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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卫生、紧凑、独特、您的舒适之选

高效生活热水换热器
Hoval Modul-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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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地的著名酒店中，它都是备受青睐的生活热水交换设备。 

在体育中心，当用水达到高峰时，它可以轻松满足瞬间大量的生活用水需求。

在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对卫生等级要求苛刻的场所，它可以达到极高卫生安全等级要求，彻

底杜绝军团菌的滋生，预防人体感染细菌。

这是一款结构设计非常独特的产品，它集板式换热器的高效与传统容积式换热的储热优势于一身，

全球独此一家！

Modul-plus.
技术优势：

经济 生态

易用 创新

•	可同时满足大量生活热水供应

•	通过皓欧TopTronic® T控制系统，可实现
锅炉与Modul-plus自动运行。	

•	每一个Modul-plus都可以单独控制温度。

不存在任何结垢问题

•	通过检查孔，	可以很容易地对每个加热单
元进行内部检查。

•	通过皓欧专业的选型软件，非常简单的完
成您的项目设计。

•	独创的蜂巢式的单元配置结构，可以适应
任何的热水需求。

•	在世界各地有超过500,000个皓欧Modul-
plus生活热水换热单元在使用。

•	特殊的结构设计与材料的应用，彻底杜

绝军团菌的滋生，	这得益于优良不锈
钢材质的使用、较高的换热表面温度以
及较快的水流速度。

•	99%的热交换效率，这得益于其特殊的
结构设计和优良的罐体保温。

•	特殊的结构设计，占地面积极小，仅为
传统容积式换热器的1/5。

•	重量非常轻，对建筑结构强度要求低。

•	可随时根据用户需求，扩展生活热水用
量。

•	可适应含量高达300毫克/升氯化物的自
来水。 

高效率–低成本

免维护、易设计

有效杀灭军团菌

占地面积小、节约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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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结水垢，终生免维护：

皓欧Modul-plus换热器相对传统容积

式换热器能够有效防止水垢生成，30
多年的使用经验证明，该结构终生免

维护。	

占用安装空间小，重量轻：

令人惊讶的是，皓欧Modul-plus换热

器具备巨大的热水输出量，但占用安

装空间仅为传统容积式换热器的1/5。
这要得益于独特的结构设计，良好的

流体换热方式。

同时该热水器可以并排紧密安装，也

可以和锅炉紧密安装。从而减少安装

占用空间，降低安装成本。

 
有效防御氯腐蚀：
皓欧Modul-plus换热器，可适应生活

热水中的氯化物含量最高达300毫

克/升。

Modul-plus  
型号

饮用水的最大氯化物含
量 (毫克/升)

(F21), (F31), 
(F41), (F51),
(F32), (F42) 
(F52)

30

100

200

300

 
独创蜂巢式结构，独树一帜，
可满足各种生活热水用量：	
 

皓欧Modul-plus换热器：采用化整为

零方式，独创蜂巢式设计结构，内部

换热单元采用高级不锈钢。单体储水

量：115升，换热面积：1.42 m²，较

大的储水量，可实现可靠稳定热水输

出量。

通过七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共有7个
系列的产品供您选型，同时，也可以

将各系列产品进行再组合;

另外：辅助一次循环水温度与流量的

提高，可以实现二次水流量的增加。

通过以上方式，皓欧Modul-plus换热

器可满足各种生活热水用量。	

极高的热交换效率，
有效降低运行成本低：	

皓欧Modul-plus高效换热得益于以下

几点：

•	双向流体采用逆向热交换方式。

•	双向流体采用旋转涡流原理进行热

交换，流体紊流效果非常好。

•	双层保温系统，将表面热损降到最

低。

•	极低水阻，减小循环水泵功率，节

约用电。		

Hot water output [m3/h; 60°C]

m3/h

Flow 90°C Flow 80°C Flow 70°C

Modul-plus.
独特的设计理念

 
应用场合极其广泛：

皓欧Modul-plus换热器应用场合极其

广泛，涵盖商业贸易和工业领域。

可为以下用户提供24小时优质生活热

水：

如酒店、医院、工厂、学校、疗养

院、体育健身中心、洗浴中心以及高

档住宅等等。

尤其适合宾馆等瞬时热水需求量变化

很大的场合。

即使在高温度应用场合，例如，在大

型农场或者屠宰场，皓欧Modul-plus
也是理想的解决方案。

可以非常方便的配套皓欧锅炉或其他

品牌的锅炉以及各种形式的热源。

同时一次侧可整合供暖及生活热水功

能，降低用户初投资。

 
彻底杜绝军团菌的滋生，
满足最高卫生等级要求：

皓欧Modul-plus换热器，换热单元采

用1.4401不锈钢材料，可满足最为苛

刻的卫生要求。

依次连接的换热单元确保水流畅通无

阻，水流速度较快，避免了军团菌滞

留的死角，彻底杜绝军团菌滋生。

相对于传统容积式换热器热水罐体表

面温度较高，仅仅略低于一次水温

度，同时是可控的，从而有效杜绝军

团菌的着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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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涡流
实现最佳传热方式

热源热水入口生活热水出口	

控制面板	
温度显示及保护

波纹状换热面	
不锈钢材质

外层壳体 模块化换热单元	
每个容量为115升

自来水入口

热源热水出口

检查孔：	
每个换热单元前端均设
有检查孔，便于清洁。

内部保温层

Modul-plus.
灵活的应用可能性：

技术数据

皓欧 Modul-plus 型号 (F21) (F31) (F41) (F51) (F32) (F42) (F52)

在45°C条件下的连续输出 I/h* 2850 4600 6150 7900 9200 10500 15600

在45°C条件下的峰值输出 I/10min* 530 530 530 530 885 885 885

宽度  mm 530 530 530 530 885 885 885

高度  mm 1615 1615 1800 2160 1615 1800 2160

深度  mm 1872 1872 1872 1872 1872 1872 1872

储水量 I 230 345 460 575 690 920 1150

换热面积 m2 2.84 4.26 5.68 7.1 8.52 11.36 14.2

重量**kg 165 215 265 315 370 470 570

* 根据10°C 自来水和80 °C热源热水温度      ** 无外壳                                                            可接受改动

具有适当输出量的皓欧Modul-plus的典型选择	（公寓式住宅）

民用住宅户数： 12 14 16 18 20 26 30 35 40 50 70

皓欧	Modul-plus型号 (F21) (F31) (F31) (F31) (F41) (F41) (F51)/(F32) (F51)/(F32) (F32) (F32)/(F42) (F42)/(F52)

注：在购买之前，为了选择适合型号，应该与皓欧技术支持重新核定上述数据。

4



5

独特的结构、优良的材质、精湛的工艺、终生免维护。集板式换热器的高效与传统容积式换

热器的储热优势于一身，适用于任何民用、商业、工业大型建筑。可为您稳定可靠地提供大

量优质卫生的生活热水。采用Mud-plus换热器是您生活热水系统的最佳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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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的应用经验	值得信赖.

皓欧服务

如需对您的Hoval产品进行调试和维护，请联系我们当地

的Hoval服务和配件部门，或者联系当地的皓欧授权合作

代理商。	

这是您的系统经济、可靠性运行和增加产品附加值的保

证。

节约能源-保护环境.

瑞士Hoval是享誉全球的知名品牌，作为一个主要从事室内环境调节

系统解决方案的供应商。超越65年的行业经验，使我们具备了提供

卓越系统解决方案和制造尖端供热设备的能力，“节约能源、保护

环境”是我们的承诺和动力。为此几代皓欧人的不懈努力！已将皓

欧建成为欧洲智能供热和通风系统的领袖企业。同时将我们的系统

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

统一的多能源整合技术

统一的皓欧多能源系统整合技术，简化了不同能源方式之

间的连接，建立了一个统一可靠的能源利用平台，优化能

源使用方式。	 

采用统一的皓欧多能源系统整合技术，您可以轻松地将太

阳能、热泵、生物质、矿物质能源解决方案纳入您的供热

系统中。	 

皓欧可以为您提供系统中全部产品。

皓欧东方（北京）供热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光明饭店1408室
电话  +86-10-64636878
传真 +86-10-64642270
邮件:  info@hoval.com
邮编： 100125
www.hoval.com.cn

您的供热系统设计师	/	安装工程师。

专业的售前服务支持

Hoval很高兴为您提供专业的售前服务支持，优化您的系

统设计，您可以借鉴我们的专业意见，并汲取我们的经验

让您充分利用我们的专业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