別在32℃、80%相對

濕度及27℃、80%相對濕度下量得，本

會為該2款型號的樣本額外在其聲稱的

環境下進行測試，並將得出的結果跟其

聲稱值作比較。

3. 低溫環境：個別熱石式抽濕機在其宣傳

單張上聲稱在低溫環境下的抽濕表現

會比壓縮式抽濕機為佳，故本會亦在

低溫環境下進行抽濕效能測試，以比較

各樣本的抽濕表現。由於美國國家標準

（ANSI/AHAM DH-1-2008）中沒有低溫

環境下的抽濕效能測試，故本會參考部

分主要廠商用以量度熱石式抽濕機抽濕

量的低溫測試環境，在溫度20℃及相對

濕度60%的環境下進行此項測試。

操作原理

涵蓋壓縮式及熱石式抽濕機
測試的14款抽濕機包括12款壓縮式及2款熱石式型號，售價由$2,080至

$5,880。2類樣本的聲稱每日抽濕量資料見下圖，樣本個別的聲稱每日抽濕量

資料則見「抽濕機測試結果」列表。

熱石式（desiccant type/zeolite type）

熱石式家用抽濕機為較新類型的抽濕機，

毋 須 利 用 壓 縮 機 及 雪 種，而 是 利 用 熱 石

（desiccant，主要是泡沸石zeol ite）吸濕的原

理，將空氣中的水分吸收，再用發熱器的熱力

將水分由熱石排出，水分在熱交換器冷卻並凝

結成水滴，滴入盛水器，達到抽濕效果。

壓縮式（compressor type）

市面上的家用抽濕機主要屬壓縮式抽濕，

原理是利用壓縮機推動雪種在冷管（即蒸發器，

evaporator）及散熱管（即冷凝器，condenser）之間循

環，造成兩者之間的冷暖溫度差距。潮濕的空氣被小

型風扇抽進抽濕機後，先經過冷管，空氣中的水分在

冷管表面凝結成水滴，往下滴入盛水器。隨後空氣經

過散熱管排出，排出的空氣會較前乾燥及溫暖。



抽濕效能 
「惠而浦Whirlpool」（#5）、「KDK」

（#13）及「東芝Toshiba」（#14）的聲稱

抽濕量是在乾衣操作模式下量得，因此本

會在相關的量度環境下為該3款型號的樣

本額外在乾衣操作模式下進行測試，並與

廠商的聲稱數值作比較。能源效率評分都

以其在抽濕操作模式下量度所得的能源

效率計算。

每日抽濕量
把抽濕機樣本放在恒溫恒濕的試驗

室連續抽濕6小時，量度抽出的水分的重

量，然後計算24小時內可抽出的水分量。

雖然每日抽濕量數值愈大，可愈快降低室

內濕度，亦即抽濕速度愈高，但由於不同

樣本原廠設計的抽濕量各有不同，因此本

會評估各樣本的表現時，不是比較樣本間

量得抽濕量的分別，而是將樣本量得的抽

濕量與其聲稱數值比較，以吻合程度作為

評估準則。

標準環境下：7 款量得的抽濕量

比其聲稱低

壓縮式樣本量得的每日抽濕量由

8.04升至14.81升，以聲稱抽濕量最高

的「Panasonic」（#1）抽濕速度最快，

次為聲稱抽濕量亦高的「De'Longhi」

（#4）；熱石式樣本「KDK」（#13）及

「東芝Toshiba」（#14）量得的每日抽濕量

分別為4.60升及3.78升。壓縮式樣本中，#1

至#6聲稱的每日抽濕量較#7至#12高，而本

會量得前者的抽濕速度實際上亦較高。

7款樣本在標準環境下量得的每日

抽濕量比其聲稱的數值低，其中

「金章牌Zanuss i」（#6）及

「三菱電機Mitsubishi 

Electric」（#10）分別只

輕微低約1.8%及2%；

而「Panasonic」（#1）、

「飛歌Phi lco」（#3）、

「De'Longhi」（#4）、「惠而浦Whirlpool」

（#5）及「聲寶牌Sharp」（#11）則比其聲

稱數值約低4.4%至7.4%。

以本會量得各樣本的每日抽濕量與

該型號在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的「表

列型號紀錄冊」上的額定數值比較，差異

最大的1款（#3）為5.1%；全部樣本的差

異並沒有超出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下的可接受公差範圍（10%）。

廠商慣用環境下：1 款量得的抽濕

量比其聲稱的低逾一成半

在溫度30℃及80%相對濕度的環

境下，壓縮式樣本量得的每日抽濕量由

14.39升至26.99升，熱石式樣本#13及

#14則分別為5.04升及4.05升。壓縮式樣

本量得的抽濕速度明顯較其在標準環境

下量得的高，相差介乎約54%至90%（平

均約77%）；而2款熱石式樣本量得的抽

濕速度則較其在標準環境下量得的分別

高約10%及7%，相對壓縮式樣本，差異明

顯較小。

在廠商慣用的量度環境下，「聲寶牌

Sharp」（#11）及「豐澤牌Fortress」（#12）

樣本量得的每日抽濕量比其聲稱的數值低

約9%及16.8%，其中樣本#12的差異屬各

樣本中最大。本會已將結果交海關跟進。

低溫環境下：壓縮式樣本抽濕量

比標準環境下平均低約 3 成

壓縮式樣本量得的每日抽濕量由

5.49升至10.33升，熱石式樣本#13及#14

則分別為4.84升及3.78升（在抽濕操作模

式下量得）。為跟其聲稱數值作比較，額

外在乾衣操作模式下替「東芝Toshiba」

（#14）樣本進行了測試，量得的每日抽

濕量為6.26升，比其聲稱數值（7升）低約

10.5%。本會亦已將結果交海關跟進。

壓縮式樣本在低溫環境下量得的抽

濕速度，較標準環境下量得的平均低約3

成，熱石式樣本則大致與標準環境下量得

的相近，平均只相差約3%。

能源效率
要比較抽濕機的能源效率，可參考強

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及美國國家標準所

採用的表達方法，以每度電可抽取多少升

水表達能源效率，數值愈大，表示能源效

率愈高、愈省電，本會亦以此方法評估各樣

本在三個不同環境下的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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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地方很潮濕，啟動抽濕機

後，往往一晚便抽出一大桶水來。

我有潔癖，最怕衣服有「噏」臭

味，所以一踏入春天，抽濕機會開動

得比較頻密。

封面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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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縮式樣本能源效率較高

整體而言，在三種測試環境下，壓

縮式樣本的能源效率明顯較熱石式樣本

優勝。「Panasonic」（#1）的能源效率最

佳，「開利Carrier」（#2）、「飛歌Philco」

（#3）及「LG」（#7）亦不俗。在標準環境

下，各樣本每度電可抽濕0.48升至2.44

升；在溫度及濕度較高的廠商慣用環境

下，各樣本每度電可抽濕0.51升至3.59

升，其中壓縮式樣本在這環境下的能源效

率明顯比標準環境下高，熱石式樣本則大

致相若；各樣本在低溫環境下每度電可抽

濕0.46升至2.05升，其中壓縮式樣本比其

在標準環境下的能源效率略低，熱石式樣

本則相若。

計算出的能源效益級別

7 款達1級

現時在本港供應的壓縮式抽濕機必

須附有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訂明的能

源標籤。標籤上的能源效益級別是按照代

理商呈交予機電署的測試報告內的能源效

率及聲稱抽濕量等資料計算出來，分為1至

5級，1級表示其能源效率在同一聲稱抽濕

量的抽濕機中最高、最省電。

根據本會的測試結果，7款樣本達到

1級能源效益級別的要求，5款則達2級。

樣本#4、#5、#10及#12計算出的能源效

益級別較其能源標籤上標示的級別低，不

過該4款樣本都沒有違反強制性能源效益

標籤計劃的要求，原因是本會在標準測試

環境下量得的能源效率，與有關代理商早

前呈交予機電署的數值的差異（#4、#5、

#10及#12分別為-7.9%、-9.8%、-3.0%

及-5.5%），仍在標籤計劃可接受的公差範

圍（-10%）內，然而本會亦已將測試結果交

機電署跟進。

根據本會的測試結果計算，樣本#4

的能源效益級別（2級）較樣本#11（1級）

低，但樣本#4在標準環境下量得的能源

效率卻較樣本#11量得的高，這是因為釐

通常待電器壞了才換，買的

時候，不會貪求最新的款式，而是

選擇有折扣、較抵買的款式。

定能源效益級別除了根據能源效率外，亦

須視乎產品的聲稱抽濕量；大致而言，產

品的聲稱抽濕量較低，其能源效益級別

要求會相對較低。例如聲稱在標準環境

下每日抽濕量為10升以下的抽濕機（樣本

#8至#12），其評級要求會比聲稱每日抽

濕量為10升或以上的抽濕機（樣本#1至

#7）稍低。舉例說，甲乙兩款抽濕機聲稱

在標準環境下每日抽濕量分別為9升及10

升，假設它們的能源效率同樣為每度電可

抽濕1.6升，聲稱每日抽濕量為9升的甲會

被釐定為1級，而聲稱每日抽濕量為10升

的乙則為2級。

因此，消費者在查看產品能源標籤

上的能源效益級別作比較時，應同時參

考標籤上的能源效率及抽濕量數值，能

源效率數值（單位為公升/千瓦小時）愈

高愈省電，而抽濕量數值愈高則抽濕速

度愈快。

估算樣本每年所需電費

參考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用以

計算抽濕機每年耗電量的方法，假設在溫

度26.7℃及相對濕度60%的環境（即標準

747202 . 2016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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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asonic
F-YCK27H

總評：★★★★1 量得輸入功率◆：250瓦特

$5,880

闊37 x 深25 x 高60.3厘米

重16.5公斤

抽濕（自動/溫和/連續/自選濕度）、
乾衣（一般/一般+保持乾燥）、送風

3種擺動風向：廣角、上方、下方

4種水平送風角度選擇：廣闊、正
常、集中、搖擺

室內濕度顯示

水滿亮燈提示

定時關機掣（1-12小時）

兒童安全鎖功能

保用期：全機1年，壓縮機5年

1

De'Longhi
DDSE20

總評：★★★★ 量得輸入功率◆：316瓦特

$3,488

闊34 x 深27.8 x 高49.5厘米

重15.4公斤

抽濕（自動/自選濕度/低/中/高）、
乾衣、送風

室內濕度及溫度顯示

水滿亮燈提示

預設啟動時間掣（半小時- 
24小時）

定時關機掣（半小時-24小時）

兒童安全鎖功能

保用期：全機1年，壓縮機5年

4

開利 Carrier
DC-22DA

總評：★★★★1 量得輸入功率◆：259瓦特

$2,980

闊41 x 深26 x 高59.5厘米

重16.8公斤

智能抽濕、自選濕度、連續 
抽濕、智能乾衣

1種擺動風向

室內濕度顯示

水滿亮燈及響鬧提示

預設啟動時間掣（半小時- 
24小時）

定時關機掣（半小時-24小時）

保用期：全機2年✽， 
壓縮機5年

2

惠而浦 Whirlpool
SS289

總評：★★★★ 量得輸入功率◆：314瓦特

$4,288

闊41.3 x 深21.6 x 高60厘米

重13.1公斤

自選濕度、乾衣、空氣淨化

3種擺動風向：廣角、上方、前
方

室內濕度顯示

水滿亮燈提示

定時關機掣（2、4、8或12小
時）

保用期：全機1年，壓縮機5年

5

飛歌 Philco
PDY25W

總評：★★★★ 量得輸入功率◆：293瓦特

$3,498

闊35.8 x 深25 x 高59.5厘米

重13.7公斤

自選濕度、連續抽濕、乾衣

1種擺動風向

室內濕度及溫度顯示

水滿亮燈及響鬧提示

預設啟動時間掣（1、2、4或 
8小時）

定時關機掣（1、2、4或8小時）

保用期：全機1年，壓縮機5年

3

金章牌 Zanussi
ZD228DA

總評：★★★★ 量得輸入功率◆：315瓦特

$3,498

闊38 x 深21 x 高58.5厘米

重15.3公斤

自動抽濕、強力抽濕、靜音抽
濕、送風

1種擺動風向

室內濕度顯示

水滿亮燈及響鬧提示

預設啟動時間掣（1-24小時）

定時關機掣（1-24小時）

保用期：全機1年，壓縮機5年

6

壓縮式樣本（標準環境下的聲稱每日抽濕量介乎11.8 升至15.5 升）

環境）下，每年使用抽濕機450小時（指抽

濕機進行抽濕運轉的時間，並不包括只送

風而不進行抽濕的時間），再根據各樣本

在標準環境下本會量得的輸入功率（介乎

189瓦特至371瓦特），以每度電$1.2計算，

估算樣本每年所需電費。抽濕速度較高的

壓縮式樣本#1至#6估算出的每年電費由

$135至$171不等，而抽濕速度較低的壓縮

式樣本#7至#12的每年估算電費則由$102

至$138不等；至於2款熱石式樣本#13及

#14則分別為$200及$177。消費者要留

意，如每年使用時間比上述假設的450小

時長，實際電費會超出上述估算。

廠商慣用的環境未能反映實
際使用情況

市面上大部分抽濕機廠商聲稱的每

日抽濕量都包括在廠商慣用環境（一般是

溫度30℃及相對濕度80%）下量度的數

值，但這量度環境不能準確反映實際使用

抽濕機時關上窗戶的室內環境。就壓縮式

抽濕機而言，在較高的溫度及濕度下量度

的每日抽濕量會較高，可能誤導消費者，以

為產品的效能較佳，但實際使用時，抽濕

機啟動初段時室內濕度較高，壓縮式抽濕

機在這段時間的抽濕速度會較快，抽濕效

能會較高，但在操作一段時間後，室內濕度

會下降而不會長時間保持在偏高的相對濕

度，因此壓縮式抽濕機的抽濕速度亦會隨

着室內濕度降低而放慢。

另外，是次測試亦發現，大部分壓縮

式樣本在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外的非

標準環境下量得的抽濕量，與其聲稱的吻

合程度較差，1款樣本在此環境下實際量得

的抽濕量比其聲稱的數值低逾一成半。

本會過往多次呼籲廠商在標註每日

抽濕量時，不應採用不能反映實際使用情

況的測試環境下量度的數值，但情況至今

沒有明顯改善。

消費者在參閱宣傳單張或產品說明書

上聲稱的每日抽濕量時，應同時查看其所採

用的溫度及濕度，不宜單憑廠商在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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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
LD106DLD0

總評：★★★★1 量得輸入功率◆：211瓦特

$3,690

闊39.3 x 深30.3 x 高66厘米

重19.1公斤

自選濕度、乾衣、乾鞋、空氣淨化

1種擺動風向

室內濕度顯示

水滿亮燈及響鬧提示

定時關機掣（1-8小時）

兒童安全鎖功能

保用期：全機2年，壓縮機2年

7

三菱電機 Mitsubishi Electric
MJ-E82GH-H

總評：★★★★ 量得輸入功率◆：213瓦特

$4,030

闊38.7 x 深18.5 x 高58.8厘米

重11.6公斤

自動抽濕、自選濕度、弱、低溫運
轉、防霉、乾衣、空氣淨化

3種擺動風向：廣角、上方、後方

室內濕度顯示

水滿亮燈及響鬧提示

預設啟動時間掣（1-9小時）

定時關機掣（1-9小時）

兒童安全鎖功能

保用期：全機3年，壓縮機3年

10

好運達 Rowenta
DH4116G0

總評：★★★★ 量得輸入功率◆：189瓦特

$3,198

闊37 x 深29.5 x 高62厘米

重12.6公斤

自選濕度、連續抽濕、乾衣

1種擺動風向

室內濕度及溫度顯示

水滿亮燈及響鬧提示

預設啟動時間掣（1-24小時）

定時關機掣（1-24小時）

保用期：全機1年，壓縮機1年

8

聲寶牌 Sharp
DW-E16FA-W

總評：★★★★ 量得輸入功率◆：193瓦特

$3,980

闊35.7 x 深26.2 x 高56厘米

重12.4公斤

抽濕（自動/連續）、乾衣（自動/連
續）、衣物除臭、空氣淨化

3種擺動風向：廣角、上方、下方

水平送風角度選擇：手動調校風向葉

室內濕度顯示

水滿亮燈及響鬧提示

定時關機掣（2、4或6小時）

兒童安全鎖功能

HEPA過濾器（廠商建議每5年更換
1次，每塊$400）

保用期：全機2年，壓縮機2年

11

Turbo Italy
TDH-15BC

總評：★★★★ 量得輸入功率◆：190瓦特

$2,398

闊30 x 深22.5 x 高52.3厘米

重13公斤

自動抽濕、自選濕度、靜音、連
續抽濕

室內濕度及溫度顯示

水滿亮燈及響鬧提示

定時關機掣（2、4或8小時）

保用期：全機1年，壓縮機1年

9

豐澤牌 Fortress
FDH2014

總評：★★★1 量得輸入功率◆：256瓦特

$2,888

闊33.4 x 深22 x 高57厘米

重11.2公斤

自選濕度、連續抽濕、乾衣

室內濕度及溫度顯示

水滿亮燈及響鬧提示

預設啟動時間掣（1-24小時）

定時關機掣（1-24小時）

保用期：全機2年，壓縮機2年

12

壓縮式樣本（標準環境下的聲稱每日抽濕量介乎 7.72 升至10 升）

 尺寸及重量由實驗室量得。

 保用期資料由代理商向本會提供，只供參考，消費者購買時應向代理商查詢。

 售價由代理商提供，不同零售商的售價或有差別。

◆ 在標準環境下，樣本以抽濕模式操作時量得。

 ✽ 樣本#2的代理商指「2年全機保用」推廣期由2015年5月4日起至另行通知，
而在推廣期前購買的客戶，全機及壓縮機保用期分別為1年及5年。

註

KDK
GZJ90H

總評：★★★ 量得輸入功率◆：371瓦特

$2,080

闊39 x 深19.3 x 高52厘米

重7.9公斤

抽濕（自動 / 一般 / 靜音）、乾
衣（一般 / 快速 / 連續快速）

3種擺動風向：廣角、上方、下方

4種水平送風角度選擇：廣闊、
正常、集中、搖擺

室內濕度顯示

水滿亮燈提示

定時關機掣（2、4或6小時）

保用期：全機1年

13 東芝 Toshiba
RAD-DS70XH

總評：★★★ 量得輸入功率◆：328瓦特

$2,580

闊34 x 深19.5 x 高49.5厘米

重7.2公斤

抽濕（自動 / 標準 / 靜音）、乾
衣（連續 / 標準 / 節能）

3種擺動風向：廣角、上方、下方

室內濕度顯示

水滿亮燈及響鬧提示

定時關機掣（2、4或8小時）

保用期：全機2年

14

熱石式樣本

溫度及濕度的非標準環境下量度的聲稱

數值作產品比較。消費者應參考能源標籤

（壓縮式抽濕機必須附有）上標示的抽濕

量，此抽濕量是根據標籤計劃的規定在

標準環境下量度的數值；而本會在標準環

境下量得大部分壓縮式樣本的抽濕量與

其聲稱差異較小。

至於熱石式抽濕機，本會建議廠

商在標註每日抽濕量時，應考慮額外標

示較能反映實際使用情況的測試環境

（例如適用於壓縮式抽濕機的美國國家

標準採用的測試環境26.7℃及相對濕度

60%，或20℃及相對濕度60%）下量度

的數值。



抽濕機測試結果

編	
號

牌子 型號
售價
[1]

聲稱	
來源
地

聲稱	
盛水器
有效
容量	
(升)
[2]

	 	 	 	 	 	 	 	 抽濕效能

寧靜
程度
[11]

安全程度
[12]

使用
方便	
程度
[13]

總評
[14]

機電署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的標準測試環境（26.7℃、相對濕度60%）[3] 				廠商慣用	的量度環境（30℃、相對濕度80%）[3] 低溫量度環境（20℃、相對濕度60%）[3] 量得每
日抽濕
量與聲
稱的吻
合程度
[10]

聲稱	
每日
抽濕量	
（升）[4]

量得每日
抽濕量（升）

與聲稱	
相差
[5]

能源效率	
（升/1度電）

[6]

能源效益級別	[7] 聲稱每
日抽濕量
（升）
[4]

		量得	每日抽濕量
		（升）

與聲稱	
相差
[5]

能源效率	
（升/1度電）
[6]	[9]

聲稱
每日
抽濕量
(升)[4]

量得每日
抽濕量		
（升）

與聲稱	
相差
[5]

能源效率	
（升/1度電）
[6]	[9]

能源
標籤	
標示

根據本會測
試結果計算
[8]

壓縮式樣本（標準環境下的聲稱每日抽濕量介乎11.8升至15.5升）

1 Panasonic F-YCK27H $5,880 台灣 5 15.5 14.81 --4.4% 2.44 ●●●●● 1級 1級 27 26.99 0.0% 3.59 ●●●●● — 10.33 — 2.05 ●●●●● ●●●●0 ●●●● ●●●●● ●●●0 ★★★★1

2 開利 
Carrier

DC-22DA $2,980 中國 5.8 11.8 12.09 +2.5% 1.94 ●●●●0 1級 1級 22 22.70 +3.2% 3.39 ●●●●● — 8.41 — 1.50 ●●●● ●●●●● ●●●0 ●●●●● ●●●0 ★★★★1

3 飛歌 
Philco

PDY25W $3,498 中國 4.2 14 13.29 --5.1% 1.88 ●●●● 1級 1級 25 23.30 --6.8% 2.89 ●●●●0 — 9.92 — 1.55 ●●●● ●●●● ●●●0 ●●●●● ●●● ★★★★

4 De'Longhi DDSE20 $3,488 中國 4.5
14.78

13.68 
--7.4%

1.80 ●●●● 1級 2級◇ 20▽
21.13 

--0.5%▽
2.38 

●●●● — 9.08 — 1.40 ●●●● ●●●● ●●●0 ●●●●● ●●●0 ★★★★
14.4▼ --5.0% 19.90▽ 2.23▽

5 惠而浦 
Whirlpool

SS289 $4,288 中國 5 13.6※
13.24 

--4.8%※
1.76 

●●●● 1級 2級◇ 24※
22.78 

--5.9%※
2.64 

●●●● — 9.44 — 1.41 ●●●● ●●●● ●●●0 ●●●●● ●●●0 ★★★★
12.95※ 1.73※ 22.58※ 2.66※

6 金章牌 
Zanussi

ZD228DA $3,498 中國 4 12 11.78 --1.8% 1.55 ●●●0 2級 2級 22 20.91 --4.9% 2.36 ●●●● — 8.85 — 1.35 ●●●0 ●●●● ●●●0 ●●●●● ●●●0 ★★★★

壓縮式樣本（標準環境下的聲稱每日抽濕量介乎7.72升至10升）

7 LG LD106DLD0 $3,690 韓國 4 10 10.12 +1.2% 1.99 ●●●●0 1級 1級 18.7 18.74 +0.2% 3.06 ●●●●0 — 6.30 — 1.54 ●●●● ●●●●● ●●●● ●●●●0 a ●●●0 ★★★★1

8 好運達 
Rowenta

DH4116G0 $3,198 中國 5
8▼

8.26 
+3.2%

1.82 ●●●● 1級 1級 16 15.48 --3.3% 3.08 ●●●●0 — 5.55 — 1.33 ●●●0 ●●●●0 ●●●● ●●●●● ●●●0 ★★★★
7.72 +7%

9 Turbo Italy TDH-15BC $2,398 中國 2.5 7.8 8.45 +8.3% 1.85 ●●●● 1級 1級 15 14.39 --4.1% 2.78 ●●●● — 5.50 — 1.36 ●●●0 ●●●●0 ●●●● ●●●●● ●●●0 ★★★★

10
三菱電機	 
Mitsubishi 
Electric

MJ-E82GH-H $4,030 日本 3.8 8.2 8.04 --2.0% 1.56 ●●●0 1級 2級◇ 14 15.29 +9.2% 2.56 ●●●● — 5.49 — 1.20 ●●●0 ●●●●0 ●●●● ●●●●● ●●●● ★★★★

11 聲寶牌 
Sharp

DW-E16FA-W $3,980 中國 3 8.8 8.41 --4.5% 1.79 ●●●● 1級 1級 16 14.55 --9.0% 2.83 ●●●●0 — 5.67 — 1.33 ●●●0 ●●●0 ●●●0 ●●●●● ●●●● ★★★★

12 豐澤牌	
Fortress

FDH2014 $2,888 中國 5 9.5 9.75 +2.7% 1.58 ●●●0 1級 2級◇ 20 16.64 --16.8% 2.33 ●●●● — 7.01 — 1.29 ●●●0 ●●0 ●●●0 ●●●0 b c ●●●● ★★★1

熱石式樣本

13 KDK GZJ90H $2,080 中國 2.9 — 4.60 — 0.52 ●● — — 9▲※
5.04 

--1.8%▲※
0.56 

●● — 4.84 — 0.54 ●● ●●●●0 ●●●● ●●●●● ●●●● ★★★
8.84▲※ 0.57▲※

14 東芝 
Toshiba

RAD-
DS70XH $2,580 中國 2.5 — 3.78 — 0.48 ●● — — — 4.05 — 0.51 ●● 7※

3.78 
--10.5%※

0.48 
●● ●●●0 ●●●● ●●●●● ●●●● ★★★

6.26※ 0.46※

● 或 ★ 愈多，表示該項表現愈佳，最多五粒。

全部樣本都通過極端環境下的操作測試及低溫測試。

[1] 售價由代理商提供，不同零售商的售價或有差別。

[2] 盛水器在水滿自動停機時的載水量。

[3] 目前並沒有適用於熱石式家用抽濕機效能測試的國際/地區/國家標準，而強制
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亦不涵蓋該類抽濕機。本會進行是次比較測試時，亦參考
ANSI/AHAM的壓縮式抽濕機標準DH-1-2008的測試方法為熱石式抽濕機作測
試，供消費者參考。

 標準測試環境下量得的每日抽濕量是根據ANSI/AHAM標準進行6小時的抽濕
量測試，然後將測試結果按標準的公式計算得出。

 由於標準的公式只適用於標準測試環境，故廠商慣用的量度環境及低溫量度環
境方面，實驗室在計算每日抽濕量時，是以6小時量得的抽濕量乘4倍得出。

 樣本#5、#13及#14的部分聲稱抽濕量是在乾衣操作模式下量得，因此本會在相
關的測試環境下，為該三款型號的樣本額外在乾衣操作模式下進行測試。

 ※  乾衣操作模式下所得的數值。該樣本沒有※標誌的量得每日抽濕量及能源效率數值      
 為樣本在抽濕操作模式下所得的數值。

 ▽  在32℃及80%相對濕度下所得的數值。
 ▲  在27℃及80%相對濕度下所得的數值。

[4] 表列數值源自樣本名牌（nameplate）、說明書、宣傳單張的資料或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
計劃的「表列型號紀錄冊」上的額定數值。

 ▼  表列數值源自該型號在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的「表列型號紀錄冊」上的額定 
 數值。

 —  樣本沒有標示在此環境下量度的聲稱每日抽濕量。

[5] 量得的每日抽濕量與聲稱數值的差異。正數表示量得的數值比聲稱的數值高，負數則相
反。表列的量得每日抽濕量經四捨五入，計算與聲稱數值的差異時則採用實際數值，而
非以表列的數值計算。

 —  樣本沒有標示在此環境下量度的聲稱每日抽濕量，故不能作比較。

[6] 數值愈大，表示樣本耗用每一度電時的抽濕量愈高，即愈省電。
 雖然部分樣本額外在乾衣操作模式下進行了測試，但全部樣本的評分都以其在抽濕操

作模式下的能源效率計算。

[7]  能源效益級別分為1至5級，1級表示其能源效率在同一聲稱抽濕量的抽濕機中 
 最高、最省電。

  — 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並不涵蓋熱石式抽濕機。

[8]  根據本會在標準測試環境下量得的能源效率及其聲稱每日抽濕量計算。
  ◇ 雖然本會為「De'Longhi」DDSE20（#4）、「惠而浦」SS289（#5）、「三菱電機」 

 MJ-E82GH-H（#10）及「豐澤牌」FDH2014（#12）樣本計算出的級別較其能源 
 標籤上標示的級別低，但本會在標準測試環境下量得的能源效率，與有關代理 
 商早前呈交予機電署的數值的差異（#4、#5、#10及#12分別為-7.9%、-9.8%、 
 -3.0%及-5.5%），都在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可接受的公差範圍（-10%）內， 
 所以根據本會的測試結果，樣本#4、#5、#10及#12都沒有違反標籤計劃的要求。 
 本會已將測試結果交機電署跟進。

[9]  沒有國際/地區/國家標準可依據，數據只供參考。

[10]	 根據樣本在3個量度環境下最大差異的百分比來評分。

[11]  綜合樣本在最高及最低風速下的表現。

註 [12]		 英文字母代表有改善空間的項目：
  a 在拆下盛水器後，樣本的個別內部帶電部分與被視為可接觸部分之間的絕緣距離不足。
  b 樣本的內部部分塑膠物料在耐熱測試（球壓測試）的表現有改善空間。
  c 樣本的外殼及內部部分塑膠物料在阻燃測試（針燄測試）的表現有改善空間。

[13]  評審項目包括抽濕機功能、盛水器的裝卸、搬動抽濕機、顯示燈、選擇掣、風向葉調校、 
 隔塵裝置及說明書等。

[14]  總評比重： 
 能源效率： 標準測試環境 30% 
   廠商慣用的量度環境   5% 
   低溫量度環境 20% 
 量得每日抽濕量與聲稱的吻合程度 15% 
 寧靜程度  10% 
 安全程度  10% 
 使用方便程度 10% 
 若量得每日抽濕量與聲稱的吻合程度不理想，總評會受到局限。

熱石式樣本抽濕表現較穩定
壓縮式抽濕機的抽濕表現容易受溫

度及濕度影響。以是次測試為例，廠商慣

用環境的溫度及濕度都較標準環境高，同

一個壓縮式樣本在廠商慣用環境下得出的

每日抽濕量及能源效率，都比在標準環境

下得出的高。熱石式樣本的抽濕表現則較

穩定，在所採用的三個測試環境下得出的

抽濕量及能源效率都大致相若。

7 款操作較寧靜
測試方法是在距離機身0 .5米的

位置，量度樣本在最高及最低風速時的

噪音水平。綜合不同風速下的表現，樣本

「Panasonic」（#1）、「LG」（#7）、「好運

達Rowenta」（#8）、「Turbo Italy」（#9）、

「三菱電機Mitsubishi Electric」（#10）、

「KDK」（#13）及「東芝Toshiba」（#14）的

噪音較低。



抽濕機測試結果

編	
號

牌子 型號
售價
[1]

聲稱	
來源
地

聲稱	
盛水器
有效
容量	
(升)
[2]

	 	 	 	 	 	 	 	 抽濕效能

寧靜
程度
[11]

安全程度
[12]

使用
方便	
程度
[13]

總評
[14]

機電署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的標準測試環境（26.7℃、相對濕度60%）[3] 				廠商慣用	的量度環境（30℃、相對濕度80%）[3] 低溫量度環境（20℃、相對濕度60%）[3] 量得每
日抽濕
量與聲
稱的吻
合程度
[10]

聲稱	
每日
抽濕量	
（升）[4]

量得每日
抽濕量（升）

與聲稱	
相差
[5]

能源效率	
（升/1度電）

[6]

能源效益級別	[7] 聲稱每
日抽濕量
（升）
[4]

		量得	每日抽濕量
		（升）

與聲稱	
相差
[5]

能源效率	
（升/1度電）
[6]	[9]

聲稱
每日
抽濕量
(升)[4]

量得每日
抽濕量		
（升）

與聲稱	
相差
[5]

能源效率	
（升/1度電）
[6]	[9]

能源
標籤	
標示

根據本會測
試結果計算
[8]

壓縮式樣本（標準環境下的聲稱每日抽濕量介乎11.8升至15.5升）

1 Panasonic F-YCK27H $5,880 台灣 5 15.5 14.81 --4.4% 2.44 ●●●●● 1級 1級 27 26.99 0.0% 3.59 ●●●●● — 10.33 — 2.05 ●●●●● ●●●●0 ●●●● ●●●●● ●●●0 ★★★★1

2 開利 
Carrier

DC-22DA $2,980 中國 5.8 11.8 12.09 +2.5% 1.94 ●●●●0 1級 1級 22 22.70 +3.2% 3.39 ●●●●● — 8.41 — 1.50 ●●●● ●●●●● ●●●0 ●●●●● ●●●0 ★★★★1

3 飛歌 
Philco

PDY25W $3,498 中國 4.2 14 13.29 --5.1% 1.88 ●●●● 1級 1級 25 23.30 --6.8% 2.89 ●●●●0 — 9.92 — 1.55 ●●●● ●●●● ●●●0 ●●●●● ●●● ★★★★

4 De'Longhi DDSE20 $3,488 中國 4.5
14.78

13.68 
--7.4%

1.80 ●●●● 1級 2級◇ 20▽
21.13 

--0.5%▽
2.38 

●●●● — 9.08 — 1.40 ●●●● ●●●● ●●●0 ●●●●● ●●●0 ★★★★
14.4▼ --5.0% 19.90▽ 2.23▽

5 惠而浦 
Whirlpool

SS289 $4,288 中國 5 13.6※
13.24 

--4.8%※
1.76 

●●●● 1級 2級◇ 24※
22.78 

--5.9%※
2.64 

●●●● — 9.44 — 1.41 ●●●● ●●●● ●●●0 ●●●●● ●●●0 ★★★★
12.95※ 1.73※ 22.58※ 2.66※

6 金章牌 
Zanussi

ZD228DA $3,498 中國 4 12 11.78 --1.8% 1.55 ●●●0 2級 2級 22 20.91 --4.9% 2.36 ●●●● — 8.85 — 1.35 ●●●0 ●●●● ●●●0 ●●●●● ●●●0 ★★★★

壓縮式樣本（標準環境下的聲稱每日抽濕量介乎7.72升至10升）

7 LG LD106DLD0 $3,690 韓國 4 10 10.12 +1.2% 1.99 ●●●●0 1級 1級 18.7 18.74 +0.2% 3.06 ●●●●0 — 6.30 — 1.54 ●●●● ●●●●● ●●●● ●●●●0 a ●●●0 ★★★★1

8 好運達 
Rowenta

DH4116G0 $3,198 中國 5
8▼

8.26 
+3.2%

1.82 ●●●● 1級 1級 16 15.48 --3.3% 3.08 ●●●●0 — 5.55 — 1.33 ●●●0 ●●●●0 ●●●● ●●●●● ●●●0 ★★★★
7.72 +7%

9 Turbo Italy TDH-15BC $2,398 中國 2.5 7.8 8.45 +8.3% 1.85 ●●●● 1級 1級 15 14.39 --4.1% 2.78 ●●●● — 5.50 — 1.36 ●●●0 ●●●●0 ●●●● ●●●●● ●●●0 ★★★★

10
三菱電機	 
Mitsubishi 
Electric

MJ-E82GH-H $4,030 日本 3.8 8.2 8.04 --2.0% 1.56 ●●●0 1級 2級◇ 14 15.29 +9.2% 2.56 ●●●● — 5.49 — 1.20 ●●●0 ●●●●0 ●●●● ●●●●● ●●●● ★★★★

11 聲寶牌 
Sharp

DW-E16FA-W $3,980 中國 3 8.8 8.41 --4.5% 1.79 ●●●● 1級 1級 16 14.55 --9.0% 2.83 ●●●●0 — 5.67 — 1.33 ●●●0 ●●●0 ●●●0 ●●●●● ●●●● ★★★★

12 豐澤牌	
Fortress

FDH2014 $2,888 中國 5 9.5 9.75 +2.7% 1.58 ●●●0 1級 2級◇ 20 16.64 --16.8% 2.33 ●●●● — 7.01 — 1.29 ●●●0 ●●0 ●●●0 ●●●0 b c ●●●● ★★★1

熱石式樣本

13 KDK GZJ90H $2,080 中國 2.9 — 4.60 — 0.52 ●● — — 9▲※
5.04 

--1.8%▲※
0.56 

●● — 4.84 — 0.54 ●● ●●●●0 ●●●● ●●●●● ●●●● ★★★
8.84▲※ 0.57▲※

14 東芝 
Toshiba

RAD-
DS70XH $2,580 中國 2.5 — 3.78 — 0.48 ●● — — — 4.05 — 0.51 ●● 7※

3.78 
--10.5%※

0.48 
●● ●●●0 ●●●● ●●●●● ●●●● ★★★

6.26※ 0.46※

● 或 ★ 愈多，表示該項表現愈佳，最多五粒。

全部樣本都通過極端環境下的操作測試及低溫測試。

[1] 售價由代理商提供，不同零售商的售價或有差別。

[2] 盛水器在水滿自動停機時的載水量。

[3] 目前並沒有適用於熱石式家用抽濕機效能測試的國際/地區/國家標準，而強制
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亦不涵蓋該類抽濕機。本會進行是次比較測試時，亦參考
ANSI/AHAM的壓縮式抽濕機標準DH-1-2008的測試方法為熱石式抽濕機作測
試，供消費者參考。

 標準測試環境下量得的每日抽濕量是根據ANSI/AHAM標準進行6小時的抽濕
量測試，然後將測試結果按標準的公式計算得出。

 由於標準的公式只適用於標準測試環境，故廠商慣用的量度環境及低溫量度環
境方面，實驗室在計算每日抽濕量時，是以6小時量得的抽濕量乘4倍得出。

 樣本#5、#13及#14的部分聲稱抽濕量是在乾衣操作模式下量得，因此本會在相
關的測試環境下，為該三款型號的樣本額外在乾衣操作模式下進行測試。

 ※  乾衣操作模式下所得的數值。該樣本沒有※標誌的量得每日抽濕量及能源效率數值      
 為樣本在抽濕操作模式下所得的數值。

 ▽  在32℃及80%相對濕度下所得的數值。
 ▲  在27℃及80%相對濕度下所得的數值。

[4] 表列數值源自樣本名牌（nameplate）、說明書、宣傳單張的資料或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
計劃的「表列型號紀錄冊」上的額定數值。

 ▼  表列數值源自該型號在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的「表列型號紀錄冊」上的額定 
 數值。

 —  樣本沒有標示在此環境下量度的聲稱每日抽濕量。

[5] 量得的每日抽濕量與聲稱數值的差異。正數表示量得的數值比聲稱的數值高，負數則相
反。表列的量得每日抽濕量經四捨五入，計算與聲稱數值的差異時則採用實際數值，而
非以表列的數值計算。

 —  樣本沒有標示在此環境下量度的聲稱每日抽濕量，故不能作比較。

[6] 數值愈大，表示樣本耗用每一度電時的抽濕量愈高，即愈省電。
 雖然部分樣本額外在乾衣操作模式下進行了測試，但全部樣本的評分都以其在抽濕操

作模式下的能源效率計算。

[7]  能源效益級別分為1至5級，1級表示其能源效率在同一聲稱抽濕量的抽濕機中 
 最高、最省電。

  — 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並不涵蓋熱石式抽濕機。

[8]  根據本會在標準測試環境下量得的能源效率及其聲稱每日抽濕量計算。
  ◇ 雖然本會為「De'Longhi」DDSE20（#4）、「惠而浦」SS289（#5）、「三菱電機」 

 MJ-E82GH-H（#10）及「豐澤牌」FDH2014（#12）樣本計算出的級別較其能源 
 標籤上標示的級別低，但本會在標準測試環境下量得的能源效率，與有關代理 
 商早前呈交予機電署的數值的差異（#4、#5、#10及#12分別為-7.9%、-9.8%、 
 -3.0%及-5.5%），都在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可接受的公差範圍（-10%）內， 
 所以根據本會的測試結果，樣本#4、#5、#10及#12都沒有違反標籤計劃的要求。 
 本會已將測試結果交機電署跟進。

[9]  沒有國際/地區/國家標準可依據，數據只供參考。

[10]	 根據樣本在3個量度環境下最大差異的百分比來評分。

[11]  綜合樣本在最高及最低風速下的表現。

註 [12]		 英文字母代表有改善空間的項目：
  a 在拆下盛水器後，樣本的個別內部帶電部分與被視為可接觸部分之間的絕緣距離不足。
  b 樣本的內部部分塑膠物料在耐熱測試（球壓測試）的表現有改善空間。
  c 樣本的外殼及內部部分塑膠物料在阻燃測試（針燄測試）的表現有改善空間。

[13]  評審項目包括抽濕機功能、盛水器的裝卸、搬動抽濕機、顯示燈、選擇掣、風向葉調校、 
 隔塵裝置及說明書等。

[14]  總評比重： 
 能源效率： 標準測試環境 30% 
   廠商慣用的量度環境   5% 
   低溫量度環境 20% 
 量得每日抽濕量與聲稱的吻合程度 15% 
 寧靜程度  10% 
 安全程度  10% 
 使用方便程度 10% 
 若量得每日抽濕量與聲稱的吻合程度不理想，總評會受到局限。

壓縮式抽濕機的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自2010年起實施，截至今年1月中，約5成在該計劃的「表列型號紀

錄冊」內的抽濕機型號屬1級能源效益級別，而2級則佔約3成半。現時美國、加拿大、韓國及台灣各自實施其抽濕機

能源標籤計劃，雖然採用的測試標準或評級準則跟本港不同，然而在粗略比較下可見，本港的能源效益級別要求跟

上述國家或地區的要求大致相若，而在某些抽濕量組別，本港的要求可能更高。以台灣的標籤計劃為例，一部聲稱

在標準環境下每日抽濕量為10升的壓縮式抽濕機如要獲得當地的1級能源效率等級，其在標準環境下的能源效率數值

（單位為公升/千瓦小時）需達1.68以上；而若要獲得本港的1級能源效益級別，其在標準環境下的能源效率數值則

需達1.85或以上。至於美國及加拿大的能源之星（Energy Star）標籤，由於屬「確認式」標籤，所以沒有級別之分。

香港 vs 美加韓台的能源效益級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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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測試：2 款有改善空間
參考國際標準IEC 60335-2-40進

行了10項測試，包括（1）防觸電保護、

（2）工作溫度下的洩漏電流及電氣強

度、（3）防水、（4）洩漏電流及電氣強度、

（5）結構、（6）內部接線、（7）電源連接

及外部軟線、（8）接地裝置、（9）電氣間

隙、爬電距離和絕緣厚度及（10）耐熱和

耐燃。12款樣本通過所有測試，其餘2款

樣本在部分測試項目有改善空間，例如個

別樣本的部分塑膠物料在阻燃測試或耐

熱測試的表現有改善空間等（詳情見附表

內的測試結果）。本會已將測試結果交機

電署跟進。

極端環境下操作測試
為測試樣本在極端環境下是否仍操

作正常及零件會否受損，將測試環境的溫

度、濕度分別調校至較高溫度及較低濕度

（32.2℃及相對濕度50%），並以非正常電

壓供電，操作樣本2小時後停機2分鐘，重

新接通電源後再操作1小時，結果全部樣本

都通過測試。

低溫測試
有些抽濕機遇上較冷及濕度較高的

環境時，冷管很容易結霜。按ANSI/AHAM

標準進行低溫測試，將環境溫度維持在

18.3℃，相對濕度60%，然後操作樣本，結

果所有樣本都通過測試，在低溫環境下沒

有出現結霜情況。

使用方便程度
評審項目主要包括抽濕機功能和

設計、盛水器的裝卸、搬動抽濕機、顯示

燈、掣鈕的操作、風向葉調校、隔塵裝置、

說明書及標註等是否方便易用。主要發現

如下：

● 體積及重量：「Turbo Ita ly」（#9）、

「KDK」（#13）及「東芝Tosh i ba」

（#14）的體積較細，佔用家居較少位

1. 配合居所需要：若居住面積大、或住在近海或潮濕地區，又或要求快速抽

濕，可選用每日抽濕量較高的型號，反之亦然。

2. 留意能源標籤：壓縮式抽濕機必須附有能源標籤，除註明能源效益級別外，

亦列出其能源效率及抽濕量數值，選擇時應同時查看。

3. 自動濕度控制既省電亦避免室內太乾燥：抽濕機普遍設有自動濕度控制功

能，可因應濕度下降及上升而自動停機及重新開機，既省電又可保持理想的

濕度水平。

4. 盛水器：容量較大的可減少倒水次數。

5. 有腳輪或有手柄的型號：易於移動，尤其是體積較大及較重的型號。可向四

周不同方向移動的腳輪，比只可向左右移動的腳輪更方便。

6. 考慮是否需要全年開動抽濕機：從本會過往及是次的測試結果所見，壓縮式

及混合式（即結合壓縮式及熱石式的原理）抽濕機的抽濕表現容易受溫度及

濕度影響。熱石式抽濕機則較穩定，可能比較適合冬季至初春溫度較低的時

節亦需要使用抽濕機的用戶，雖然能源效率一般較低，但機身通常較小較

輕，操作亦較寧靜，而且在抽濕時亦可能令機身附近空間相對較暖。

置，其中熱石式樣本#13及#14亦較其

他樣本輕。樣本#14機身最細最輕，但

抽濕量最低。

● 盛水器容量：根據抽濕速度及盛水器有

效容量推算，「好運達Rowenta」（#8）、

「KDK」（#13）及「東芝Tosh i ba」

（#14）的倒水次數會較少。

● 預設開機關機：全部樣本都有定時關機

掣，讓用戶預設關機時間，以免開機時

間太長或忘記關機，其中樣本#2、#4、

#6、#8及#12的可設定時間最長達24

小時。樣本#2、#3、#4、#6、#8、#10

及#12並可預設啟動時間。

● 腳輪：除了機身最輕的#13及#14外，其

餘樣本都設有腳輪，其中「開利Carrier」

（#2）、「De'Longhi」（#4）、「LG」

（#7）、「好運達Rowenta」（#8）及「豐

澤牌Fortress」（#12）的腳輪可向四周

不同方向移動，搬移較方便，其餘樣本

的腳輪只可向左右移動。

● 風向葉：「De'Longhi」（#4）的風向葉不

可調校方向；「Turbo Italy」（#9）及「豐

澤牌Fortress」（#12）的風向葉只可手

動調校方向，不能自動搖擺。

● 說明書：全部樣本的說明書都大致清晰

易明。

● 出風口欠缺遮蓋：「De'Longhi」（#4）的

出風口向上而欠缺遮蓋，當不使用抽濕

機時，塵埃容易從出風口落入機內。

機電署定期抽查市面產品
機電署表示，為確保本地製造商及進

口商所聲稱的產品型號的能源效益表現與

產品的實際能源效益表現相符，這些製造

商及進口商為其產品申請能源標籤參考編
善用定時關機掣，以免開機時間太長或

忘記關機。

選擇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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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環境下量得每日抽濕量介乎11

升至15升的壓縮式型號：

「Panasonic」F-YCK27H（#1，

$5,880）及「開利Carr ier」DC-22DA

（#2，$2,980）都獲4星半總評，其中

#1能源效率最高而操作較寧靜，#2能

源效率亦高而售價較低。「飛歌Philco」

PDY25W（#3，$3,498）能源效率不

俗，獲4星總評，亦可考慮。

標準環境下量得每日抽濕量11升以

下的壓縮式/熱石式型號：

對抽濕速度要求不高的用戶，可考慮

獲4星半總評的「LG」LD106DLD0（#7，

$3,690），能源效率高，量得抽濕量與

聲稱吻合度亦高。獲4星總評的「好運達

Rowenta」DH4116G0（#8，$3,198）及

「Turbo Italy」TDH-15BC（#9，$2,398）

整體表現不俗，亦可考慮。

讀者不妨同時參考本刊第448期

（2014年2月出版）及424期（2012年2

月出版）的抽濕機測試報告，當中部分測

試型號仍然有售，結合起來會有較全面的

產品覆蓋。

選擇指 南
號時，必須提交由認可實驗所發出的測試

報告。

另外，機電署亦會在市場上挑選「表

列型號紀錄冊」內型號的樣本，交由獨立

實驗所進行監察測試，以檢查有關產品

的實際能源效益表現是否符合能源標籤

所載的資料。如發現有關型號的產品不

符合其所呈交給該署的資料，會將其參

考編號從紀錄冊上删除，而該型號將不

得在本港供應。該署會向消費者公布這

類不符合規定的產品，過往的有關測試

結果可於該署的網頁瀏覽（網址：http://

www.energylabel.emsd.gov.hk/tc/about/

compliance_monitoring_testing.html）。

至於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實施後，

因未能符合標籤計劃要求而被該署删除

參考編號的抽濕機詳情，見該署網頁（網

址：http://www.energylabel .emsd.gov.

hk/tc/households/dh/select_dh_result.

php?type=removed）。

安全測試方面，機電署表示，根據是

次測試結果，所有測試型號在正常操作下

均不會構成危險。至於部分測試樣本未能

完全符合國際安全標準的要求，該署稱已

聯絡有關供應商跟進。該署提醒消費者，

若發現電氣產品出現不正常情況，應立即

停用，把電源關掉，並聯絡供應商檢查和

維修，確保家居安全。

海關意見 
海關指正研究及瞭解相關報告，如

有需要會作出適當跟進。

廠商意見 
「Panasonic」（#1）不同意本會的效

能測試結果，指根據廠方及認可的獨立實

驗所的多次測試結果，在標準環境下量得

的每日抽濕量都較其聲稱數值高。

「開利Carrier」（#2）表示廠方量得的

噪音水平較本會的測試結果為佳。

「飛歌Philco」（#3）表示本會量得

的抽濕量與其聲稱數值有輕微差異，可能

是測試環境、儀器及設備的不同而導致，

而此輕微差異，完全符合機電署所訂的容

許範圍值之內；至於本會量得的噪音水平

比廠方在全吸音的噪音測試室內量得的略

高，可能是測試環境、儀器及設備的不同

而導致。

「De'Longhi」（#4）表示本會的測

試結果符合機電署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

計劃的要求；又向本會提供測試報告，

表示產品的能源效率達1級能源效益

級別。

「惠而浦Whirlpool」（#5）表示

測試型號是經過認可的獨立認證機

構進行效能測試並通過

要求，而結構、設計、物料及規格自產品推出

後從未更改；又指就能源效率的波動偏高的

問題，已督促廠方將產品的能源效率進一步

提升及保持穩定。

「LG」（#7）表示產品在拆下盛水器

後會自動切斷壓縮機的電源，而在此狀況

下，有關的絕緣距離位置的電壓不足1伏

特，認為產品符合安全標準要求。（本會

按：本會委託的實驗所評估時已考慮上述

廠商意見。）

「三菱電機Mitsub ish i E lectr ic」

（#10）表示產品的能源效率達1級能源

效益級別，並向本會提供測試報告，該公

司認為該測試報告的結果與本會的測試

結果有差異，可能是由於測試設備的不同

http://www.energylabel.emsd.gov.hk/tc/about/compliance_monitoring_testing.html
http://www.energylabel.emsd.gov.hk/tc/about/compliance_monitoring_testing.html
http://www.energylabel.emsd.gov.hk/tc/about/compliance_monitoring_testing.html
http://www.energylabel.emsd.gov.hk/tc/households/dh/select_dh_result.php?type=removed
http://www.energylabel.emsd.gov.hk/tc/households/dh/select_dh_result.php?type=removed
http://www.energylabel.emsd.gov.hk/tc/households/dh/select_dh_result.php?type=rem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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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測試；3.能源效益方面，其提供的檢測報告

證明該產品達到1級能源效益級別，跟產

品上的能源標籤一致。（本會按：本會委託

的實驗所進行的安全及效能測試獲當地的

實驗所認可計劃認可，而有關的認可計劃

與香港認可處的「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

相互承認。）

「東芝Toshiba」（#14）表示根據廠方

在2015年12月的測試結果，該產品的抽濕

量是在廠方所訂的容許範圍值內；又指本會

量得的噪音水平因測量方法不同而與廠方

存有差異，同時量度的背景噪音水平亦較

廠方為高。 

而導致；而本會的測試結果符合機電署強

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的要求；該公司指

本會的噪音測試並非在全吸音測試室內進

行，背景噪音水平較高，量得的噪音水平不

能反映產品的實際表現。（本會按：所有樣

本的噪音水平都在同一實驗室量度，所得

結果可作簡單的比較，而本會評估各樣本

的寧靜程度時已考慮廠商的有關意見。）

「聲寶牌Sharp」（#11）向本

會提供效能測試報告，表示曾

委託為本會進行效能測試的

同一家獨立實驗所，為其提供

的測試型號樣本在標準環境

下進行效能測試，量得的每日抽

濕量較本會的樣本得出的高。

「豐澤牌Fortress」（#12）不認同本

會的測試結果，並向本會提供由獲國際認

可的檢測及認證機構發出有關該產品安全

及性能的測試報告及證書（下稱「檢測報

告」），表示該些檢測及認證機構的相關實

驗室均具備測試抽濕機的資格，並證明測

試型號的產品符合國際安全標準及所聲稱

的產品性能。對本會的測試結果，該代理

商指：1.抽濕量方面，其提供的檢測報告顯

示該產品的抽濕量符合產品聲稱，遠較本

會測試結果的抽濕量為高，認為本會所委

託的實驗室沒有以最適當方法測試該產

品，以致其未能發揮最佳性能；2.產品安全

方面，其提供的檢測報告指出內部塑膠連

接頭物料已通過耐熱測試，以及產品的外

殼及內部塑膠物料並不需作進一步的阻燃

定期清潔盛水器及隔塵

網。若用水沖洗，必須待

晾乾後才裝回。

認得能源標籤呀，

一級最慳電，好簡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