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裝及使用說明書

高效

節能

安靜

五段微電腦風量變速

遙控定時

※使用前請詳細閱讀本安裝及使用說明書     

天花板循環扇

節能

BN-23WA  一般型

BN-23WP 標準型

BN-33WA  旗艦型

BN-33WR  網控型

圖片為BN-33型

保  證  卡
購買日期 型  號

經   銷   商   章 附記說明

◎本保證卡享有自購買日起一年免費修理服務。
◎如有下列情形時，雖在保固期內，亦得酌收成本費與
    服務費。 

1.送修時未出示本保證卡，或者此保證卡上無購買日

   期與銷商章。

2.使用者自行改裝或使用錯誤及其他人為因素而導致

   之損壞故障。

3.因天災或火災所導致之損壞。

4.購買後，在運送及搬移所產生之損壞及故障。

5.使用非本公司所提供的消耗品。

螺絲固定孔

控
制
器

出風口轉盤

產品外觀及規格表

( 圖片為BN-33型 )

操作說明

保養與維護步驟說明

1. 請將電源關閉。

2. 逆向旋轉，即可取下出風口轉盤。

3. 先將面板蓋上的螺絲卸除，並微壓卡榫2處即可取下面板。

    (安全卡榫設計讓面板不會直接掉落)  

4. 僅葉片與轉盤可用清水清洗，其他部分請勿用清水清洗，使用抹布清潔即可。  

5. 清潔完畢後，請照以上之步驟，將扇葉與轉盤裝回。  

簡易故障檢修

故障情形 檢查方法

1. 確認插頭是否插好。           2. 插頭是否變形扭曲。

3. 風扇是否卡住。                   4. 遙控器供電是否正常。                                   

1. 風扇是否固定。                   2. 轉盤是否固定。

3. 扇葉是否會觸碰到轉盤。

風扇旋轉

有異聲

正常開關但

風扇不動

1. 確認節能循環扇安裝是否穩固，連接線與電源通電是否正確與正常。

2. 按下遙控器按鍵“     ON ”鍵循環扇就會啟動並可選擇風速，欲關閉時，請按

    下“ 關 ”鍵。

3. 關機定時共有1、2、4、8、12hr 五種選擇模式。註：BN-23WA / BN-23WP 

    僅4hr關機定時。

一般款

標準款

旗艦款

開/風速設定

關風向轉向

接收器設定指示燈

(適用於BN-33WA、BN-33WR)

管理者

遙控器

ID+ ID-

8 4 2 1

(適用於BN-23型)

設定指示燈

安全注意事項

1. 安裝前請先詳讀本說明書。

2. 請先確認安裝節能循環扇之輕鋼架或裝潢天花板，其強度是否能承受本製品重量。

   本機置於輕鋼架（60cm x 60cm），請放置於安全合格的輕鋼架，以免承載重量不足

   造成危險。 ※水泥天花板安裝方式請見外紙箱內部印有安裝說明及1:1 鑽孔位置圖。

3. 若安裝於木質或鋁質材料裝潢天花板，需加強邊框承受力，以能承載循環扇之重量。

4. 安裝前請先確認電壓是否正確。

5. 安裝循環扇時，安裝高度需離地面2.3公尺以上。

6. 運作時，如產生異音或共鳴，代表安裝不良，請妥善安裝。

7. 循環扇轉動時請勿將手指或異物插入導風轉盤內或是碰觸扇葉等危險動作。

    清潔保養時需關掉電源，以免觸電的危險。

8. 加裝任何控制開關裝置，需按照電工法規。

9. 若電源線損壞，須由製造廠商或其服務處且具有相關資格人員更換避免危險。

  

安裝說明

規劃安裝說明

 

1. 安裝2台以上循環扇最好間隔3個輕鋼架單位，此間距可使循環扇發揮最好的效能。

2. 本產品安裝適用於無油煙，室溫40℃以下之場所。

1. 確認輕鋼架規格，其強度須能承受本產品。

2. 確認電壓為100~245V；BN-23WA一般款

    請使用原廠指定之電源適配器。

    (24VDC/1.67A output)

3. 將欲安裝循環扇位置的天花板取下。

5. 遙控器裝上電池(注意電池正負極

    方向)。

6. 啟動循環扇檢查是否運轉正常、

    有無異聲產生。

輕鋼架天花板

4. 請將循環扇對角嵌入至輕鋼架，

    並確認被平穩放置，再連接電源。

100V~245V

電源 注意
接頭

方向

本機電源線

  BN23-WP型
    BN33-WA型

 ※須確實將電源線插入防爆接頭，不可讓銅線裸露。

適用於BN23-WA型

電源適配器

 (24VDC/1.67A output)

電壓 (V) 規格
Size(mm)

     型號 
Model No.

消耗電力
 (Wmax)

   材質  
Material

   重量
Weight

BN-33WR

BN-33WA

BN-23WA
BN-23WP ABS28WAC 100V~245V 600x600x245  4.5KG

適用於    

控制面板

※ 註記：台灣日旭科技保有變更規格、功能的權利而不另行通知。
Copyright © 2020.10 Cannex Technology,Inc. All rights reserved.



1-2-1 正常模式操作說明

1-2-2 設定模式操作說明 (適用於BN-33型)

來電型態模式設定：來電關機、來電開機、來電記憶。

1. 同時按下遙控器       及      鍵約3秒，主機面板4個LED燈呈現跑馬燈狀態，

    表示已進入設定模式。 ※進入設定模式未動作約8秒，即回復正常模式。

2. 按             鍵選擇欲設定的來電型態模式：

    主機面板顯示pp及“2”為來電關機 ；“1”為來電開機 ；“0”為來電記憶。

3. 選取後不動作至燈熄滅約8秒，即完成設定。

聯控ID設定：

1. 同時按下遙控器      及     鍵約3秒，主機面板4個LED燈

    呈現跑馬燈狀態，表示已進入設定模式。

    ※進入設定模式未動作約8秒，即回復正常模式。

2. 按       或      鍵選擇欲設定的ID號碼：

    可設定01~15號，主機顯示id及數字。  
3. 選取後不動作至燈熄滅約8秒，即完成設定。

燈號表示說明
8 4 2 1

ID 01
ID 02
ID 03
ID 04
ID 05

8 4 2 1

ID 06
ID 07
ID 08
ID 09
ID 10

8 4 2 1

ID 11
ID 12
ID 13
ID 14
ID 15

8 4 2 1

同步控制
表示亮燈

1.  一般款、標準款、旗艦款遙控器

1-1  按鍵說明

電源開啟/風速轉

盤旋轉/停止旋轉

關機定時設定

電源關閉

1-2  操作說明

1. 按下            鍵即可開啟循環扇，並可調整風速 F1、F2、F3、

    F4、F5 五速。

2.              鍵可控制轉盤旋轉(ron)或停止旋轉並固定方向(roF)。

3.              共有4hr一種選擇模式或1、2、4、8、12hr 五種選擇

    模式。(主機上表示藍燈或 t1、t2、t4、t8、t12)

4. 欲關閉時，請按下“           ”鍵。

標準配備 遙控器操作及模式設定說明 適用於DC型天花板循環扇 主機面板模式設定及LED顯示說明 適用於DC型天花板循環扇

1. 按下            鍵即可開啟循環扇，並可調整風速 F1、F2、F3、F4、F5 五速。

2.             鍵可控制轉盤旋轉或停止旋轉並固定方向。

3. 定時共有4hr一種選擇模式或1、2、4、8、12hr 五種選擇模式。

    (主機上表示藍燈或 t1、t2、t4、t8、t12)

4. 欲關閉時，請按下“           ”鍵。

5. 按      鍵，如LED燈1亮起表示控制ID 01 之風扇，再按一下ID數字往上增加，

    LED燈2亮起表示控制ID 02 之風扇，依此類推。 ※請參考燈號表示說明。

6. 按      鍵，如LED燈4亮起表示控制ID 04 之風扇，再按一下ID數字往下減少，

    LED燈1+2亮起表示控制ID 03 之風扇，依此類推。 ※請參考燈號表示說明。

    ◎ LED燈全暗表示0號廣播號碼(同步控制)，可同步遙控所有風扇。

         (無論風扇的ID碼目前設置號碼，皆可被控制)

7. 主機關機狀態下，長按             鍵，可上鎖遙控器ID選擇功能，固定ID號碼，

    此時只能控制相對應之循環扇，再長按             鍵，即可解鎖。

ON

ON

OFF

OFF

1-2-3 設定模式操作說明(適用於BN-23型)

控制面板(適用於BN-23型)

設定指示燈

設定來電記憶值適用於與電燈開關同

一電力迴路，本產品可以連動方式，

記憶您斷電前狀態，當您將燈具打開

的同時，風扇也開始轉動。

來電型態模式設定：來電關機、來電開機、來電記憶。

1. 同時按下遙控器       及      鍵約3秒，主機面板LED燈呈現藍紅燈閃亮狀態，

    表示已進入設定模式。 ※進入設定模式未動作約8秒，即回復正常模式。

2. 按               鍵選擇欲設定的來電型態模式：

    主機顯示“藍燈”為來電關機；“紅燈”為來電開機 ；“紫燈”為來電記憶。

3. 選取後不動作至燈熄滅約8秒，即完成設定。

1.  管理者遙控器 (多功能款)

1-1-1 單控按鍵說明

電源開啟/風速

轉盤旋轉/停止旋轉

關機定時設定

電源關閉

1-1-2 複合按鍵說明

同時按下約3秒，可進入設定模式。

來電型態模式共有3種：來電關機、來電開機、

 來電記憶。 ※出廠設定值為來電關機。

聯控ID設定模式：可設定01~15號
設定方式請見1-2-2設定模式操作說明。 

※注意：設定模式應由工程人員或我司人員協助操作，非必要之變更，請勿任意嘗試，

                若造成無法回復之問題而需我司人員處理，將依比例酌收費用。

可指定控制聯控型多台循環扇中之一台，選擇相對應

ID設定之風扇，ID數字往上增加。

可指定控制聯控型多台循環扇中之一台，選擇相對應

ID設定之風扇，ID數字往下減少。

1.  主機面板模式設定

開/風速設定

關

接收器

風向轉向

設定指示燈

控制面板

(適用於BN-33WA、BN-33WR)

來電型態模式設定：來電關機、來電開機、來電記憶。

 1.     及      同時按下約3秒，主機面板4個LED燈呈現跑馬燈狀態，表示已

    進入設定模式。 ※進入設定模式未動作約8秒，即回復正常模式。

 2. 按     鍵或      選到pp，再按TURN進入來電型態模式。

 3. 按     鍵或      選擇欲設定的模式：

  “2”為來電關機 ；“1”為來電開機 ；“0”為來電記憶。

 4. 選取後不動作至燈熄滅約8秒，即完成設定。

聯控ID設定：

 1.     及      同時按下約3秒，主機面板4個LED燈呈現跑馬燈狀態，表示已

     進入設定模式。 ※進入設定模式未動作約8秒，即回復正常模式。

 2. 按     鍵或      選到id，再按TURN進入來電型態模式。

 3. 按     鍵或      選擇欲設定的ID號碼：可設定01~15號，LED顯示id數字。

 4. 選取後不動作至燈熄滅約8秒，即完成設定。

2.  主機面板LED顯示說明

綠色顯示

紅色顯示

01~15

F1~F5

ron /roF

t1,t2,t4,t8,t12

28.5 (例)

ID號碼：LED顯示，代表風扇的id為01號
               共有01~15號，用於聯控。
               ※一般單機預設為01號。 

轉速：F1為微風，數字增加風速依序增強。 

轉盤：on/of f 

定時：1,2,4,8,12小時 

溫度值：溫度值會和F1~F5交互顯示 

開/風速設定

關

接收器

風向轉向

設定指示燈

控制面板

(適用於BN-33WA、BN-33WR)

選配或另購 遙控器操作及模式設定說明 適用於DC型天花板循環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