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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住宅通风
简单、紧凑、安静和数字化

热回收率高达 91%的可控住宅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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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空气质量

我们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和要求为核心。我们的目的是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宜人的室温、均衡的
湿度和最佳的空气质量是我们的目标。getAir 将尽情享受室内新鲜空气视为一项基本的居住权利。作为分散
式住宅通风的领先制造商之一，我们清楚地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的愿景是 
完美的室内空气质量

我们在封闭的建筑物
内度过一生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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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一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会在一个封闭的建筑物内度过。getAir 早已认识到了空气元素的重要性。因
此，我们为您在您的室内空间内带来清新且洁净的空气，让您在家中感觉更舒适。我们的技术和创新为我们
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们的座右铭是：通过创新取得成功，通过显著的附加价值激励人们！getAir 在技
术和服务方面树立了室内空气领域的里程碑。

我们的理念 - 适合每个生活空间 
新鲜且洁净的空气

保护下一代

可持续发展产品
我们的使命

为了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我们生产的产品...

节省我们星球的资源

改善与提高我们这一代
的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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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式新风技术

这是一个需要转变思维的时代

我们的产品为您增加附加价值

先进的新风系统已经成为低能耗住宅中不可或缺的技术。对于前瞻性的建筑规划而言，自动通风自然必不可
少。如今先进的建筑材料如此高效的隔离建筑物，以至于建筑物内的污染物和水气不再自行渗入室外。因此
通风不良会导致房间潮湿，甚至出现霉菌。通过对建筑物内的微气候调节，不但可以维护建筑结构。同时实现
不动产的升值。

请摒弃新风系统安装复杂且难于保养的偏见。高度先进的 getAir 新风系统凭借其简单而高效的技术收获信
赖。紧凑化设计使得插接原理中的装配工作量极低。模块化结构使过滤器的更换超出想象地简单。成熟的技术
也保证了较长的使用寿命。

小风机 - 高品质的生活

高品质的生活

减轻压力

防盗

事故预防

健康

前瞻性

提升您的不动产的价值

安装成本低

耐用

良好的通风不仅仅意味着新鲜空气，同时也是舒适生
活的基本要求。富含氧气的呼吸空气可以缓解压力症
状，并改善整体健康状况。 

从现在开始无需开窗也可以进行通风。安全性和保护
性，作为分散式住宅新风系统的积极方面，往往被低
估。仅仅是防盗保护和突然冒出的是否已经关好窗的
问题就足以在度假期间令人焦虑不安。对于儿童的保
护则更加重要，对于他们而言，敞开的窗户意味着事故
风险。以上种种忧虑我们都将为您分担，并带给您踏实
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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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IMIR W.，38 岁，过敏患者

“我有花粉过敏症。健康的人呼吸到新鲜空气会感到
轻松喜悦，而我的反应却是流鼻涕和呼吸困难。还可
以开窗睡觉吗？不敢想象。现在分散式住宅新风系统
为我们持续输送空气，同时过滤高达100 % 的花粉。

呼吸系统的福音！”

清新空气带来高品质生活！

采访请登录
www.getair.eu/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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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回收的原理

高效率的生活空间 
GETAIR 新风系统的优势一览：

空气中的宝贵能量被吸
收储存在陶瓷蓄热器

中，直到达到蓄热器的
最大容量。

风机将温热和使
用过的空气向室

外输送 70 秒。

高达 91％ 的热量回收

快速 & 具有成本优势的安装

易于清洁 & 保养

增强隔音

干净清洁 & 无花粉的室内空气

节约热能高达 50％

排气阶段
室外温度 0 °C

2°C

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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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通风过程中，温热的室内空气无阻碍地向外排出，但同时热能未经利用便已流失。而具备热量回收功能
的分散式住宅新风系统正好阻止了这一点，已使用的室内污浊空气在被排出的过程中，其热能量被储存在了
系统内。简单的原理，带来显著的成本节约效果。

为什么不呢 
分散式住宅通风的简单原理

一旦已储存的热量被
完全释放，风扇将改
变旋转方向 - 新的排

气阶段开始。

风机改变其旋转方向 — 新鲜的
外部空气被送入居住房间。

较冷的新鲜空气升温。

以动画展示分散
式住宅新风系统

www.getair.eu/cn

送风阶段

室内 21 °C

室外温度 0 °C

0°C

19°C

www.getair.e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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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产品中体积最小、噪音最弱 & 效率最高的住宅新风设备。”

完美的平面设计：
内挡

含噪音导流片且具有设计感的内挡
深度仅为 45 mm。专门开发的隔音

膜将声音降至最低。

传感器控制的区域和湿度调节  
SmartFan® S 中的集成传感器可以测量室内空气中的温度和湿度，并

自动选择最佳通风模式。  

独特的 PM2.5 细尘过滤器*
细尘过滤器确保为家中提供最高的健康保护。从粗粉尘到花粉，再到废气产生的最小

颗粒物，都可以轻松过滤掉。

*非标准配备/可选配备

热回收率 高达 91%
1 档 2 档 3 档 4 档

Eco 模式/通风体积流量1) [m³/h] 18 28 38 46
声压级 [db(A)] 11 19 28 33
功耗2) [W] 0,8 1,4 2,6 4,0
标准噪声级差Dn,w [dB] 44/49 (可选隔音套件)
取芯钻孔直径 [mm]   162
能效等级

技术参数

A+

1)
 成

对
运

行
 

2)
 无

电
源

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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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FAN® S 

外挡：技术成熟
该高端部件含形状特殊的出气口，确保理想的
空气流通。集成导向叶片的护板基于涡轮技
术。无需工具即可完成安装，无需在外立面钻
孔或拧紧

风扇：遵从空气动力学并且极其安静  
高科技轴流式风扇可以采用始终如一的高功率双向。减震器技术确保了近乎
无声的运行。

热交换器单元：灵感源于自然
高效陶瓷热交换器采用六边结构实现低耗损
流通。蜂窝结构提供尽可能大的表面，以及高
达 91% 的热量回收。

SmartFan®

行业                                          技术引领者

SMARTFAN® + 传感器 = SMARTFAN® S
只需插入棒式传感器即可将 SmartFan® 转换成 SmartFan® S。通过这一配备，SmartFan® S 将实现全自动化
通风。它可以全自动选择合适的模式，在居住房间中营造舒适宜人的居住微气候。这一过程通过集成传感器
实现。它们定期测量温度和湿度，并对此作出相应反应。居民可以享受清新空气带来的舒适感，且不会浪费热能。

带有创新传感器的SMARTFAN® S 结合了 SMARTFAN® 系列的所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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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解决方案

内侧面
SmartFan® L
系统在内侧面隐藏，且提高了对于
室外噪音的吸收。

地下室
SmartFan® K
通过 SmartFan® K，
地下室也可以从先进
的 SmartFan® 技术
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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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区
SmartFan® XR
针对室内湿区的解决方案满足了
与 X 系列相一致的性能。

屋顶
SmartFan® D
创新型屋顶解决方
案！该系统几乎可
兼容所有斜屋顶。

浴室 & 厨房
SmartFan® X
通过外墙中的管道，可以快速且巧
妙地排出让人不快的异味和湿气 。

优质的室内空气无所不在
getAir 新风系统为房屋中的每个区域提供新鲜空气。SmartFan® 
可以安装在整个房屋中的任何房间内。内侧面、屋顶和地下室系
统基于 SmartFan® 技术，可回收高达 91 % 的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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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且美观 
创新型分散式住宅新风设备可以在窗侧轻松安
装，对于厚度仅为 60 mm 的外保温复合体系，便

可以完成安装。

SMARTFAN® 技术
该系统基于创新型 SmartFan® 组件。

…SMARTFAN® L PLUS - 安静无声且隐藏安装
SmartFan® L Plus 确保了安静和安心的睡眠。特别是在噪音较大的居住区，如机场航线、铁路线或繁忙道路附
近，安装住宅新风系统可以改善居住环境。无噪音的新鲜空气：依靠 SmartFan® L Plus 终成现实。

一片宁静...

SMARTFAN® L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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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音”内挡
采用降噪设计，且流量经过优化
的内挡确保最少的噪音传播。

创新型转接原理
得益于创新型转接系统，SmartFan® L 可以左右
旋转 180° 在窗侧安装。另外，气流的双重换向确
保了更少的噪音传播。

提高对于室外噪音的吸收
通过集成隔音垫和流动方向的双重变换，几乎可以完全
吸收室外噪音。

优点

在外立面中的接合几乎完全隐藏

增强隔音（隔音等级 6）

双重噪音导流

标准噪声级差最高 60 dB

高隔热性能

高达 91％ 的热量回收

易于安装 & 清洁

最佳隔热性能
铺设通道由专利保温材料 Neopor® 构成。根据研磨石墨的比
例，Neopor® 的绝缘性能高达 20％。有助于改善能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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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控制系统

您的生活彰显个性 - 通风也一样！

热量回收

睡眠模式

通风模式

强力通风

自动模式 

定时控制

借助 getAir 创新性的 WIFI 控制，您可以在智能手机上使用 getAir 应用程序，随时为您的
家营造舒适的居住氛围。方便地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或直接通过触摸控制面板设置。

从多种模式中选择适合您当前通风要求的模式：

LED 控制系统 -  
一键呼吸清新空气
可通过四个按钮操作这套具有价
格优势的控制系统。布局一目了
然，风速和模式的设置极为轻松。

触摸控制 -  
独一无二
只需手指轻触，您就可以轻松地在
四个预设功率级别和各种模式之
间选择合适的通风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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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室

情况： 
生日聚会

要求： 
高湿度负荷，增加氧气消耗

解决方案： 
具有自动调湿功能的聚会模式

卧室和儿童房

情况： 
孩子正在睡觉

要求： 
低湿度负载，低噪音

解决方案： 
具有自动调湿功能的睡眠模式

浴室

情况： 
有人正在洗澡

要求： 
高湿度负荷

解决方案：
自动调节湿度的强力通风

1 2 3

3 2

2

1

同时满足不同通风要求。

请您选择：触摸控制 或 LED 控制系统
灵活的 getAir 控制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将框架和控制面板插入底座，且无
需工具。如此可以随时为便捷的 LED 控制系统补充多功能触摸控制系统。根
据您的需求和具体情况轻松升级。

通过区域调节实现符合需求的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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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传感器

小巧外观- 很大作用 
智能传感器为您带来健康的居住空气
智能化的 getAir 新风系统带有集成空气质量传感器。它不仅能够测量湿度和温度，还能测量空气质量。空气
质量的好坏提供了有关室内当前污染物浓度的信息。从油漆、家具或地板中释放出的废气、霉菌孢子以及油
漆和建筑材料，所谓的 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会积聚在室内空气中。特别是在现代密闭的建筑物中，污染
物含量会迅速增加到不健康的浓度。如果污染物过高，适当的模式会完全自动激活，以提供足够的新鲜空气，
并使消耗的室内空气，包括污染物排出。

按需提供完美
的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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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创 
通过语言控制的新鲜空气

用一个界面控制一切
GETAIR 的 APP* 让这变成可能 

*仅可与 WIFI 控制配合使用

getAir 的全新语音控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家居通风方式，让日常生活变得更加舒适。SmartFan 是世界上第一
套分散式家庭通风系统，可通过亚马逊回声语音助手 “Alexa” 以及谷歌智能助理进行控制。由此，getAir 通风
系统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做出反应 - 这样您就可以坐在最喜欢的椅子上舒适地享受屋内的新鲜空气。

一台风扇，一个应用程序 - 许多可能性。使用 getAir 的 APP 可以
轻松快速地控制任何通风区域。您可以轻松选择最适合您的模
式。在热回收和短期通风之间切换，在睡眠模式下享受无噪音放
松或根据您特定的每周要求设置通风。顺便说一句：为了更加省
心，风扇会在自动模式下完美自动控制通风。

手机应用程序 和语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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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新建筑 
嵌入式安装块

自动湿度和区域调节 
插入式传感器

使用获得专利的隔音元件，使已经过声学优化的 
getAir 系统的声压级可进一步降低 5 dB。该元件的
厚度为 80 毫米，每个元件都有三个可打开的腔室元件，
可以根据所需的体积流量单独移除这些元件。环形物可
以轻松地被独立切割成任何壁厚。

配件

如果要更安静
隔音 3K

耐用的安装块是新建筑不可或缺的安装辅助工
具。该安装块配有一个 162 毫米的开口和3度的

冷凝水排放斜率。在外墙施工阶段，按照先前定义的
高度，轻松将其安装在墙上。安装块由现代绝缘材料 
Neopor® 构成，因此非常适合节能的建筑结构。

所有 SmartFan® 系统都配备了带有传感器端口的即用型风扇
单元，可通过简单的插入原理在几秒钟内连接插入式传感器。将

传感器直接安装在风扇单元中，可直接测量进出空气。精细传感器可
以对温度和湿度进行检测，进而决定需要的风扇级别和模式，确保室
内温湿度始终保持最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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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过滤器可显着减少室内的花粉和灰尘。静电过滤
器和优质粗尘过滤器的相互作用使过滤器特别有效。

静电过滤器将浮动的灰尘颗粒结合起来，却不减慢空气流
动。预先设定的粗尘过滤器从外部过滤粗颗粒，因此静电过
滤器不会太快变脏，并且可以长时间保持高效。灰尘和污垢
很容易被吸走。

坚固耐用 
金属外观外罩

替代产品

不只针对过敏患者 
花粉过滤器

若要避用配电盒，您可以使用卡轨安装式电源，而非暗装电源。
这里，电源直接安装在保险丝盒中。然而在采用这种安装方式
时，只需在墙面上为控制保险盒布置另一个凹槽（或电缆通道）。

无需配电盒 
DIN 导轨电源

如果墙体厚度特别低，内外部石膏和绝缘材料
小于 320 毫米，我们为您提供优雅的金属外罩。
有不锈钢、白色 (RAL 9016) 和无烟煤 (RAL 7016) 色可
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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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性和数据
智能联网
getAir 开发了一个数字网络，用
于集成和集中控制自己的技术以
及外部产品。其中包括用于永久
采集测量值的智能传感器技术，
独立于平台的应用程序和语音控
制，以及与其他智能家居系统连
接的网络。

纯净的空气在高科技世界中成为越来越难
得的珍宝。随着城市交通量的快速增长，颗
粒物污染继续增加；由于原材料短缺，能源
成本持续上升。具有几乎 100％ 颗粒物质分
离能力，并且节省资源的过滤器技术的节能
空气净化系统难道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吗？

过滤能力接近 100％ 
绝对纯净的空气 

对纯净的空气说“你好”

面向未来的技术

过滤
独特且引领潮流的过滤解决方案
生活在无污染且纯净的室内环境中。通过独特的过滤技术实
现。通过科学的基础研究，getAir 已经达到了空气净化的新领
域。getAir 的空气净化器也可以作为单独设备使用。可以完全
消除烟雾、颗粒物、花粉过敏源和其他有害颗粒。传统系统所
使用的 HEPA 过滤器必须独立更换，而且价格昂贵，而 getAir 
过滤器由于它的独特的工艺，终生无需更换。该空气净化器
具有智能控制系统，通过各种传感器确保最佳的 “室内空气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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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香薰
宜人的气味为您带来绝对良好的室内
环境体验
getAir 引入智能香薰功能，根据
您的喜好，为您提供合适的香味。
天然基础上加入宜人的香气，通
过特殊的雾化程序供给室内空
气，并同时中和去除室内难闻的
气味。不仅为住宅带来绝对舒适
的体验 - 在酒店、写字楼和零售商
店中使用，也可以对顾客逗留时
间、情绪激励和决策产生积极的
影响。

通风装置
节能分散式家庭通风装置
通风装置适用于节能、紧凑的住宅通风系统。该 getAir 通风装
置适用于任何安装环境，并且非常易于安装。SmartFan 系列
的特点是超静音，无风空气流通，并且非常经济节能。流动性
极佳的内部面板采用时尚的设计，可以匹配任何生活环境。重
点是未来的网络化和系统的独立学习性。

getAir 不断激发智能创新灵感-从简单、价格敏感的社会住房解决方案到独立的、传感器控制的一体化的高级
住宅系统。getAir 始终认为，完美的室内空气环境受各种因素影响：理想的新鲜空气自动供应，营造健康的室
内空气环境，通过 getAir SmartFan 通风系统实现最高能效; 通过 getAir 净化器技术，完美去除污染物和悬浮
物，最大限度地净化室内空气; 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在芳香的环境中享受健康。未来，所有技术将进行连接，
并通过平台进行操作。

通过智能产品理念提高生活品质 
室内通风技术领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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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getAir 的分散式通风系统可以完美契合任何环境。无论是低调的
纯白色，还是“吸引眼球”的款式 - SmartFan 内部面板提供多样
选择，您可以根据自己喜好或者装修风格来选择匹配的设计款
式。安装非常简单，很容易在新建筑和旧建筑中轻松完成。无论如
何，请为自己选择一个舒适的环境！

很快也会进入您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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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
这真是一款时尚的空气净化器。

René Reuter | 开发商及所有者 
FABRI & REUTER 房地产商 

“我安装过许多不同的通风系统，但只有 getAir 的分散式通风系统让
我信服。产品易于安装和操作。这不仅让我感到高兴，也让我的客户满
意。基于需求的通风装置和直观的设置控制使得getAir 的分散式通风
系统非常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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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Air GmbH

Krefelder Straße 670 | 41066 Mönchengladbach
电话: +49 2161 990 90 - 0 | 传真: +49 2161 990 90 - 99

电子邮件: info@getair.eu | 网址: www.getair.eu

M A D E  I N  G E R M A N Y

使用 getAir® 可获得最佳的体验

www.getair.e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