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试后买

按一键后神奇显现

想知道林内燃气壁炉如何在您的家中展现，只需下载“Rinnai Magic”应用程序并
按照说明浏览我们最新的壁炉设计。选择您喜欢的火焰，然后将 Rinnai Home
Heating Catalog 开的页面放置在您想要的壁炉墙上，之后按下魔法按键，壁炉
就会取代目录封面出现。您甚至可以拍摄下来与朋友分享。
请至 rinnai.co.nz/magicbutton 了解更多信息。

可在iPhone，iPad和Android设备上使用。

由您设计 为您专属
选择您喜欢风格的壁炉:
横置系列
Rinnai Evolve 1252
Rinnai Evolve 952
Rinnai Symmetry
Rinnai Arriva 752

1

选择框架

2

选择燃烧介质

3

加上配件

黑色框架

精巧系列
Rinnai Ember
Rinnai Neo
Rinnai Compact 2

现代感

木头质感

网状防护

反光板

* 配件限定于特定款式
* 燃烧介质选项限定于特定款式

独立系列
Rinnai Neo Plinth/Console

完成!

不锈钢或钛材质

煤气壁炉系列
林内煤气壁炉均在新西兰本地设计和制造。融合了功能和时尚的林内煤气壁炉将成为任何房间的焦点。
我们产品系列的特点是精确的温度控制，精美的设计和最高效能的加热。
林内提供快速可靠的加热，让您想在壁炉前舒服的睡着。

Evolve 952 & Evolve 1252 (搭配遥控器)

Symmetry 对称系列

具有高热量输出和高能效等级的优质壁炉

我们的对称系列壁炉通过传热系统可加热另外
两个房间。

		

热输出 952 = 高达 8.1 kW*
热输出 1252 = 高达 8.4 kW*

* 输出功率将依据煤气类型和烟道配置有所不同

适用性：适用于客厅和开放式区域。多功能的烟道系统可以灵活多用地安装在任何
生活空间。 Evolve最适合新建的模拟（假）烟囱。Evolve不适用于较小的房间。
安全装置：火焰故障感测系统、泄压装置、过热安全开关、空气温度感测器、温度
保险丝、过流保险丝和火花探测器。
温度控制：打开设备后，可用红外遥控器**控制火焰高度和热量输出。
若不使用遥控器，Evolve 会自动调整设定，以保持22°C的默认设置温度。
** 温度传感器位于遥控器底部

热效率 = 80%

热输出 = 高达 7.5 kW*

* 输出功率将依据煤气类型和烟道配置有所不同

适用性：适用于客厅和开放式区域。 建议用于
新建的模拟（假）烟囱。它不适合加装到现有的
砖石壁炉中。
安全装置：指示灯、延迟点火、过热安全开关、
电子火焰故障监控和燃烧室泄压。
温度控制：恒温控制。温度控制范围7-32°C。
较低的温度范围是为了室内温度可能低于7°C的
凉爽气候。

林内致力于研发和不断改进其产品，因此产品信息和规格若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有关最新信息，
请至新西兰林内官网www.rinnai.co.nz查询。我们尽一切努力确保本出版物的内容是准确，相关和
最新的信息。在购买林内产品时请务必先向我们认可的服务经销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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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壁炉系列... 继续
Arriva 752

Ember 系列 (搭配遥控器)

引人注目的现代美学

小型煤气壁炉，规格精巧，适合新房或现有
烟囱。

热效率 = 79-89% 热输出 = 高达 7.0 kW*
* 输出功率将依据煤气类型和烟道配置有所不同

适宜性：适用于客厅和开放式区域。此多功
能烟道系统几乎在任何生活空间中都可轻易
安装。Arriva最适合新建的模拟（假）烟囱。
不适合小的房间。
安全装置：火焰故障感测系统、泄压装置、
过热安全开关、空气温度传感器、温度保险
丝、过流保险丝和火花探测器。
温度控制：恒温控制。 温度控制范围为

16-26°C。

热效率 600 & 700 = 77%
热输出 600 = 高达 5.0 kW*
热输出 700 = 高达 6.0 kW*

Neo Inbuilt (搭配遥控器)

它可放置于装修房或新建筑中，Neo Inbuilt
简洁的设计使其容易搭配您的家具。它还拥
有4颗星以上的优良能量之星评级。
热效率 = 80%

热输出 = 高达 6.94 kW*

* 输出功率将依据煤气类型和烟道配置有所不同

* 输出功率将依据煤气类型和烟道配置有所不同

适用性：在开放式区域和起居室中砌体安
装和放入模拟烟囱中。
安全装置：火焰故障感测系统、泄压装
置、过热安全开关、空气温度传感器、温
度保险丝、过电流保险丝和火花探测器。
温度控制：打开设备后，可用红外遥控器**
控制火焰高度和热量输出。
若不使用遥控器，Ember会自动调整设
定，以保持22°C的默认设置温度。

适用性：砖砌安装于模拟（假）烟囱内。
非常适合客厅和开放式区域。
安全装置：过热安全开关、电气保险丝和
火焰故障感测系统。
温度控制：打开设备后，可用红外遥控器
**控制火焰高度和热量输出。
若不使用遥控器，Neo会自动调整设定，以
保持22°C的默认设置温度。
** 温度传感器位于遥控器底部

** 温度传感器位于遥控器底部

Neo 内置高级经典款 (搭配遥控器)

Neo 独立系列 (搭配遥控器)

Compact 2 精巧系列

结合多功能和易用性的永恒美学

经典独立式外观，只需按钮即可采暖。
也可用底座加高或变成直立款。
热效率 = 80% 热输出 = 高达 6.94 kW*

较小的安装面积让它非常适合现有的小型
砖石壁炉

热效率 = 80%

热输出 = 高达 6.94 kW*

* 输出功率将依据煤气类型和烟道配置有所不同

适用性：砖砌安装于模拟（假）烟囱
内。非常适合客厅和开放式区域。
安全装置：过热安全开关、电气保险丝
和火焰故障感测系统。
温度控制：打开设备后，红外遥控器**
用于控制火焰高度和热量输出。
若不使用遥控器，Neo Inbuilt Premium
Classic 会自动调整设定，以保持22°C的
默认设置温度。
** 温度传感器位于遥控器底部

热效率 = 73%

热输出 = 高达 5 kW*

* 输出功率将依据煤气类型和烟道配置有所不同

* 输出功率将依据煤气类型和烟道配置有所不同

适用性：适用于独立安装。非常适合客厅
和开放式区域。
安全装置：过热安全开关、电气保险丝和
火焰故障感测系统。
温度控制：打开设备后，红外遥控器**用
于控制火焰高度和热量输出。
若不使用遥控器，Neo Freestanding 会自
动调整设定，以保持22°C的默认设定温
度。

适用性：砖砌安装于模拟（假）烟囱内。
非常适合客厅和开放式区域。
安全装置：过热安全开关、风扇延迟和电
源故障保护。

** 温度传感器位于遥控器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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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内省电采暖系列 Energysavers
我们的 Energysaver 省电燃气采暖炉可提供快速、高效节能
的加热，对低温卧室来说再合适不过了。除此还提供优秀
的空气品质，这对担心患哮喘或过敏的人来说是个好消息

所有省电采暖系列都经过
Sensitive Choice 认可

适用性：

309FT,559FT,561FT：适用于家庭用途。适用于客厅，卧室和开放式区域。
1005FT：适用于商业用途。适用于大型开放式场所，如教室和教堂。

主要优点和功能:
–高效能电动烟道加热器
Energysaver 309FT

Energysaver 561FT

Energysaver 559FT

Energysaver
1005FT

高度
(mm)

695

750

582

670

宽度
(mm)

465

545

760

930

深度
(mm)

257

262

257

330

重量

21 kg

25 kg

26 kg

42 kg

颜色

白色配灰色
百叶板

白色配灰色
百叶板

白色配灰色
百叶板

白色配灰色
百叶板

能源之星
评级

相当于4.8颗星

相当于4.8颗星

相当于4.8颗星

相当于4.8颗星

热效率*

82.9%

82.7%

83.3%

83.5%

温度范围

16-26 °C

16-26 °C

16-26 °C

16-26 °C

–可编程定时器
–可永久固定的电器 - 固定在靠墙的位置。
– 禁止安装在窗帘或其他可燃材料可能与加热
器接触的地方。在某些情况下，窗帘可能需
要绑束起来以便安全。
附加功能：
所有Energysavers都具有：预热功能、双定时
器、手动控制、电子点火、经济模式、空气过滤
器、过热安全装置和安全童锁。
遥控开关
可透过定时器或手动开关使用遥控开关套件来
控制多台Energysavers，例如，学校可以在
特定时间开启和关闭Energysavers。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的客服团队。

*效率将根据煤气类型和烟道长度而有所不同

林内便携式对流采暖炉
便携式无烟管风扇式采暖炉，通过墙壁或地板的煤气管座连接煤气。
此款采暖炉具有电子计时器，可使用遥控器或采暖炉上方的触控板手
动操作。
可在夏天时收起，并在每个冬季拿出来，以便携式，强大且节能的采暖。使用
双定时器可精确控制采暖炉开启和关闭的时间。
适应性：

Dynamo 4.2 kW：适用于较小区域的家用采暖设备。可加热至65平方米
Dynamo 4.2 kW
热效率 *

100%

Avenger 6.9 kW
100%

热输出 **

1.7-4.2 kW

2.4-6.9 kW

温度范围

16-26 °C

16-26 °C

最小房间尺寸

37.5 m³

62.5 m³

重量

10 kg

12 kg

（取决于在新西兰的位置）。该采暖炉不得安装在小于37.5立方米的房间内。

Avenger 6.9 kW：适用于开放式区域的家用和商用采暖设备。可加热至96平方米
（取决于在新西兰的位置）。该采暖炉不得安装在小于62.5立方米的房间内。

Dynamo和Avenger适用于开放式区域，不得将此采暖炉安装在卧房中。

附加功能：
两种型号都具有：预热功能、双定时器、手动控制、电子点火、经济模式、空气
过滤器、过热安全装置和安全童锁。
放置考量：
当窗帘或其他可燃材料可能与其接触时，不得安装便携式对流器。在某些情况下，
窗帘可能需要绑束起来以便安全。

* 无烟道电器
** 将根据煤气类型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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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是舒适生活的必需品。林内生产高效、可靠
和具成本效益的优质热水器，同时容易安装和维护。

燃气热水器 - 持续无间断的热水

电热水器

若能使用天然气，燃气热水器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可
以降低运行成本。

如果有適量的热水需求，那么
电热水炉是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在高峰时段有大量的热水
需求（大家庭和早上淋浴），
请选择安装燃气热水器。

若有适量的热水需求和规律
的洗浴时间，并希望能最节
能省电，那么SmartCylinder™
也许是不错的选择。

或

适合正在装修房子，想要改善洗浴
的热水流速，可以考虑从旧式铜制
热水炉换到新型的高压热水炉。

如果内部空间狭小，或想把热
水炉橱柜的空间腾出来，那么
可以考虑更换到燃气热水器。

Rinnai INFINITY® 无限系列
持续无间断的燃气热水器

林内知道简约就是美，这就是Rinnai INFINITY®无限
系列燃气热水系统保持简约的原因。您永远不会用
完热水，也不需耗钱让它恒温。

主要优点和功能:

INFINITY® A16 - 16L/min*

INFINITY® A20 - 20L/min*

INFINITY® A24 - 24L/min*

INFINITY® A26 - 26L/min*

– 高成本效率：只需付使用的热水。与电器热水器相比运作
成本低
–高效设计：多个装置可以一起形成更大的系统，提供充沛
的热水容量
–节省空间：设置在室外，给您更多的室内空间
–聪明设计：调节以较低的流速加热水
– 自适应：支持新水龙头和浴室用品所需的较低流量

INFINITY® EF24 - 24L/min*

INFINITY® EF250 - 32L/min*

INFINITY® HD200 – 26L/min* INFINITY® HD250 - 32L/min*

*L / min是上升25°C的标称水容量

高度 (mm)

Digital Infinity controllers: 无限系列数字温控器

A16

A20

A24

A26

HD200

HDi200

HD250

EF24

EF250

EFi250

531

531

531

531

600

685*

600

600

654

739+

宽度 (mm)

351

351

351

351

350

350

470

350

470

470

深度 (mm)

180

180

180

180

250

235-275

244

277

283.1

257-307

重量 (kg)

13

14

15

15

21

21

29

27

32

32
精装温控器

* 包含顶部烟道的排气口
+

包含烟道的排气口

Rinnai INFINITY® A Series:

Rinnai INFINITY® HD:

Rinnai INFINITY® EF:

– 专为需要大量热水并需
要较低初始设置成本的
家庭而设计

– 专为需要更高流量或
有更大用水需求的家
庭或商业用户而设计

– 热效率大于80％

– 热效率大于80％

–非常适合希望大幅降低运
行成本和降低能耗的环保
型企业，同时还拥有无尽
的热水
–热效率高达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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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豪华版

浴室豪华版

完全控制
用数字温控器选择热水的确切温度
创新设计
无须混合热水和冷水，创新恒温技术，多处同时
用水也不影响温度
延长保修
加置温控器使RinnaiINFINITY®无限热水器多加两年
保修

林內电热水炉系列
林内提供一系列的电热水炉。我们的高压热水炉是首选，因为流量不会
因为多处同时用水和淋浴而显着下降。低压系统在较旧的房子中很常
见，林内的低压热水炉是您更新系统时的最佳选择。热水炉的材质可用
不锈钢，钢搪瓷或铜制成。请参阅下列热水炉系列。

热水炉的设计与创新

Rinnai Smart Cylinder™ Range
林內智能电热水器系列

所有林內的热水炉均采用正正设计制造，而其他热水
炉供应商则普遍制造更便宜的正负设计。

革命性的 Rinnai Smart Cylinder™ 智能电热
水炉监控家中热水的使用习惯，只在需要时
加热用水。

Stainless Steel Mains Pressure
不锈钢热水炉 - 高压

RIN0037 20451 LABEL SINGLE COIL THERMISIPHON paths.pdf

此款热水炉的设计重点是耐用性，具有10年
有限保修。提供一系列的标准和盘绕选项，
可升级为连接太阳能、热水热泵或湿式回流
（燃烧木材加热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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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0037 20447 LABEL LP STAINLESS paths.pdf

1

10/08/17

11:18 AM

Stainless Steel Low – Med Pressure
不锈钢热水炉 - 低至中压

此款热水炉用优质不锈钢制成，是一种低至
中压的热水炉。也可升级至太阳能和热泵热
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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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0037 20448 LABEL MP ENAMEL UNDERSINK paths.pdf

Enamel Mains Pressure
高压搪瓷热水炉
*使用最高质量的搪瓷构造，成本效益高的
高压热水炉，尺寸范围是 30 - 300升。
250升和300升款式可选择连接至热泵。

10/08/17

11:19 AM

Rinnai plus-plus cylinder design
正-正设计的林内热水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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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0037 20446 LABEL COPPER WETBACK paths.pdf

Copper Low Pressure
低压钢制热水炉

专为想要经济型热水解决方案的人士而设计。
这是成本最低的热水炉，也是您更新低壓熱水
爐的最佳選擇。也有水槽下和湿式回流（燃烧
木材加热器）的选项。

1

1

10/08/17

11:17 AM

Plus-negative cylinder design
正-负设计的热水炉

– 弧形设计确保98％的水
被加热

–加热炉无法加热所有的水，
因为下面还有一部分的水

–弧形底部的"正"设计

–隙缝中堆积淤泥
导致腐蚀增加

–降低腐蚀风险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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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Enamel Mains Pressure 高压搪瓷热水炉的内胆由钢制成，并有搪瓷涂层以保护

Rinnai Smart Cylinders™ 林內智能电热水器

度假模式
去出差/旅游？在你离开时省电

林内革命性的 Rinnai Smart Cylinder™ 智能电热水器监控家中
热水的使用习惯，只在需要时加热用水，通常可节省高达10％*
的水加热费用，相当可观！更重要的是 - 它没有庞大的基建费
用，且与安装标准热水炉的时间相同。

每当您长时间离开家或度假屋时，您可选择休假模式。在休假模式下，
Rinnai Smart Cylinder™ 会将水保持在最低温度（6°C）以节省电力。这也可以
防止水在较冷的地方冻结。并在您回家之前自动预热水。

手动模式
以传统的电动热水炉模式运作

iQ模式 - 智能
设定 无须费心 为您省钱

在手动模式下，Rinnai Smart Cylinder™ 可在所选温度水平下保持最多水量。

当选择 iQ 模式时，Rinnai Smart Cylinder™ 会用一周的时间来了解您家庭的热水
使用习惯。在第一周后，它会开始应用储存算法，仅在需要时加热气缸中的水。
之后，它将持续监控热水的使用情况，确保只加热需要的用量。

* 节约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内胆尺寸、热水使用分析和管道系统设计。
测试过节省高达10％。此项节省结果是经由欧洲测试证实。欧洲热水系统效率
测试标准使用“tapping's”。在不同的时间点，从内胆中调用出热水，模拟现实
生活中的热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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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vis 让您在温暖的家中醒来
a

company

林内的全资子公司 Brivis 是新西兰领先的燃气中央供暖系统，由新西兰
林内公司在新西兰分销。
每个系统都由专业的 Brivis 经销商为您量身定制和精心组装。中央供暖
的妙处是它全都是隐藏看不见的，由通风口和温控器为整个家庭提供可
控的温暖。
50多年来，凭借创新、可靠性和高质量的声誉，Brivis 成为
新西兰领先的燃气管道加热系统。
我们的服务以速度和可靠而闻名。我们每周工作5天，随叫
随到的专业技术人员随时准备为您提供所需的紧急维修或维
护服务。
Brivis燃气管道加热系统包含了一个加热装置，通过管道
系统连接到一系列的通风孔。通风孔和管道有策略地安装
在整个家中，无论是在地板还是天花板上。加热装置的位
置取决于您的房屋。
连接通风孔到加热装置的管道均整齐地隐藏在视线之外。
透过墙上的温控器，您可设置整个家的温度，甚至还可独
立设置每个房间的温度。
每个Brivis加热系统都是为新西兰家庭量身定制的，并保证
为您的家里长期提供温暖舒适的空气。
我们的设计和制造过程通过了新西兰标准 AS/NZS
ISO9001认证。我们的管道式燃气采暖炉提供可长达5年的
保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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