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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灵活，更有效，更舒适

分散式室内通风空调系统
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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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灵活性.

皓欧室内通风空调系统可以在高大空间内营造出舒适的气候环境，同时还将能源消耗减少到最小。它不同于中

央空调系统，模块化的结构让多种皓欧通风设备形成一个完善的室内通风系统。这样就保证了它在各个阶段

最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包括：设计，安装，运行和维护。 

皓欧的室内通风系统能确保良好的空气

质量。其使用的专利涡流式空气分配器

将新鲜的空气从屋顶布送到室内。可以

达到覆盖区域内通风但毫无气流感的效

果；所有区域的温度和空气质量均能满

足要求，且舒适度很高。这种通风方式

适用于工厂车间、购物中心、展览场馆

以及体育运动场馆等高大空间。

皓欧空调系统采用分散方式：能自

动调节风口，风量可达10,000 m³/h  
(2.8 m³/s)，具有以下优势：

设计简单. 对于同一个项目可以选择

不同的设备型号设计多种方案。这种紧

凑、轻巧的设计实现了在建筑内的无障

碍安装。而且分散式的系统保证了厂房

在扩建时，通风系统扩展的简便性。

节省安装时间. 设备在发货前已准备

好，即装即用，它的安装有效并且简

便。在天花板或者屋顶上的安装方式也

节省了室内对有效空间的占用。

可靠、灵活的运行. 多种机型组合使用

让整个系统极大的满足您的需要并适用

于各种运行工况。

无故障维保. 维保工作可以在设备正常

工作时进行，而且简单经济。无需关闭

整个系统。由于维保工作全部都可在屋

顶上完成，所以设备的运行不会受到任

何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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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风道 更卫生.

室内通风空调系统安装在天花板或是屋顶上，分布在整个房间内部。他们不需要送排风管

道而是直接将送风布送至室内。这是空间利用率、洁净卫生程度与效率方面上的优势。 

无风道通风系统有很多优势：

 ■ 安装简单。

 ■ 被管道占据的价值空间被释放出来。不会影响室内设施（室内行车、流水线和输送

系统等）。

 ■ 新风不会被难清洁的肮脏的风道所污染，始终保持洁净卫生。

 ■ 无风道还意味着较低的风道压降损失和较低的漏风率。这减少了所需风机的功率

（SPF值），同时也就减少了整个系统的耗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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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空气布送器.

皓欧的室内通风系统是节约能源方面的领袖。它可以打破室内的温度分层，让屋顶的热损失降到最低。由于它

有很高的通风效率，使得空气循环和处理所需的空气量变小，既能节省电力，亦可减少对通风热能的需求。

最大的效率. 皓欧室内通风系统最主要的部件是获专利

的涡流空气布送器，称为Air-Injector。其高效表现为，与

其他通风设备相比，所需处理的空气量减少25% 至 30%的

情况下，即可满足室内环境要求。这让其在以下多方面节

省了费用：

 ■ 设备仅需处理较少的风量即可，减少了投资成本。

 ■ 所需处理的空气量较少，这就减少了运行费用。

 ■ 当通风温度要求下降时，也能减少运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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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舒适度. Air-Injector能在多种运行工况下保证最佳的空气

布送方式，并保证地面无风感。其适用于 4m-25m 的安装高

度。

依据送风和室内温度的温差和空气流量，设备可以从垂直方向

至水平方向连续调整送风角度。可通过自动或手动调节电位计

来实现对环境温度变化的调整。

采暖模式：送风温度高，因此

比室内空气轻。垂直送入保证

了热量可以达到需要的区域。

制冷模式：送风温度低于室内

温度，所以会下沉。为了避免

风感，设备会水平送风。

更少的热损失. 由于空气布送由上而下，送风混合着室内的回

风，所以温度分层会被降低到最小，由此屋顶处的热损失也就

减小了。

稳定的送风模式.  详细的测量结果显示采用皓欧的Air-
Injector送风模式能保持非常稳定的状态并在很大程度上不用依

赖大量的空气流量。这种送风模式对室内的变风量空调系统来

说是尤为重要的。

跟其他系统相比仅需处理较少的
风量即可满足环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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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的控制.

控制和调节系统是专门为皓欧分散式通风系统研发的，确保了能源的优化利用，并且保证了运行费用的降低。

室内通风空调系统是通过区域理念来控制和调节的。这样的系统能灵活适用于各种项目要求。

优势

 ■ 分区控制理念，适应性更强

 ■ 整合I&C元件使机组与电源接通即可使用

 ■ 安装使用简单快速

 ■ 空气布送采用自动控制的模式

 ■ 对能源最优化利用

Touch panel

Zone level Unit levelOperator level

Simple device

Building
automation

PC

定向控制.  皓欧的 DigiNet 控制系统是为皓欧室内通风系统而

专门研发的。这个复杂的控制系统可以保证对分散式室内通风

系统潜能的充分利用：

 ■ 基于区域控制理念所有设备以同一种模式运行。此外，每个

通风空调设备均可单独自动调节。

 ■ 控制系统通过控制各个通风区域中对通风、采暖和制冷的基

本需求的不同以及所需运行时间的不同来节约运行费用。

 ■ 它能很灵活的调节适应于各种不同的环境要求中（热负荷要

求、油雾环境等）。

 ■ 通过控制参数来满足不同区域的要求，可以达到最大的舒适

度。

节省设计和安装的时间. 机组在运送前已经用 I&C 元件组装

好，即装即用，这就尽可能减小了设计和安装的工作量，节省

了安装费用。

即装即用. 所有的机组在出厂前已经根据系统图纸设计进行系

统预设和程序编辑。即装即用的设计理念让现场调试的工作变

得简单和快捷。

最佳的空气布送效果. 对Air-Injector空气布送的控制是整合

到控制算法中的。根据送风温度和室内温度的温差以及空气流

速，设备可以调整送风角度来满足需要，这就避免了明显风感

的产生。

循环设备和混风设备的控制器. TopVent® and TopVent® gas
系列使用TempTronic RC控制器可以达到最节能运行，以及最

佳的能源利用率，这是特别针对设备设计的。其控制算法是基

于模糊逻辑设计的。Air-Injector的空气布送控制也是整合在控

制器中的。

分区控制理念不仅能满足室内不同区域对基本通风的
不同要求，还能分区域满足供热和制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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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fVent®

RoofVent® 系列是具有送风和排风功能的屋顶通风设备。其供暖和制

冷功能整合了板式换热器，这样就通过热能回收或者混风运行减少了能

源的消耗。同时其也可以与其他分散的供热和制冷设备联合使用。

RoofVent® LHW

带有热能回收，用于高大空
间采暖的送风和排风处理机
组

RoofVent® LHW 与板式换热器的

结合使用，回收排风中的热能，

并预热新风。

通风模式. 

当设备送风的同

时，又可以排出室

内的空气，根据对

热量的需要，可以

控制制热量和热能

回收。

循环运行.

如果不需要新风，

可采用此循环模式

供暖，既节约能源

又节省费用。（例

如：在夜间运行或

清晨预热）

功能预览  ■ 采暖（带有锅炉系统接口）

 ■ 新风

 ■ 排风

 ■ 循环风

 ■ 热能回收

 ■ Air-Injector空气布送器

 ■ 空气过滤器

技术数据 LHW-6 LHW-9 LHW-10
空气流量 m³/h 5500 8000 8800

制热功率 kW 最高104 最高153 最高157

制冷功率 kW – – –

覆盖范围 m x m 22 x 22 28 x 28 30 x 30

重量 kg 491 692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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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fVent® LKW RoofVent® twin heat RoofVent® twin cool RoofVent® condens RoofVent® direct cool RoofVent® LH RoofVent® LK

带有热能回收，用于高大空
间采暖和制冷的送风和排风
处理机组

带有高效热能回收，用于高
大空间采暖的送风和排风处
理机组

带有高效热能回收，用于高
大空间采暖和制冷的送风和
排风处理机组

带有燃气冷凝锅炉，用于高
大空间采暖的送风和排风处
理机组

带有独立制冷系统，用于高
大空间采暖和制冷的送风和
排风机组

送排风能达到最佳的空气流
量，可为高大空间采暖的机
组

送排风能达到最佳的空气流
量，可为高大空间采暖和制
冷的机组

RoofVent® LKW 的设计与 

RoofVent® LHW 相似：在给高大

空间送新风的同时，经由板式换

热器，让室内保持一定的温度。

另外，RoofVent® LKW 配备了采

暖/制冷盘管和冷凝水分离器。

因此它适合于高大空间的采暖和

制冷。

RoofVent® twin heat是高大空间

通风与供热的RoofVent® 系列中

最年轻的成员。机组配备了双板

式换热器，这个特点使它的热回

收效率可达到75%。 

RoofVent® twin cool与RoofVent® 
LKW系统功能相似：用于高大空

间的供热和制冷。双板式换热器

的使用可以让热回收效率和冷回

收效率都达到很高的水平。

 RoofVent® condens 带有高效的

燃气冷凝锅炉。这种分散式供暖

设备可省去锅炉房设备间，也无

需与热水锅炉连接。

使用RoofVent® condens可以从

以下三方面达到节能的效果：

 ■ 冷凝锅炉供暖保证了极高的

热效率。

 ■ 板式换热器可对排风进行热

能回收。

 ■ 在室外温度较低时，系统可转

为混风运行。

RoofVent® direct cool 是用于高

大空间通风，采暖和制冷的。其

与 RoofVent® LHW相似。另外，

该机组整合了可连续调节的单独

制冷系统来布送冷空气。

 ■ 通风设备内安装有一个蒸发

盘管

 ■ 紧挨屋顶机还装有一个冷凝

器。

因此，无需再添加制冷机为系统

提供冷冻水。

RoofVent® LH 是用于高大空间通

风和采暖的。它可以在混风中回

收排风能量。DigiNet 控制系统

可以优化调节新风量：在保证室

内温度的情况下，让新风量刚好

可以满足需要而不增加任何供热

负担。新风量的最小值是可以设

定的。RoofVent® LH很适用于不

需要大量外部新风的情况。如果

您需要的新风量持续保持大于40%

时，那么采用带有热能回收功能

的机组将会更经济。

RoofVent® LK 的功能与 
RoofVent® LH相似: 它也可以从

混风中回收热能，并能持续优化

新风流量。此外，RoofVent® LK
还配备了采暖/制冷盘管和冷凝水

分离器。因此它可以为高大空间

采暖和制冷。

RoofVent® LH 和 LK 的室外新风机
组，能优化新风量。

 ■ 采暖(带有锅炉系统接口)
 ■ 制冷 (带有制冷系统接口)

 ■ 新风

 ■ 排风

 ■ 循环风

 ■ 热能回收

 ■  Air-Injector空气布送器

 ■ 空气过滤器

 ■ 采暖 (带有锅炉系统接口)
 ■ 新风

 ■ 排风

 ■ 循环风

 ■ 通过双板式换热器进行热能

回收

 ■  Air-Injector空气布送器

 ■ 空气过滤器

 ■ 采暖 (带有锅炉系统接口)
 ■ 制冷 (带有制冷系统接口)

 ■ 新风

 ■ 排风

 ■ 循环风

 ■ 通过双板式换热器进行热能

回收

 ■  Air-Injector空气布送器

 ■ 空气过滤器

 ■ 采暖 (整合燃气冷凝锅炉)
 ■ 新风

 ■ 排风

 ■ 循环风

 ■ 热能回收

 ■  Air-Injector空气布送器

 ■ 空气过滤器

 ■ 采暖 (带有锅炉系统接口)
 ■ 制冷 (带有独立的制冷系统) 
 ■ 新风

 ■ 排风

 ■ 循环风

 ■ 热能回收

 ■ Air-Injector空气布送器

 ■ 空气过滤器

 ■ 采暖 (带有锅炉系统接口)
 ■ 新风

 ■ 排风

 ■ 循环风

 ■ 混风

 ■ Air-Injector空气布送器

 ■ 空气过滤器 

 ■ 采暖 (带有锅炉系统接口)
 ■ 制冷 (带有制冷系统接口)

 ■ 新风

 ■ 排风

 ■ 循环风

 ■ 混风

 ■ Air-Injector空气布送器

 ■ 空气过滤器

LKW-6 LKW-9 LKW-10 THW-9 TWC-9 CON-9 DIC-6 DIC-9 LH-6 LH-9 LK-6 LK-9

5000 7650 8400 7100 7000 8000 5000 7650 5500 8000 5000 7650

最高 95 最高146 最高160 最高 86 最高134 60 最高 95 最高146 最高 95 最高138 最高 86 最高131

最高 50 最高105 最高114 – 最高 82 – 最高 40 最高 66 – – 最高 53 最高105

21 x 21 27 x 27 29 x 29 26 x 26 25 x 25 28 x 28 21 x 21 27 x 27 22 x 22 28 x 28 21 x 21 27 x 27

521 744 758 791 900 831 1044 1485 476 672 506 724



8

TopVent®

TopVent® 系列是具有循环或送风功能的通风设备，其可为循环风，

混风或新风制热和制冷。系列中机组型号多样，能完美适用于各种不

同的项目。TopVent® curtain 是在大门上用作风幕的机组。

TopVent® DHV TopVent® DKV TopVent® NHV TopVent® commercial CAU TopVent® commercial CUM

高大空间循环供暖设备 高大空间循环供暖与制冷设
备

适用于低舒适度要求的高大
空间循环供暖设备

具有通风、采暖和制冷功能

的适用于超市的屋顶机组

具有采暖、制冷功能的适用
于超市的屋顶机组

TopVent® DHV 专用于高大空间。

气流分配高效的特点使其能够覆

盖较大的区域。由于机组的数量

减少了，其初投资和安装费用

也减少了。设备拥有3种型号，

双速风机和多种不同热源盘管以

及一系列附件，为所有高大空间

提供量身定制的机型。特殊的热

源盘管（蒸汽或电加热）都可以

提供。

TopVent® DKV 与循环加热机组 
TopVent® DHV类似，但它具有

采暖和制冷两种功能。两种设备

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它安装了冷凝

水分离器。此外，机组内部做了

保温。

TopVent® DKV同样拥有各种不同

的功率出力。

TopVent® DKV 机组可用于供暖和
制冷。

TopVent® NHV吊装在屋顶下，通

过加热盘管将室内空气加热后经

喷口直接送出。TopVent® NHV
不能调节送风角度，因此只适用

于对舒适度要求不高的环境。(例
如：高架仓库)。

TopVent® commercial CAU 是
专为百货商场和超市设计的室内

通风机组，它为这样的环境进行

了特别的设计：根据屋顶架构，

此机组可以快速简单的安装到屋

顶。根据风阀位置的调整可布送

新风并/或循环风，经过滤，加热

或制冷后通过Air-Injector空气分

配器布送到室内。由于该机组安

装在屋顶，下部离屋顶较近，维

修工作便可以在屋顶进行而不会

影响室内活动。特殊隔音层使其

运行噪音极小。

TopVent® commercial CUM 同  

TopVent® commercial CAU 相似, 
但是它仅只有循环送风一种模

式。

TopVent® commercial 机组安装在高
大空间的屋顶上。

功能预览

(* = 可选项)

 ■ 供暖 (带有锅炉系统接口)
 ■ 循环风

 ■ Air-Injector空气布送器

 ■ 空气过滤器*

 ■ 供暖 (带有锅炉系统接口)
 ■ 制冷 (带有制冷系统接口)
 ■ 循环风

 ■ Air-Injector空气布送器

 ■ 空气过滤器*

 ■ 供暖 (带有锅炉系统接口)
 ■ 循环风

 ■ 普通喷口

 ■ 空气过滤器*

 ■ 供暖 (带有锅炉系统接口)
 ■ 制冷 (带有制冷系统接口)
 ■ 新风

 ■ 混风

 ■ 循环风

 ■ Air-Injector空气布送器

 ■ 空气过滤器

 ■ 供热 (带有锅炉系统接口)
 ■ 制冷(带有制冷系统接口)

 ■ 循环风

 ■ Air-Injector空气布送器

 ■ 空气过滤器*

技术参数 DHV-6 DHV-9 DHV-10 DKV-6 DKV-9 NHV-6 NHV-9 NHV-10 CAU-9/C CAU-9/D CUM-9/C CUM-9/D
空气流量 m³/h 6100 8700 9700 4900 8700 6300 9400 10500 7200 6800 8300 7800

制热功率 kW 最高 91 最高137 最高154 最高 84 最高150 最高 94 最高146 最高164 最高129 最高124 最高142 最高133

制冷功率 kW – – – 最高 47 最高115 – – – 最高 74 最高 85 最高 78 最高 90

覆盖范围 m x m 23 x 23 30 x 30 33 x 33 20 x 20 30 x 30 23 x 23 30 x 30 33 x 33 27 x 27 25 x 25 30 x 30 28 x 28

重量 kg 97 148 182 160 210 89 138 162 480 500 400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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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Vent® MH TopVent® MK TopVent® HV TopVent® curtain

高大空间通风和采暖的送风
设备

高大空间通风，采暖和制冷

的送风设备

低于六米空间的循环供暖设
备

风幕机

TopVent® MH 专用于高大空间。

这个设备安装在天花板上，与新

风管道连接。根据挡板位置可布

送新风或循环风，经过滤，加热

处理后通过Air-Injector空气分配

器布送到室内。设备拥有3种型

号，双速风机和多种不同热源盘

管以及一系列附件，为所有高大

空间提供量身定制的机型。特殊

的热源盘管（蒸汽或电加热）都

可以提供。

TopVent® MK 与 TopVent® MH设

计相似，它不仅可以采暖还可以

制冷。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安装了

冷凝水分离器。此外，这个设备

内部做了保温。

 

TopVent® MK 设备安装在汽车零配
件厂

TopVent® HV 是皓欧室内通风

空调系统家族里构造最简单的机

组。它是特别为低于6m空间制作

的经济型机组。这个设备吊装在

天花板上，吸入室内空气并经加

热器处理，然后通过可调空气导

流叶片将其布送至地面。

该设备有四种型号，每种型号都

有双速可调风机，因此有8种供热

输出可供选择。

TopVent® curtain 是带有风幕喷

口的循环供热设备，它适用于门

高为6米的空间。

TopVent® curtain 风幕机减少开门时
能源的浪费

风幕机会削弱外界对室内温度的

影响，并阻止冷空气侵入，扩大

室内的有效供暖面积。

 ■ 供热 (带有锅炉系统接口)
 ■ 新风 (带有风道接口)
 ■ 混风

 ■ 循环风

 ■ Air-Injector空气布送器

 ■ 空气过滤器

 ■ 供热 (带有锅炉系统接口)

 ■ 制冷 (带有制冷系统接口)

 ■ 新风 (带有风道接口)

 ■ 混风

 ■ 循环风

 ■ Air‑Injector空气布送器

 ■ 空气过滤器

 ■ 供热 (带有锅炉系统接口)

 ■ 循环风

 ■ 通过风口导流叶片布送气体

 ■ 供热 (带有锅炉系统接口)

 ■ 循环风

 ■ 锥型口分布气体

MH-6 MH-9 MH-10 MK-6 MK-9 HV-2 HV-3 HV-5 CUR-2 CUR-3 CUR-5
4600 7100 8100 4100 7400 2000 3400 5300 2000 3400 5300

最高 71 最高121 最高145 最高 69 最高139 最高 16 最高 27 最高 46 最高 16 最高 27 最高 46

– – – 最高 42 最高 72 – – – – – –

20 x 20 26 x 26 28 x 28 18 x 18 27 x 27 7 x 7 9 x 9 11 x 11 大门最高6米

147 208 242 210 270 18 28 42 22 36 53

TopVent® DHV TopVent® DKV TopVent® NHV TopVent® commercial CAU TopVent® commercial CUM

高大空间循环供暖设备 高大空间循环供暖与制冷设
备

适用于低舒适度要求的高大
空间循环供暖设备

具有通风、采暖和制冷功能

的适用于超市的屋顶机组

具有采暖、制冷功能的适用
于超市的屋顶机组

TopVent® DHV 专用于高大空间。

气流分配高效的特点使其能够覆

盖较大的区域。由于机组的数量

减少了，其初投资和安装费用

也减少了。设备拥有3种型号，

双速风机和多种不同热源盘管以

及一系列附件，为所有高大空间

提供量身定制的机型。特殊的热

源盘管（蒸汽或电加热）都可以

提供。

TopVent® DKV 与循环加热机组 
TopVent® DHV类似，但它具有

采暖和制冷两种功能。两种设备

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它安装了冷凝

水分离器。此外，机组内部做了

保温。

TopVent® DKV同样拥有各种不同

的功率出力。

TopVent® DKV 机组可用于供暖和
制冷。

TopVent® NHV吊装在屋顶下，通

过加热盘管将室内空气加热后经

喷口直接送出。TopVent® NHV
不能调节送风角度，因此只适用

于对舒适度要求不高的环境。(例
如：高架仓库)。

TopVent® commercial CAU 是
专为百货商场和超市设计的室内

通风机组，它为这样的环境进行

了特别的设计：根据屋顶架构，

此机组可以快速简单的安装到屋

顶。根据风阀位置的调整可布送

新风并/或循环风，经过滤，加热

或制冷后通过Air-Injector空气分

配器布送到室内。由于该机组安

装在屋顶，下部离屋顶较近，维

修工作便可以在屋顶进行而不会

影响室内活动。特殊隔音层使其

运行噪音极小。

TopVent® commercial CUM 同  

TopVent® commercial CAU 相似, 
但是它仅只有循环送风一种模

式。

TopVent® commercial 机组安装在高
大空间的屋顶上。

功能预览

(* = 可选项)

 ■ 供暖 (带有锅炉系统接口)
 ■ 循环风

 ■ Air-Injector空气布送器

 ■ 空气过滤器*

 ■ 供暖 (带有锅炉系统接口)
 ■ 制冷 (带有制冷系统接口)
 ■ 循环风

 ■ Air-Injector空气布送器

 ■ 空气过滤器*

 ■ 供暖 (带有锅炉系统接口)
 ■ 循环风

 ■ 普通喷口

 ■ 空气过滤器*

 ■ 供暖 (带有锅炉系统接口)
 ■ 制冷 (带有制冷系统接口)
 ■ 新风

 ■ 混风

 ■ 循环风

 ■ Air-Injector空气布送器

 ■ 空气过滤器

 ■ 供热 (带有锅炉系统接口)
 ■ 制冷(带有制冷系统接口)

 ■ 循环风

 ■ Air-Injector空气布送器

 ■ 空气过滤器*

技术参数 DHV-6 DHV-9 DHV-10 DKV-6 DKV-9 NHV-6 NHV-9 NHV-10 CAU-9/C CAU-9/D CUM-9/C CUM-9/D
空气流量 m³/h 6100 8700 9700 4900 8700 6300 9400 10500 7200 6800 8300 7800

制热功率 kW 最高 91 最高137 最高154 最高 84 最高150 最高 94 最高146 最高164 最高129 最高124 最高142 最高133

制冷功率 kW – – – 最高 47 最高115 – – – 最高 74 最高 85 最高 78 最高 90

覆盖范围 m x m 23 x 23 30 x 30 33 x 33 20 x 20 30 x 30 23 x 23 30 x 30 33 x 33 27 x 27 25 x 25 30 x 30 28 x 28

重量 kg 97 148 182 160 210 89 138 162 480 500 400 420

HV-7
9000

最高 69

–

17 x 17

54

CUR-7
9000

最高 69

–

大门最高

6米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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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Vent® gas
TopVent® gas 是燃烧燃气的循环或送风设备，用于

对循环风、混风或新风进行制热供暖。它们带有模块

化的燃气燃烧机。

TopVent® DGV

高大空间燃气循环供暖设备

TopVent® DGV 专用于高大空

间。安装在天花板下将室内空

气经由燃气换热器加热后，通过

Air-Injector布送到室内。

这些燃气设备是独立运行的，意

味着它的助燃气体来自于室外。

系统可以直接对需要的空间制

热，既不需要锅炉房，也不需要

供热管网。

功能预览表

(* = 可选项)

 ■ 供热 (带有燃气换热器)
 ■ 循环风

 ■ Air-Injector空气布送器

 ■ 空气过滤器*

技术参数 DGV-6/30 DGV-6/60 DGV-9/60
空气流量 m³/h 5690 5825 8255

制热功率 kW 29 61 61

制冷功率 kW – – –

覆盖范围 m x m 23 x 23 23 x 23 29 x 29

重量 kg 125 135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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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Vent® NGV TopVent® commercial GA TopVent® MG TopVent® GV

适用于低舒适度要求的高大
空间燃气循环供暖设备

高大空间燃气采暖和通风的
屋顶机组

高大空间燃气采暖和通风的
送风设备

低矮空间的燃气循环采暖设
备

TopVent® NGV 是适用于舒适度

要求相对较低的经济型高大空间

加热设备（例如：高架仓库）。

这个设备通过喷口直接将气体送

出，不能调节送风角度。  

TopVent® NGV 特别适用于为高货架
仓库提供成本效益高的供暖。

TopVent® commercial GA 根据

屋顶架构，此机组可以快速简单

的安装到屋顶。输送助燃空气并

排放烟气的烟道已经整合在机组

里，不需要在屋顶再单独开口。

由于在屋顶安装， TopVent® 
commercial GA 不会占用太多室

内空间。根据挡板位置的不同，

它吸入室外或室内的空气，经过

滤，再经燃气换热器加热后通过

Air-Injector布送到室内。

TopVent® MG 适用于高大空间。 
这个设备吊装在天花板下并连接

新风管道。根据挡板位置的不

同，它吸入室外或室内的空气，

经过滤，再经燃气换热器加热后

通过Air-Injector布送到室内。

这台设备带有悬挂件和排气组件

方便连接。

TopVent® GV 适合为低矮空间

提供高成本效益的供暖。安装

在天花板或墙壁上。空气经燃气

换热器加热后，通过百叶布送到

室内。

TopVent® GV 设备可安装在天花板
或墙壁上。

 ■ 供热 (带有燃气换热器)
 ■ 循环风

 ■ 空气通过喷口布送

 ■ 空气过滤器*

 ■ 供热(带有燃气换热器)

 ■ 新风

 ■ 混风

 ■ 循环风

 ■ Air-Injector空气布送器

 ■ 空气过滤器

 ■ 供暖 (带有燃气换热器)

 ■ 新风 (连接管道)

 ■ 混风运转

 ■ 循环风

 ■ Air-Injector空气布送器

 ■ 空气过滤器

 ■ 供暖 (带有燃气换热器)
 ■ 循环风

 ■ 百叶布送空气

NGV-6/30 NGV-6/60 NGV-9/60 GA-9/60 MG-6/30 MG-6/60 MG-9/60 GV-3/10 GV-3/30 GV-5/40 GV-5/60

5900 6060 8815 6800 4200 4275 6980 1050 2350 4250 5750

29 61 61 61 29 61 61 13 29 40 61

– – – – – – – – – – –

23 x 23 23 x 23 31 x 31 25 x 25 19 x 19 19 x 19 26 x 26 5 x 5 8 x 8 10 x 10 12 x  12

117 127 160 510 175 185 230 36 38 78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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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aVent®

AdiaVent® 是给高大空间循环制冷的设备。他们利用水的绝热蒸发

来制冷，且不依赖对环境有害的制冷剂。

AdiaVent® ADV

适用于高大空间的循环制冷
设备

AdiaVent® ADV 安装在外立面或

者屋顶上。它将室内以及室外空

气(可选择最高20%的新风量）制

冷然后通过送风管道输送到室内. 

本设备使用间接绝热方法。室内

的空气不会被加湿，从而排除了

送风被污染的危险。

多亏了专利的预制冷特性， 

AdiaVent® ADV的效率可达到

11.2——这个设备实现了每消耗1

千瓦时的电能，就可获得11.2 kW

制冷功率的结果。

这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制冷系统。

功能预览表

(* = 可选项)

 ■ 制冷 (间接绝热)

 ■ 混风*

 ■ 循环风

 ■ 空气过滤器

技术参数 ADV-6
气体流量 m³/h 6080

供热功率 kW –

制冷功率 kW 最高 21

覆盖范围 m x m –

重量 kg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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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实践证明

皓欧的室内通风空调系统是应用于工厂、生产车间、物流中心、飞机库、维修中心、造船厂、

购物中心、建筑中心、运动场馆、游泳池、展销中心、多功能大厅、车展厅等场所的最完美

通风系统。

皓欧室内通风系统经过许多年的发
展，证明了它们的应用环境是非常广
泛且质量颇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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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是有灵性的  特别是像阿尔卑斯山脉这里的气候一样多

变，它是影响山峦中生物的最重要的因素。我们从中不仅学会

了预报天气，更知道了怎样运用科技去创造每天我们生活所需

的良好空气品质：温暖、寒冷、湿度还有风——精确的测量加

上恰到好处的使用使我们能享有一个舒适的室内气候环境。

气候是随动的  山脉中恶劣的气候条件激励了我们的员工去

做到最好。这使我们掌握了最杰出的采暖和空调解决方案。   

这引领我们形成全新，简单并且核心的价值观念：我们是友好

的、家族经营的、负责任的、方案合理的、专业的、热情的并

且技术卓越的企业。就是这样的企业文化，让皓欧的所有人每

天享受在工作中。

节约能源--保护环境  室内和外部气候环境永远处在一个不断

变化的状态下。我们设计的采暖和通风系统都秉承着我们对于

环境的责任。我们通过高能效和对能源的回收利用，来达到我

们对环境的保护作用。我们所有人都会从中受益。

控制气候环境
无论室内和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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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我们的口号！驱使我们公司成长和发展的是对能源效率和

能源回收利用的追求。这样能帮助您节约费用和耗材。

我们针对您的特殊需要量身定制解决方案。不用说，这也意味

着所提供的系统在安装和操作上都会简单方便。

我们很重视我们的产品质量和咨询服务。作为完整解决方案的

供应商，我们甚至提供给每一位客户超出其要求的服务。

我们员工的教育背景和能力也是您满意的基础。每一位工程师

都始终致力于设计出成熟完美的解决方案 ‑ 从不止步。

我们欢迎与众不同的，创新的想法。这样，反过来，您的项目

也会从中受益。

作为一家自营制造商公司，我们在与客户和供货商的交往中永

远真诚、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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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val供暖技术

作为拥有全系列产品的中性能源供应商，Hoval帮助客户选择使

用多种不同能源的具有创新性的系统解决方案，比如燃油、天

然气、木料、木屑、太阳能和热泵。从个人住宅到高层建筑都

可服务到位。

对能源和环境负责！

Hoval品牌是享誉世界的室内气候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超过70年的经验提供了

Hoval的能力和动力来持续开发非凡的系统解决方案以及技术领先的设备。对能

源的最大化利用并同时保护环境一直是我们的保证和目标。Hoval已将自身塑造

为全球50多个国家的智能供热和通风系统的杰出供应商。

Hoval家用通风

为您的家里提供清新的空气和高效的热能：通过HomeVent®, 
Hoval为个人住宅或公寓内的空气质量设立了新的标准。

Hoval室内通风系统

送新风、处理排风、采暖、制冷、过滤、布送空气、回收热能

或是冷量 ‑ 无论是什么样的任务，Hoval室内通风系统都能提

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并降低设计以及安装费用。

Hoval热能回收

对能源的高效利用需要通过热能回收来达到。Hoval提供两种不

同的解决方案：作为显热回收的板式热回收器，以及作为潜热

回收的转轮式换热器。

International
Hoval Aktiengesellschaft
Austrasse 70
9490 Vaduz, Liechtenstein
Tel. +423 399 24 00
Fax +423 399 27 31
info.klimatechnik@hoval.com
www.hoval.com

中国

皓欧(瑞士)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皓欧东方（北京）供热技术有限
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2号
光明大厦1408室 100125
Tel:  +86 10 64636878
Fax: +86 10 64642270
www.hova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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