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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含内蒙）：
电话：010-64356653-628
传真：010-64356653-671

上海：
电话：021-32552000-8031
传真：021-32552000-8034

天津：
电话：022-59802976
传真：022-59802974

重庆（含贵州、云南）：
电话：023-68693203
传真：023-68695917

河北：
电话：0311-66618521
传真：0311-66618541

山西：
电话：0351-3088079-8010
传真：0351-3080223

东北（含东北三省）：
电话：024-31211119
传真：024-31211978

山东：
电话：0531-80993597
传真：0531-80993596

江苏：
电话：025-83680857
传真：025-83680857

安徽：
电话：0551-64397393
传真：0551-64286859

河南：
电话：0371-86239050
传真：0371-66395137

陕西（含西北五省）：
电话：029-86695805-8039
传真：029-86695805-8037

四川：
电话：028-66667777
传真：028-65111832/65111829

湖北：
电话：027-85781263
传真：027-85781018

湖南：
电话：0731-82197036
传真：0731-82198720

江西：
电话：0791-86897980
传真：0791-86897916

浙江：
电话：0571-85083035（36）
传真：0571-85083034

福建：
电话：0591-83373859
传真：0591-87817329

海南：
电话：0898-66539251
传真：0898-66166003

广州：
电话：020-26297185-228
传真：020-26297185-284

深圳（含惠州）：
电话：0755-26723536
传真：0755-26971152

佛山：
电话：0757-82581803
传真：0757-82581806

汕头：
电话：0754-88591127
传真：0754-88381172

东莞：
电话：0769-23052938-220
传真：0769-23052938-222

广西：
电话：0771-5780199
传真：0771-5780119

厦门：
电话：0592-5199315-836
传真：0592-5186550

珠海（湛江、茂名、阳江、江门、
中山）：
电话：0756-2186766
传真：0756-2186993















全热交换芯体采用菱形结构设计 , 加长了新风与排风进行逆流换热的通道，芯体材料采用进口
的高分子材料的换热纸 , 保证芯体充分换热。制冷工况下焓换热效率可以达到65% ; 制热工况
下焓交换效率可以达到75%。



·智能Intelligent  自动运行控制尽可随心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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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控制
机组具有手动控制、联动控制和自动控制功能，把新风机接入多联机系统可以实现联动控制；把空气质量检测模

块接入新风机系统可以实现自动控制功能。

三种控制模式自由切换  随心选择

标配线控器，用户可手动控制新风
机的启停。

·手动控制
确认/取消 定时 控制

功能 风速 开关

通过通讯线，将新风机与格力
GMV5直流变频多联机连接后
，设置联动控制。
·当多联机空调系统开启时，新
风机自动开启，净化室内空气；
·当多联机空调系统关闭时，新
风机自动关闭，省电更省心。

·联动控制

确认/取消 定时 控制

功能 风速 开关

搭配格力自主研发的空气检测盒子，
设置自动控制。
·当空气盒子检测到室内空气质量不
佳时，新风机自动开启，引入净化后
的新风；
·当空气盒子检测到室内空气质量良
好时，新风机自动关闭。无需人工操
作，时刻享受清新空气。

·自动控制

确认/取消 定时 控制

功能 风速 开关

自动控制功能强调：搭配空气盒子时，可以显示室内空气质量等级、CO2、PM2.5数值和室内温湿度）



·智能Intelligent  自动运行控制尽可随心选
择

格力净享全热交换新风除霾机组 17/
18

平衡/正压/负压模式运行
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所，可以自由设置机组在平衡模式、正压模式或者负压模式运行。

机组默认为平衡模式，新风量和排风量
基本相当。
·通过线控器上的参数设置可以实现正
压模式或负压模式。
·一般用户使用建议采用：正压模式或
平衡模式。

·平衡模式

排风量250m3/h

以250风量机组为例

防止室外空气从门窗等缝隙中渗漏进入室内。

·正压模式

排风量190m3/h

以250风量机组为例

防止室内污染物，病菌等从门窗等缝隙
中渗漏出室外，特殊场所使用。

·负压模式

排风量250m3/h

以250风量机组为例

根据空气质量    反馈调节运行

新风量250m3/h

新风量250m3/h

新风量190m3/h

“多控一机”和“多机一控”

机组可搭配一主一副两个线控器，两个线控器能同时控制机组；并且在接入多联机系统或者连接虚

拟外机时，一个HBS网络内最多可以控制16台机组。

 

机组1 机组2 机组3 机组n
L1 L2 Ln-1

副线控器主线控器

n≤16



·便捷Convenient  自由呼吸尽在自动提醒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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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更换自动提醒
机组根据新风电机运行时间和运行状态，在线控器上自动显示过滤网清洗、更换提醒图标，为用户带来最大便捷。

·预过滤网

可以水洗、重复利用而无需更换。

粗效过滤网·
定期提醒清洁，不可水洗，可用吸尘器处理；
使用到期后，自动提醒更换。

·活性炭过滤网

使用到期后，自动提醒更换。

高效过滤网·

使用到期后，自动提醒更换。

结构设计巧妙
机组维护门采用卡扣、铰链连接，过滤网维护、全热交换芯体或电机维修都非常便捷

清洁·更换  自动提醒·便捷



*净化过滤网过滤效率由第三方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检验：
*FHBQGL-D1.5DA：报告编号No.2017JD553，实测效率为99.6%;
*FHBQGL-D2.5DA、FHBQGL-D3.5DA：报告编号No.2017JD554，实测效率为99.5%;
* FHBQGL-D5DA：报告编号No.2017JD555，实测效率为99.2%.

产品性能参数表  
型号 FHBQGL-D1.5DA FHBQGL-D2.5DA FHBQGL-D3.5DA FHBQGL-D5DA

PM2.5一次过滤率 - ≥99.6% ≥99.5% ≥99.5% ≥99.2%

风量 m3/h 150 250 350 500

噪声 dB(A) 32 34 35 40

额定输入功率 W 55 80 140 300

机外静压 Pa 0-75 0-100 0-100 0-50

焓交换效率 -
制冷 制热 制冷 制热 制冷 制热 制冷 制热

62% 78% 60% 76% 66% 80% 70% 75%

电源规格 220V 50Hz

机组尺寸（mm）（宽×深×高） 1160×700×220 1200×785×240 1385×785×240

包装尺寸（mm）（宽×深×高） 1468×873×250 1528×973×305 1711×973×305

防水等级 IPX2

气候类型 T1

连接管
风管 mm 外径160 mm 圆形风管 外径200 mm 圆形风管

连接方式 软管、卡箍软连接

净重 kg 47 58 70

外形及安装尺寸  
 

产品外形尺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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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除霾
热交换效率高达80%
除霾效率高达99%以上
适用于住宅、别墅、银行、办公楼等各类有新风需求的场所

图①

图②

图③

型号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FHBQGL-D1.5A 1326 1160 220 1000 700 318 311 740 610 150 470 196 410

FHBQGL-D2.5A 1326 1160 220 1000 700 318 311 740 610 150 470 196 410

FHBQGL-D3.5A 1366 1200 240 897 785 424 377 825 681 150 555 277 343

FHBQGL-D5A 1584 1385 240 1203 785 383 366 825 653 185 555 248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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