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化住宅和工作场所空气质量。
洁净，节能，易用。

舒适通风
HomeVent®



我们希望身处如同自然界般清新、洁净的空气中自然地呼吸。但由

于环境的日益恶化，即使身处环境优良的乡村地区，因体质和追求

而对空气质量执着的人群，也纷纷表示对空气质量的担忧。如何确

保室内和室外形成最佳的空气交换呢？

Hoval最优新风技术以舒适通风为出发点，采用全自动控制方式改

善空气质量和湿度，营造舒适的室内气候环境。 
针对新建筑、改造及装修的专业解决方案可降低建筑整体能耗。 

在家和工作场所享受新鲜空气和健康
室内环境

扉页

HomeVent®全热焓转轮特写图片。  
转轮可将排风中的能量及湿度传导入室内新风。

“不同与普通的新风，我们的设备提供的是堪比来自阿尔卑斯山

脉的新鲜空气。  
HomeVent® 舒适通风装置体现了Hoval数十年来在能量回收和

湿度回收领域的丰富经验。”

 舒适通风经理：Patrik Woe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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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vent®通风系统确保您的每一次
呼吸

Homevent®舒适新风系统，在为室内净化并输送新风的过程中，同

时保持安静的家居环境。设备采用全热转轮换热器对新风进行舒适

处理，不会如同开窗通风一般形成大量的能量流失。Homevent®舒

适新风系统运行中所回收的能源大幅超出其能耗，固其可显著改善

建筑物的能效平衡。

Homevent®舒适新风系统的另一个优势是可以平均保持室内的空气

湿度，对室内注入温和宜人的新鲜空气，以确保理想的室内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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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Vent®. 
优势一览

易用 经济

生态 完善

 ▪ 优化空气湿度等级，提供优质、温和的新鲜

空气 
热量和湿度同时回收

 ▪ 守护您的健康  
提供清新，洁净的空气

 ▪ 即使炎夏也能提供宜人的新风温度 
具有冷量回收功能CoolVent

 ▪ 能源优势  
能量回收功能

 ▪ 能量平衡  
回收的能量约10倍于设备功耗

 ▪ 全热回收效率高达130% 
独有专利热回收装置

 ▪ 因地制宜，供需平衡，风量无级调控

 ▪ 无辅助成本投入  
无需空气预热及冷凝水排水

 ▪ 灵活布置  
可适应任何布置方式

 ▪ 设备维护简单 
基于灵活维护和家居使用理念

 ▪ 调试简单 
设备即装即用

健康室内气候

节约资源

经济运行

易于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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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有专利热回收转轮                  
控制家中的温度和湿度

Homevent®可以由排风中同时回收能量

和湿度，这是常规系统无法提供的。

设备依靠专利的全热焓转轮实现这一交

换过程。得益于Hoval专门开发的吸附涂

层，热回收装置可以对排风进行能量和

水分提取。需要时将提取的能量和水分

转移到新风中。 

 
全热回收效率高达130% 

独有能量和湿度回收技术使得
Homevent®具备出色的经济效
益。 
相比而言，优良的常规系统其全热回收

效率能达到90%左右，而HomeVent®通

过其独占的回收模式，全热效率可高达

130%。最终形成兼顾经济效益的舒适室

内气候。 

HomeVent®. 
舒适新风系统为您全天候供应新鲜空气

健康舒适的新鲜空气 

近年来建筑保温日趋完善，其带来了多

方面的优势。即可降低建筑能耗，另一

方面，完善的外围护结构可组织建筑通

过门窗缝隙形成不安全换气。但封闭的

建筑环境更加凸显了对新风的需求。

Homevent®舒适新风系统通过全自动控

制方式同时确保新风供应，温度平衡及

湿度平衡，无需额外操作。 

 
按需供应能效平衡 
 
Homevent®系统可以显著提高建筑能效

平衡。该系统节省能源量远高于其运行

能耗。 

设备通过控制器可实现风量无级调控。

两台低能耗EC风机将依照设备的百分比

风量来运行。

独有专利Homevent®热回收装置可以确保将排风中回收的能量和湿度转移至新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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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外部污染和噪声 

设备预过滤可隔绝大部分颗粒物，主过

滤狙击空气中PM2.5。确保新风洁净

度，同时通过排风将建筑物中的异味及

有可能引起发霉的过量湿度排到室外。

不仅隔绝了污染物，同时也不受街道上

的噪音影响 

 
灵活安装和维护

Homevent®不会产生冷凝水，该设备适

应任何布置方式。 
在设备两侧均可进行维护*，不需要特

别培训就可以更换过滤器。

*  HomeVent®comfort FR (250)仅允许单侧维护。

 
CoolVent选配： 
建筑气候用控制 冷量回收

可选装置CoolVent是HomeVent® ® 建筑气候控制系统的智能

扩展。  
CoolVent可进行主动冷量回收。当天气炎热需要对室内空气

进行制冷时，新风将在Homevent®中进行预冷和干燥。即使

在一年中最热的时间，该装置也能以节能方式进行气候控制

并持续供应新鲜空气。

CoolVent – 特点一览

 ▪  回收空调的冷量 - 持续回收，效率稳定在84%
 ▪  通过Homevent®系统输送经过处理的新风

 ▪ 夏天可干燥潮湿的新鲜空气

 ▪  大大降低空调系统的能耗

 ▪ 安装简单

 ▪ 操作简便

 
节省投入成本 

Homevent®设备即装即用。设备后期维

护简单低廉，运行过程无冷凝水，也就

没有结冰的风险，不需要昂贵耗能的预

热装置。设备实测可在-20℃外界环境

下正常运行。

冬季Homevent®运行时对室外干燥寒冷的新风进行增温加湿。 
在夏季，同原理反向运行，可将外部湿热的空气冷却到22°C。例如，将
CoolVent中的新鲜空气从30°C冷却到舒适的23°C，排除多余的湿度，从而大
大减少空调系统的工作量。

厨房

Bathroom, WC

HomeVent®

30ºC 22ºC
生活区

睡眠区域22ºC

23ºC

22ºC

地下室/设备室

分体式空调
系统

新鲜空气

抽取空气/
过量空气

供应空气

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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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方案完美应多不同需求

Hoval Homevent®舒适通风系统为每个建筑场合提供创新解决方案，确保供应最佳、舒适的新鲜

空气，改善室内气候，提高健康状况，降低建筑能耗。 

HomeVent® comfort FR (250)
单户住宅

HomeVent® comfort FR (500)
大型单户住宅，别墅

HomeVent® comfort FR (300)
单户住宅

HomeVent® comfort FR (180)
公寓用

HomeVent® comfort FRS (180)
公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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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Vent® comfort FRS (180).
紧凑型–公寓用

技术数据

HomeVent® comfort FRS (180)

空气流量 m3/h 40-180

热回收效率* % 90-130

热回收（可调） % 0-85

湿度回收（可调） % 0-86

电功率** W 38

距离设备1 m以外声压* * dB (A) 45

尺寸（长/宽/ 高） mm 1170 / 594 / 374

重量 kg 55

* 根据热含量差 根据变化
** 标称空气流速 126 m3/h, 50 Pa

技术数据

HomeVent® comfort FRS (180)

空气流量 m3/h 40–180

能量回收效率* % 90–130

显热回收效率（可调） % 0-85

湿度回收效率（可调） % 0-86

功耗* * W 38

设备风口声压* */室内风口处1m外声压* * dB 
(A) 37/25

尺寸（长/宽/ 高） mm 1170 / 594 / 374

重量 kg 55

* 根据热含量差 保留变更权利
** 额定风量210m3/h,50Pa

外壳
双层外壳，有效保温不形成热传导，
内部采用消声材料。两侧外壳为螺栓
连接，拆卸快捷。内壁光滑易于卫生
清洁。

热回收装置
转轮涂覆有吸附涂层，该涂层可以回
收空气中的能量和湿度。 
回收过程通过热量回收装置的转速进
行持续控制。

电气系统
确保持续自动运行并监控所有重要部
件。

过滤器
盒式过滤段，大过滤面积、低压降。
新风: 过滤器等级 F7   
排风: 过滤器等级 G4.

风机
节能EC直流电动机。

送风

新风

回风

排风

预过滤
可防止大颗粒进入设备内，降低主过
滤更换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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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Vent® comfort FR (180).
安静、全面–公寓用

外壳
双层外壳，有效保温不形成热传导，
内部采用消声材料。两侧外壳为螺栓
连接，拆卸快捷。内壁光滑易于卫生
清洁。

热回收装置
转轮涂覆有吸附涂层，该涂层可以回
收空气中的能量和湿度。 
回收过程通过热量回收装置的转速进
行持续控制。

电气系统
确保一年四季自动运行并监控所有重
要部件。

消音装置
隔音模制

空气分配器
一体化即插即用。

过滤器
盒式过滤段，大过滤面积、低压降。
新风: 过滤器等级 F7  
排风: 过滤器等级 G4.

风机
节能EC直流电动机。

技术数据

HomeVent® comfort FR (180)

空气流量 m3/h 40-180

能量回收效率* % 90-130

显热回收效率（可调） % 0-85

湿度回收效率（可调） % 0-86

功耗* * W 40

设备风口声压* */室内风口处1m外声压* * dB 
(A) 44/25  

尺寸（长/宽/ 高） mm 1384 / 594 / 362

重量 kg 65

* 根据热含量差 保留变更权利
** 标称空气流速 126 m3/h, 50 Pa

送风 回风

新风

排风

预过滤
可防止大颗粒进入设备内，降低主过

滤更换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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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Vent® comfort FR (250).
经济、可靠–单户住宅

过滤器
袋式过滤段，大过滤面积、低压
降。
新风: 过滤器等级 F7  
排风: 过滤器等级 G4.

消声器和扩散器
组合隔声模块并提高送风效率。

热回收装置
转轮涂覆有吸附涂层，该涂层可以回
收空气中的能量和湿度。 
回收过程通过热量回收装置的转速进
行持续控制。

外壳
双层外壳，有效保温不形成热传
导，内部采用消声材料。两侧外壳
为螺栓连接，拆卸快捷。内壁光滑
易于卫生清洁。

电气系统
确保持续自动运行并监控所有重要部
件。

风机
节能EC直流电动机。

技术数据

HomeVent® comfort FR (250)

空气流量 m3/h 65-250

能量回收效率* % 96-130

显热回收效率（可调） % 0-84

湿度回收效率（可调） % 0-85

功耗* * W 60

设备风口声压* */室内风口处1m外声压* * dB 
(A) 39/25

尺寸（长/宽/ 高） mm 1050 / 550 / 470

重量 kg 55

* 根据热含量差 保留变更权利
** 标称空气流速 175 m3/h, 50 Pa

回风 送风

排风

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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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Vent® comfort FR (300).
舒适型–单户住宅

排风
新风

回风 送风

过滤器
盒式过滤段，大过滤面积、低压
降。
新风: 过滤器等级 F7  
排风: 过滤器等级 G4.

预过滤
可防止大颗粒进入设备内，降低主
过滤更换频率。

热回收装置
转轮涂覆有吸附涂层，该涂层可以回
收空气中的能量和湿度。 
回收过程通过热量回收装置的转速进
行持续控制。

外壳
双层外壳，有效保温不形成热传
导，内部采用消声材料。两侧外壳
为螺栓连接，拆卸快捷。内壁光滑
易于卫生清洁。

电气系统
确保持续自动运行并监控所有重要
部件。

RadiCal风扇
新一代向后弯曲涡流叶轮可以进一
步减少噪音和降低能耗。

技术数据

HomeVent® comfort FR (300)

空气流量 m3/h 300

能量收效率* % 96-130

显热回收效率（可调） % 0-86

湿度回收效率（可调） % 0-85

功耗* * W 57

设备风口声压* */室内风口处1m外声压* * dB 
(A) 36/25

尺寸（长/宽/ 高） mm 940 / 582 / 510

重量 kg 55

* 根据热含量差 保留变更权利
** 标称空气流速 210 m3/h, 50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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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Vent® comfort FR (500).
大功率–大型单户住宅及商业设施

排风

新风

回风 送风

过滤器
盒式过滤段，大过滤面积、低压
降。
新风: 过滤器等级 F7  
排风: 过滤器等级 G4.

预过滤
可防止大颗粒进入设备内，降低
主过滤更换频率。

热回收装置（2台）
转轮涂覆有吸附涂层，该涂层可
以回收空气中的能量和湿度。 
回收过程通过热量回收装置的转
速进行持续控制。

外壳
双层外壳，有效保温不形成热传
导，内部采用消声材料。两侧外
壳为螺栓连接，拆卸快捷。内壁
光滑易于卫生清洁。

电气系统
确保持续自动运行并监控所有重
要部件。

RadiCal风扇
新一代向后弯曲涡流叶轮可以进
一步减少噪音和降低能耗。

技术数据

HomeVent® comfort FR (500)

空气流量 m3/h 100-500

热回收效率* % 90-130

热回收（可调） % 0-82

湿度回收（可调） % 0-83

功耗* * W 115

设备风口声压* */室内风口处1m外声压* * dB 
(A) 42/25

尺寸（长/宽/ 高） mm 1566 / 907 / 560

重量 kg 130

* 根据热含量差 保留变更权利
    标称空气流速 350 m3/h, 50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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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Vent® comfort FR (500).
大功率–大型单户住宅及商业设施

HomeVent®.
舒适一览…

适用于新建筑及装修安装

设备 comfort FRS (180) comfort FR (180) comfort FR (250) comfort FR (300) comfort FR (500)

温度和湿度回收 √ √ √ √ √

风扇 节能型 节能型 节能型 RadiCal RadiCal

高效过滤 √ √ √ √ √

集成预过滤 √ √ – √ √

焓转轮数量（热回收装置） 1 1 1 1 2

快捷检修口 两侧 两侧 单侧 两侧 两侧

Coolvent冷量回收功能 可选 可选 可选 可选 可选

集成消音装置 – √ – – –

风量增幅 – – – 可选 可选

分配器 外部 集成 外部 外部 外部

尺寸（长/宽/ 高） 1170 / 594 / 374 1384 / 594 / 362 1050 / 550 / 470 940 / 582 / 510 1566 / 907 / 560

保留变更权利

可外露悬吊安装:舒适新风系统， Hoval HomeVent®也适合装修时安装。 若在房屋设计阶段 可使用任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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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Vent®.
不仅仅提供新鲜空气

HomeVent® 质量标准

多台Homevent®同时使用时应注意确保

风量均衡，各设备设计应兼容协调。所

有理念都应确保装置的布置和安装过程

简单可控。同时所有部件均应符合相应

卫生要求并可从前端进行维护和保养。 

HomeVent® 控制器BG02：
简约经典

控制器表面旋钮可直接调控风量及湿度

设定，其余控制通过HomeVent® 全自动

程序完成。控制系统实时监控并按需调

节。控制器秉承简约风格，聚会功能按

钮可用于临时增加空气流量，朋友聚会

时可启用此功能。控制器带有过滤更换

报警。

HomeVent® 控制器BG03：
舒适触控

触屏控制器大气直观，可单独设置运行

时间模式。控制器可设置功能及参数，

诸如：新风量，湿度，或激活预置程

序，CO2控制，外出模式或夜间运行。 

HomeVent®可配件控制系统连接模块。

可联接建筑控制系统将您的HomeVent®

设备进行联网。

Hoval风口格栅： 

特别设计的风口格栅易于融入既有室内

设计，别致但又不突兀，且可有效确保

空气交换。 

根据不同型号和设计配备不同类型的风

口格栅，Hoval根据客户个人喜好和室内

情况提供具体的方案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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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val系统解决方案
一站式解决生活难题

小型换热站
方便多住户采暖分配及计量 

Hoval太阳能系统
Hoval太阳能系统可以为采暖系统
供应大部分热水/能量。该太阳能
系统可以集成装配到Hoval采暖系
统中。 

Hoval热水器
生活热水输出稳定，可与一系列
Hoval系统解决方案组合，水容量
选择范围200–2000升。

Hoval储热罐
Hoval储热罐，容量范围200–
6000升。

Hoval舒适新风
Hoval舒适新风系统可以持续确保
新鲜空气供应。通过设备专利的
能量回收装置确保宜人室内气
候。尤其可狙击污染物PM2.5。

Hoval TopTronic®T 控制器
Hoval TopTronic®T 控制器是系统
的核心控制，该控制器可以确保
系统组件之间高效交互。增加可
选钥匙模块还可对其功能进行扩
展。

Hoval热源设备
每种设备均对应一系列成熟的解决方案，以发挥设备
的最优性能–与Hoval其它系统组合使用时，效率优势
尤为明显。

Biomass锅炉热泵

冷凝式燃气锅炉 冷凝式燃油锅炉

Hoval HomeVent®系统解决方案可在不同

面积区域广泛使用 
单户住宅

装修 新建筑
多户住宅 商业设施 市政大楼



您可以信赖的:

Hoval集团

瑞士 
Hoval AG 
8706 Feldmeilen ZH 
www.hoval.ch
奥地利 
Hoval Gesellschaft m.b.H 
4614 Marchtrenk 
www.hoval.at
德国 – 供热技术 
Hoval GmbH 
85609 Aschheim-Dornach 
www.hoval.de
德国 – 供热技术 
Hoval GmbH 
72108 Rottenburg/Neckar 
www.hoval.de
英国 
Hoval Ltd. 
Newark Notts.NG24 1JN 
www.hoval.co.uk 
意大利 
Hoval s.r.l. 
24050 Grassobbio (BG) 
www.hoval.it
法国 
Hoval SAS 
67100 Strasbourg 
www.hoval.fr
丹麦 
Hoval a/s 
8660 Skanderborg 
www.hoval.dk
保加利亚 
Hoval Corporation - Branch Bulgaria 
1797 Sofia 
www.hoval.com
克罗地亚 
Hoval d.o.o. 
10 000 Zagreb 
www.hoval.hr 
捷克 
Hoval spol. s.r.o. 
31204 Plzeñ 
www.hoval.cz
波兰 
Hoval Sp. z.o.o. 
62-002 Suchy Las 
www.hoval.pl
罗马尼亚 
Hoval s.r.l. 
Voluntari 077190 
www.hoval.ro
斯洛伐克 
Hoval SK spol. s.r.o. 
04001 Kosice 
www.hoval.sk
中国 
Hoval Ltd. 
100125 Beijing P.R.China 
www.hoval.com.cn
新加坡 
Hoval Corporation 
Singapore 187966 
www.hoval.com

Hoval专业服务

Hoval专业服务人员精通系统及设备的运行状况，服务质量沿承

Hoval一贯对完美的追求，力争客户满意。专业客户服务团队现场

进行设备维护和故障处理。 

对环境和能源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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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热和通风系统杰出的供应商。

Hoval室内通风系统

室内通风系统保证了最高的空气质量以及最节能的运行。Hoval在
分散式通风系统领域已有长期且丰富的经验，确保上述两大要点的

关键在于运用多样化的设备组合，对设备进行合理的运行规划。这

使得Hoval可以灵活应对各种采暖，制冷和通风需求。

从专家处获得设计支持

Hoval公司设计领域的诸多达人愿与客户分享他们的设计理念，

并全程为客户项目予以设计支持。 
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密切配合客户需求，优化项目前期设计及工

程投入，并降低后期项目维护成本。

Hoval Aktiengesellschaft
Austrasse 70
9490 Vaduz, Liechtenstein
www.hoval.com

     

Hoval全球请点击：

Hoval.com Hoval.tv Hoval 
360° App 

Facebook.
com /Hoval

YouTube.com /
Hoval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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