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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subishi Lossnay 通風機
機型：

VL-100U5-E（拉繩開關型）
VL-100EU5-E（壁開關型）
用戶使用說明
請仔細閱讀下列使用說明，以確保安全與正確地
使用本產品。
進行使用操作之前，請先詳閱”安全注意事項說
明”，使您瞭解如何正確與安全地操作 Lossnay 通
風機。
請勿自行安裝本設備。（客戶自行安裝的機具無
法保證安全與性能。）
若是電源線有所損壞，必須要由製造商、服務經
銷商或是相關認證合格人員進行替換維修，以避
免傷害（僅適用於 VL-100U5-E）
−
通知您的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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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項
下列標誌表示因為操作不當導致嚴重傷害。

警告：
這項標誌表示產品處置不當或是非正常操作時
會致使非常嚴重的傷害。

注意：
這 項 標誌 表示 產品 處置不 當 或示 非正 常操 作
時，會導致房屋或是家用品等，會受到損壞或傷
害。

警告
− 請勿切削、傷害或是變換原廠電源
線 *1，或是不正常地彎曲、拉扯、
禁止事項
扭曲或是綑綁。
− 你可能會因為傷害電源線而導
致起火或是受到電擊。
− 請不要在有易燃氣體外洩的狀況
時，撥動 Lossnay 的電源開關
− 電源接觸產生的火花會導致爆
炸發生。請開窗以保持室內通
風。

− 請勿以工具或用外力分解本產品。
− 可能會導致起火、電擊或受傷。
請勿拆解
− 請勿使本產品受潮。
− 可能會導致起火或電擊。
請勿觸水
− 請勿以潮濕的手插入或是拔除插
頭*1。
請勿用濕
手操作
− 可能會導致電擊。
− 在額定電壓使用。
− 否則可能會導致起火或電擊。
您必須依
照指示說 − 確認電源插頭*1 上沒有灰塵。
明操作
− 有灰塵插頭可能會導致短路起
火。
− 將插頭*1 完全地入插座，並確保它
並未鬆動。
− 未妥善插入插座可能導致觸電
或火災。
− 進行維修工作之前請確保關閉電
源斷路器或從牆上插座拔下電源
插頭*1。
− 如果電源在導通的情況下，可
能會導致觸電和燒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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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靈或故障時，請立即停止使用。
− 繼續使用 Lossnay 產品，可能導
致煙霧、火災、觸電或損傷。
* 立即切斷電源斷路器或是從牆
上插座拔除電源插頭*1。然後聯
繫購買的商店進行檢查和修
理。
<失靈或故障情況>
− 當電源接通時扇葉並未轉動
− 當設備運轉時發生奇怪的噪音
或是振動
− 扇葉旋轉緩慢或是不規律
− （馬達需要定期維護）
− 嗅聞到燒焦味
− 安裝的部位發生鏽蝕或損壞的
狀況
− 請確保戶外的空氣進氣部位開啟
定位，以免導入其它燃燒氣體或是
廢氣。
− 如果導入非新鮮空氣，可能會
將房間內地氧氣耗罄。

注意：
禁止事項

請勿觸碰

請勿在浴
室與淋浴
間使用

− 請勿置放燃燒設備在本產品外部
進氣導入的路徑上。
− 燃燒不完全的廢氣會導致意外
發生
− 請勿在過度高溫區域（40°C 或以
上）、明火、易發生油煙或是可以
接觸有機溶劑的場所使用本產品。
− 可能會導致火災。
− 絕對不要將本產品裝設在天花板
上
− 產品掉落時會導致受傷
− 本產品運轉時扇葉會轉動，運轉時
請不要將任何東西物體插入其中。
− 會導致受傷
− 請不要在浴室或其他高度潮濕的
場所使用本產品。
− 可能會導致電擊或故障。

− 請安裝內附的外氣罩。
− 雨水進入產品內部可能導致觸
您必須依
照指示說
電、火災或室內部件被淋濕。
明操作 − 如果使用階梯進行維修工程，一定
要把階梯放在附近沒有其他物件
的平地上。
− 若發生跌倒時避免碰撞其他物
品導致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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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護作業時請戴上手套。
− 未戴上手套可能導致受傷。
− 維修完成之後，請重新牢固地連接
各部件。
− 若有部件掉落可能造成傷害
− 絕對不要以拉扯電源線的方式移
除電源，請捏住插頭以移除電源。
− 可能導致觸電或短路，或是引
起火災。
− 長時間不使用時，請關閉電路斷路
器或從牆上插座拔下電源插頭
− 未能這樣做可能因為絕緣惡化
而發生電擊、或是造成短路發
生火災。
− 如果外面的空氣很冷，風很強、雪
或雨下得很大，有霧或細雪時，請
關閉 Lossnay 和活門。
− 水或雪會透過 Lossnay 的空氣
供應管道滲入，造成損害。
− 這種設備不是供心智孱弱或是缺
乏相關經驗和知識者（包括兒
童），除非由具有使用該設備能力
者，協助操作與安全照護。應確保
兒童不會玩弄相關部件設備。在具
備本設備安全操作能力人員地協
助下，8 歲以上及身心障礙人士，
可以操作本設備。兒童不應玩弄相
關部件設備。清洗和使用者一般性
維護，請在合格人員督導下進行，
不應由兒童進行。）
*1
僅適用於 VL-100U5-E 機型(有電源
插頭的 Lossnay 機型)

使用本產品時
 在冬季運轉時，Lossnay 會將排出的室內
空氣的熱能轉移到引進的室外空氣。
這表示當外界空氣低於-10°C 左右時，面板上或
在產品內部可能形成凝結水或霜。
由於凝結水或霜的形成隨著空氣的微妙變化而
改變（如室內濕度、空氣流量和類似條件），必
要時請切換運轉模式或暫時停止運轉。

 請檢查部件在使用之前，有確實地安裝。
− Lossnay 安裝在牆上嗎？
− Lossnay 產品設計為安裝在牆上。如果安
裝在天花板上，可能會掉落。
− 特製的外氣罩是否安裝在外牆上？
− 外氣罩若未安裝，風和雨可能會侵入造成
本產品的損壞。

− 請勿扭曲面板
− 可能會阻礙通風。
− 請勿以斜角方式拉扯電源拉繩（適用於
VL-100U5-E）
− 機組將無法正確地運轉
− 在下列情況下，停止運轉 Lossnay 並關閉活
門。
− 如果外面的空氣很冷，風很強、雪或雨下
得很大，有濃霧或細雪時。（水或雪會透
過 Lossnay 的空氣供應管道滲入，造成損
害）
− 清潔或是檢驗時（請先暫時停止運轉
Lossnay，完成後再行啟動）

 三菱建議請遠離床邊安裝 Lossnay
如果機組太靠近，你可能聽到運轉噪音，
或感到冷風直吹在床上。

 使用 Lossnay 時請遵守下列注意事項
− 機組周圍不要放置物件。
− 這樣的物件可能會阻擋室內、外空氣的交
換，或是停止運轉。
− 同時也可能會讓您無法使用到達牆上的
電源插座（適用於外掛機型）
。

 比室外罩的篦孔還小的昆蟲可能會侵入
到機組內部。
 馬達和空氣濾網需要定期維修（更換）

至少 5 cm

前方無障礙物

至少 5 cm

至少 5 cm
至少 10 cm

− 其它物體（例如一個書架或有抽屜的櫥櫃）
放置於機組正下方時，請保持水平位置送風。
− 未能這樣做可能導致短路。
− 對著物體直吹的風會使該物體染塵變髒。
− 請勿直接對準機組使用噴霧劑（如殺蟲噴霧
劑、髮膠或清潔劑）
。
− 面板可能會扭曲，脆化，或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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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的時間間隔隨使用頻率的高低，有所
不同

功能

部件名稱
Lossnay 核心
(熱交換器)
核心握把

三菱 Lossnay 通風機
啟動 Lossnay
Lossnay 將室內髒空氣移到室外（排氣）
，並將室
外清新的空氣引入室內（供氣）
。
在供氣時 Lossnay 會將導入的室外空氣提到接近
室溫（如同熱交換器）
* Lossnay 不是一台空調。只是當它在通風時會
進行熱交換。
 Lossnay 不僅送出室內空氣，同時導入新鮮的
空氣，適用于密閉型的住家。
 Lossnay 是一個熱交換器，比單純使用排風機
可提供更低成本的加熱和冷卻功能。
 內建濾網以降低室外空氣中的塵埃、花粉和
其他粒子的數量。
 為了防止凍結或損壞 Lossnay 核心，如果室外
溫度低於-10°C 與室內濕度 40%以上，請停止
本產品運轉。
（其他溫度和濕度條件請參考表
一）
表一
室外溫度°C
-10
-15
-20
-25
室 溫度(°C)
20
20
20
15
內
濕度(%)
40
35
30
30

格柵板

排氣濾網

面板

濾網
框架
室外空氣濾網

活門手把

電源插頭
電源拉繩
(僅適用於 VL-100U5-E 機型)
(僅適用於
VL-100U5-E 機型)

啟動 Lossnay 之前注意事項
準備啟動電源
1. 打開配電盤上的斷路器
電源斷路器

2. 將插頭插入壁上插座（僅適用 VL-100U5-E）
電源插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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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注意事項
− 在下列情況下，停止 Lossnay 運轉，並手動
將活門手把移到最左邊的位置（閉合位置）
以關閉活門。
− 如果外面的空氣很冷，風很強、雪或雨下
得很大，有濃霧或細雪時。（水或雪會透
過 Lossnay 的空氣供應管道滲入，造成損
害）
− 在清潔和檢查時

如果冷的空氣直吹到在您身上
如果冷空氣直接吹到你，請翻格柵板的方向，將
朝你的空氣流動方向從垂直更改為水平。（手動
調整）
格柵板

風向(垂直時)
風向
(水平時)

1. 將活門手把滑至打開的位置。

開

格柵板
格柵板

關

開

電源拉繩
(僅適用於 VL-100U5-E 機型)

關
活門手把

注意：
− 請確保活門手把必須設在打開的位置，然後
才能使用本機。

VL-100U5-E 型適用
2. 切換運轉模式（氣流）
拉動拉繩自 Hi 切換至 LO，再到 OFF 關閉

HI 操作
LO 操作
(操作指示燈亮)

Off
(操作指示燈熄)

VL-100EU5-E 型適用
2. 使用控制開關
電源開關
(開-關)

風速開關
(高-低 風扇速度)

*

如上所示的開關是只是一個例子。根據開關
安裝的不同，操作和指標可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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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
為延長 Lossnay 使用壽命，請至少每六個月，清
理排氣空氣濾網和室外空氣濾網上累積的污垢
和灰塵。

3. 移除 Lossnay 核心
請按下 Lossnay 核心手把上的勾子，並朝向自
己的方向移出。

警告：

核心握把

掛勾

− 對 VL-100U5-E 型進行維修作業之前，請關閉
電路斷路器或從牆上插座拔下電源插頭
− 如果電源在導通的情況下，可能會導致觸
電和燒傷。

注意事項
− 維護機件時請戴上手套。
− 未戴上手套可能會導致損傷。
− 如果使用階梯進行維修工程，一定要把階梯
放在附近沒有其他物件的平地上。
− 跌倒可能導致損傷。

Lossnay
核心

4. 移除室外空氣濾網
1) 按下濾網框架爪，朝你的方向拉，自主體中移
出。
2) 自室外濾網框架中移出濾網

Lossnay 核心與濾網的移除與清潔
1. 關閉電源

1) 關閉 Lossnay 電源
2) 對 VL-100U5-E 型，請關閉電路斷路器或從牆
上插座拔下電源插頭
室外空氣濾網
掛勾

斷路保護器
濾網框架
電源插頭

5. 清潔
清潔室外空氣濾網
清潔：
用吸塵器吸除濾網中的灰塵，接著以含中
性清潔劑的 40°C 溫水，用手洗淨濾網。接
著徹底除去水份。
更換：
清洗過五、六次之後，請更換單獨出售的
料號(P-100F5-E)濾網。

2. 打開面板
請將面板確實地打開
面板

真空吸塵器
室外空氣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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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排氣濾網

6. 清潔後的組裝與檢查

使用真空吸塵器清除灰塵。

以拆除濾網與核心的相反步驟組裝

注意事項
− 維修之後，重新牢固地組裝部件。
− 如果機件掉落，可能會導致損傷。

排氣濾網

1. 裝設室外空氣濾網（請參考第五頁）

−

真空吸塵器

將室外空氣濾網置入濾網框架中並裝上
主機。（請勿將上、下側顛倒安裝）

2. 裝入 Lossnay 核心
(1) 將 Lossnay 核心下半部中央掛入主機

注意事項
− 請勿將電線、起子或是真空吸塵器吸嘴壓入
排氣空氣濾網的表面,可能會損害濾網

主機
核心
握把

清潔 Lossnay 核心
請一年清潔 Lossnay 核心至少一次
使用真空吸塵器除去表面的灰塵。
− 輕輕地用真空吸塵器吸嘴清理表面。

Lossnay
主機掛勾
核心
(2) 按下核心握把頂端到主機組中，直到聽到扣緊
聲。

真空吸塵器

注意事項
− 確保手把的頂部和底部以及核心兩端確實地
插入中央。
Lossnay
核心
面板

注意事項
− 請勿將核心曝露在水、化學品或是揮發性溶
劑中
− 請勿將核心靠近明火
− 請勿將電線、起子或是真空吸塵器硬吸嘴壓
入表面

核心握把頂端
Lossnay
核心
主機
3. 關閉面板
關上面板並確實聽到扣緊聲
4. 為 VL-100U5-E 型打開電源斷路器，或將電源插
頭插入牆上插座。
5. 開啟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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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組合完成後，請檢查下列事項：

−
−
−

空氣濾網與面板是否安裝確實？
機組是否有異常聲響？
機組是否有鼓風？（機組運轉時請檢查並
確定活門是開啟的狀態）

清潔面板/主機
如果面板或主機髒污後，用溶有中性洗滌劑的溫
水（40°C 或更少）浸泡抹布之後擦拭髒汙，然後
用乾淨的抹布擦拭去除殘留洗滌劑。

注意事項
− 維修中使用下列溶劑可能會使 Lossnay 機件
扭曲、脆弱或變色。
− 油漆稀釋劑、酒精、苯、汽油、煤油、噴
霧劑、鹼性清潔劑、化學濕巾或含有顆粒
的洗潔劑等，作為清潔劑使用
− 清潔電源插頭上的所有髒污（適用於
VL-100U5-E）

故障排除
如果發生任何以下問題，請先檢視主機。如果不是以下的問題，或者檢查後問題仍然存在，請關閉配
電盤上的電源斷路器，或從牆上插座移除 VL-100U5-E 電源插頭，並聯繫您的經銷商。
機型

故障情形
主機未運轉

主機運轉聲過大
主機運轉聲吵雜
室外較冷且活門
無法移動。
VL-100U5-E
主機來的氣流量
VL-100EU5-E
較正常值少
導入的空氣溫度
感覺很冷。
主機運轉中，但是
沒有送出氣流，或
是氣流量偏低
運轉聲響過大
面板無法關閉
VL-100EU5-E

未按開關的指示
正確地運轉

發生原因
主機未供電
面板或室外空氣濾網沒有安
裝確實。
室外空氣濾網或排氣空氣濾
網堵塞。
室外的氣溫與室內的溫度、濕
度差，可能使活門凍結。
室外空氣濾網或排氣空氣濾
網堵塞。

檢查項目
頁次
檢查電源插頭（僅適用於
VL-100U5-E）
4
請檢查電源斷路器是否跳開。
請檢查總電源是否發生故障。
重新安裝面板或濾網。

7

清潔空氣濾網

6

關閉 Lossnay 的運轉，等到室
外溫度昇高後，再重新啟動。

—

清潔空氣濾網

6

視情形，暫時關閉主機運轉，
或是調整格柵板的方向
Lossnay 為熱交換式通風機，因此風速會較一般風扇小。這
是正常的。
活門被關閉
打開活門
活門被關閉
打開活門
Lossnay 核心或是室外空氣濾
網未安裝妥適（有組件沒有安 重新並依指示正確地安裝
裝好或是方向相反）
室外的空氣溫度下降。

配線可能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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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您的經銷商

5
—
5
5
7
—

規格
機型

額定電壓
(V)

頻率
(Hz)

標示

VL-100U5-E
HI
220
60
VL-100EU5-E
LO
*
噪音值可能會依房間的結構而有所不同。

耗電功率
(W)
34
17

氣流量
(m3/hr)
103
57

熱交換率 噪音分貝
(%)
(dB)
73
38
80
25

重量
(kg)
7.5

售後服務
請向出售 Lossnay 產品的經銷商洽商售後服務事 − 如果你聽到奇怪的聲音、沒有氣流吹出來或是
宜。
其他故障，請關掉電源，並聯繫您的經銷商。
相關的檢驗或維修費用也請詢問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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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的編排
注意：這個符號標誌僅適用於 歐盟國家
本符號標誌依據 2002/96/EC 規定第 10 條，用戶資訊規定與附件四，
及 2006/66/EC 規定第 20 條終端用戶資訊規定與附件二。

English
您的三菱電機產品採用可回收再利用的高品質
材料與零件設計製造。
這個符號表示電氣和電子設備、電池和蓄電
池，在使用壽命結束後，應與你的一般家用垃
圾分開處理。
如果電池或蓄電池表面在上方符號下另有標示
化學符號，表示電池或蓄電池含有相當濃度範
圍的重金屬。
成分與濃度表示如下：
Hg：水銀 (0.0005%)，Cd：鎘 (0.002%)，
Pb：鉛 (0.004%)
在歐盟，使用過的電氣及電子製品、電池和蓄
電池分別有各自單獨的回收系統。
請將使用過的電子製品、電池和蓄電池，放置
在您所居住社區中，正確的廢棄物收集或是回
收中心。
請協助共同保護我們生活的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