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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是如此地美妙。 
适用于卫浴和居住环境的创意型散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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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惬意的感觉. 楷美.

喜欢惬意的感觉. 楷美.
对于每个人来说，家都是一个舒适、亲密和安全的空
间。保证舒适的采暖温度是享受放松居家生活的必要
条件。

怎样才能打造温暖舒适的体验？如何衡
量舒适感？楷美已经为这些问题付出了
数十年的努力。一切都从散热器和表面
加热开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是在
居家和工作环境中打造出最佳的室内微
气候。我们通过新老各类建筑的最佳热
舒适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全年的舒适

楷美公司总部位于德国下巴伐利亚州，在近六十年的时间里，始终致力于采暖和淋
浴房产品的开发与制造。如今，在这些领域，楷美已跻身欧洲领先的制造商之列。
作为经济和生态领域的先锋，楷美 1300 多名优秀员工不断在技术、设计、效率等方
面建立自己的标准。

和安全。
通过锐意创新的解决方案，楷美为您的家
提供健康、“绿色”的采暖和清新、洁净
的空气，令您在家中倍感舒适!

欢迎访问 www.kermi.cn, 了解更多楷美企业及地理分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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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惬意的感觉. 楷美.

畅享舒适体验，Kermi给您
带来

W 最佳热舒适性 
W 最大能效 
W 最高幸福指数 



4 Kermi 创意型散热器

杰出的供暖设计
Kermi创意型散热器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个性化设计，其与现代卫浴和住宅建筑
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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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mi创意型散热器在提供舒适供暖的同时
给您带来视觉享受。它适用于室内各个空
间，如浴室、厨房、衣帽间。
其丰富的产品系列适合各种居住环境，无
论是新建筑或改建建筑，均相得益彰。同
时Kermi提供多种个性化颜色选择供客户选
择。

水暖型。传统方式，散热器连
接屋内的中央采暖系统。用于
快速、高效地供暖。

图标助您了解Kermi创意型散热
器重要特性功能。

水电两用型。既可以依靠中央
供暖也可以不依赖其运行。过
渡季节的理想选择。

纯电型。无中央采暖系统的完
美解决方案。

x-link plus. 视觉和技术上令
人信赖的接口解决方案，允许
地板采暖与散热器直接连接。
无需复杂的采暖系统设计。

Kermi 创意型散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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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s®

Ideos, 亮眼独特的外形设计

 W 独特的单元式结构
 W Ideos 标准版带有底部接口
 W Ideos-V 带有集成阀门装置和50mm
侧面接管或中心接管的型号，确保
其最大灵活性和规划自由性

 W 水电两用型
 W Ideos-E 纯电型

星形元素结合成一个迷人的整体独特的外观，使整体产品闪亮光泽
并富有动感，同时具有强烈的视觉通透感。作为一个超前的设计，
它在每个细节上都堪称完美。

Id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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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s-V 阀门版本带有
精致设计的集成接口

宽大的间隙便于
悬挂毛巾

Ideos

星形结构组成的独
一无二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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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s®,亮眼独特的外形设计

独特的供暖设计，同样适用于带有非隐藏式
接口的标准型号。
额外选购风格统一的配件，如可安装在任意
星形结构上的毛巾架和毛巾挂钩。

Ideos-V 的接口美观大方地
集成在设计中。预设定的
阀芯可有效地节约能源。

Ide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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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信息

水暖型高度
776, 1151,  

1526,  
1901  mm

阀门合成型
高度

758, 1133,  
1508,  

1883  mm

长度 508, 758  mm

厚度 37  mm

热功率  
75/65-20 °C 262 - 963 W

全 年 独 立 于 中 央 供 暖 系
统：配备最先进的控制技
术，Ideos和Ideos-V可以借
助电加热运行，Ideos-E用

于纯电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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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eo®

Tabeo, 美感与舒适的交融

 W 干净利落的线条、富有特色的接口设计
 W 造型精致的毛巾挂杆，侧面开口，便于悬
挂毛巾

 W 中 间 接 口 确 保 原 始 安 装 的 最 大 灵 活 性 
和规划自由性

 W Tabeo-V, 在易于操作的高度上配有恒温头
 W 通过 x-link plus 接口配饰可连接 Kermi 
x-net 地板供暖。接口配饰可选白色版和
镀铬版

 W 水电两用型
 W Tabeo-E 纯电暖

优良的采暖舒适度。干净利落的线条、富有特色的接口、凸起的挂
杆能够融入各种室内装饰环境。

Tab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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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可有三个毛巾挂杆

Tabeo-V 在易于操
作的高度上配有恒

温头

平面、永恒的设计为
空间带来视觉享受

Tab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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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eo

实用：Tabeo-V 的恒温阀单元
安装在易于操作的高度，可
选装在左侧或右侧。

您 喜 欢 丰 富 多 彩 的 颜 色
吗？凭借其宽大的加热表
面，Tabeo更适合彩色效
果。技术信息

高度 1197, 1437,  
1757  mm

长度 500, 600,  
750  mm

厚度 101  mm

热功率
75/65-20 °C 646 - 1266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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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eo, 带有50 mm中间接
口。

随 时 可 用 、 舒 适 供
暖 – Tabeo方便悬挂毛巾或
衣物。

Tabeo-E配有电热温控装
置或纯电动供暖–无需
依靠中央供暖，Tabeo 作
为全年运行的散热器品

质令人信赖。

Tabeo®, 美观、舒适集于一身

Tab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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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o®

清晰的线条、纯粹的美学：Signo 将视觉体验与高供暖舒适度完美融合，
其方形加热面在任何空间内都极富张力。模块化结构：散热器立管上最多
可放置三块方形平面模块。 

Signo，低调的存在感

 W 模块化结构，最多三块方形平面模块
 W 双色版本类型：散热器表面与立管可以
形成鲜明的颜色对比

 W 可选左侧或右侧立管
 W 毛巾可以便捷地从散热器侧面挂入
 W 水电两用型
 W Signo-E 纯电暖

Sig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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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结构，最多三块
方形散热面

双色可选：散热器表面与
立管可以形成鲜明的颜色

对比

可选左侧或右侧立管

Sig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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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前板：无论是优雅的白
色、置于鲜明的色调上还是
双色类型 – Signo 在任何情

况下都很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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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o®, 低调的存在感

舒适性：毛巾可从侧面轻
松地挂入，以便加热。

50 mm 接口不可见，隐藏
在完全适配散热器设计的
接口盖后方。

辅助电加热和Signo-E纯电版
可以全年提供舒适的采暖，
无需依靠中央供热系统。

技术信息

水暖型高度 667, 1247,  
1827  mm

纯电型高度 1130, 
1710  mm

长度 540  mm

厚度 57  mm

热功率  
75/65-20 °C 327 - 932 W

Sig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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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o-Half®

Credo-Half, 造型独具特色

 W 可选左侧或右侧两种构型
 W 50 mm 接口确保最大的规划 
自由性

 W 横管部分排列成独特的块状结构，
侧面开口，便于悬挂待加热的毛
巾等

 W 水电两用型
 W Credo-Half-E 纯电暖

设计美观的横管与平面装饰板设计形成鲜明对比。横管部分排列成独
特的块状结构，侧面开口，使毛巾可以很容易地从侧面挂入。

Credo-Ha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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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板可与横管形成
撞色效果

不对称设计，可选
左侧或右侧开口

Credo-Half

横管的块状结构便于
悬挂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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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o-Half®, 造型和功能的完美结合

Credo-Ha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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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信息

高度 1086,1466,  
1884  mm

长度 460, 610  mm

厚度 51  mm

热功率  
75/65-20 °C 277 - 1051 W

设计美观的横管与平面装饰板设计形成鲜明对比–便于从侧面悬挂毛巾。 

独 特 的 供 暖 设 计 ， 荣 获
重 要 设 计 大 奖 。 清 晰
的 几 何 造 型 特 别 适 合 现
代 的 建 筑 风 格 。 更 多 色
彩 组 合 版 可 选 6 8 页 。 

辅助电加热和Credo-Half-E纯
电 版 可 以 全 年 提 供 舒 适 的 采
暖，无需依靠中央供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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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ro®

Icaro, 动感轻盈

 W 活力十足，优美的不对称性
 W 侧面开口，便于悬挂毛巾
 W 50mm接头，带有装饰盖板和集成
式温控阀

 W 散热器可选配左侧或右侧接口
 W 水电两用型
 W Icaro-E 纯电暖

外形充满动感和令人兴奋的不对称性 - 设计独特、实用舒适，可以从侧
面悬挂毛巾。

Ic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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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左侧或右
侧开口

方便悬挂毛巾

和谐轻盈的非对称
设计

Icaro



24 Kermi 创意型散热器

Icaro®,和谐轻盈的设计

带有完美装饰的表面无论
在何种环境内都是闪亮的
存在。

独 特 设 计 ， 同 时 兼 具 舒 适
性。可以从侧面悬挂毛巾。

Ic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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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信息

高度 1446, 
1866  mm

长度 400, 600  mm

厚度 58  mm

热功率  
75/65-20 °C 311 - 804 W

辅助电加热和Icaro-E纯电
版可以全年提供舒适的采
暖，无需依靠中央供热系
统。

一种散热器，两种选择。
只需围绕其对称轴向左或
向右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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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o®

Diveo, 全新的舒适体验 

 W 不对称设计，可选左侧或右侧两种
款式

 W 横管侧面开口便于悬挂毛巾
 W 50 mm中心接口在本体中央或立管
侧下方

 W 水电两用型
 W Diveo-E 纯电暖
 W 可选多种颜色

优雅时尚的设计，以最美观的方式为浴室空间带来采暖舒适体验。

Diveo



27Kermi 创意型散热器

侧面开口的便于悬
挂毛巾

非对称设计，可选
左侧或右侧开口

单个模块包含4根水
平加热管

Div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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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o®, 为浴室空间带来采暖舒适体验

极具现代感的奢华设计，
带来舒适和温暖。加热管
一侧采用开放式设计，便
于悬挂毛巾。

Div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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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信息

高度 940, 1320,  
1700  mm

长度 450, 600  mm

厚度 46  mm

热功率  
75/65-20 °C 244 - 940 W

辅助电加热和Diveo-E纯
电版可以全年提供舒适的
采暖，无需依靠中央供热

系统。

给予室内设计的最大自由
性 – 中间接口或左侧和右
侧版选项。

Div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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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o® plus

Credo plus, 结构清晰，造型优雅

 W 简洁的外观，由细长加热管和水平
横管构成

 W 恒温头位于易于操作的高度
 W 宽大的间距便于悬挂毛巾
 W 固定装置隐形于散热器的背面
 W 水电两用型
 W Credo plus-E 纯电暖

结构清晰，造型优雅：Credo plus的细长加热管由扁平的立管包裹，其水平横
管的宽间距相同，既美观又实用。

Credo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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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美 集 成 的 恒 温 阀 
以 及 温 包 安 装 在 便

于控制的高度

宽大的间距便
于悬挂毛巾

简洁的框架设计，系统
接口和固定装置完全隐
藏在散热器的背面

Credo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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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大的间距便于悬挂待加
热的毛巾和衣物。

设计与现代卫浴的简约理
念一致。

完美集成的恒温头安装在
易于操作的高度，位于散
热器的中间。



33Kermi 创意型散热器

Credo® plus, 结构清晰，造型优雅

技术信息

高度 973, 1429,  
1733  mm

长度 550, 750  mm

厚度 33  mm

热功率  
75/65-20 °C 460 - 1128 W

辅助电加热和Credo plus-E纯
电版可以全年提供舒适的采
暖，无需依靠中央供热系统。

Credo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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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eo®

Casteo, 将设计美学与舒适性融为一体 

 W 清晰线条，纯粹美学
 W 横管间的充足位置十分便于悬挂毛
巾

 W 系统连接可选50mm中心距接口或
侧面

 W 通过 x-link plus 接口配饰可连接 
Kermi x-net 地板供暖系统

 W 水电两用型
 W Casteo-E 纯电暖

清晰线条，纯粹美学 – Casteo 是独一无二。永恒的极简主义加上严谨
的线条结构，其对称设计和简约理念的乐趣极具吸引力。

Cast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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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管间的充足位
置便于悬挂毛巾

接口完美融入
设计中

清晰的几何线条
设计

Cast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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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eo®, 将设计美学与舒适性融为一体

Cast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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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信息

高度
987, 1261,  

1535, 
1809  mm

长度 500, 600,  
750  mm

厚度 30  mm

热功率
75/65-20 °C 438 - 1065 W

随时享受舒适供暖，无需依
靠中央供热系统 -  Casteo 为
您提供辅助电加热和纯电版
的Casteo-E。

清晰的线条，几何造型–
Casteo 以优雅外形和靓丽
色彩美化您的室内空间。
作为可选组件，温控阀的
设计也同样贴合整体设计
风格。

经典又实用：导热管间距
宽敞，可方便悬挂毛巾和
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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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tt®

Duett, 强大的热量输出 

 W 清晰、经典、双层结构
 W 与标准卫浴散热器相比，其双层结
构可增加大约65%的发热功率

 W 适合在低温采暖系统中使用（如热
泵）

 W 可选侧面接口或中间接口
 W 通过 x-link plus 接口配饰可连接 
Kermi x-net 地板供暖

 W 水电两用型
 W Duett-E 纯电暖

经典的外观和双层结构令人赏心悦目。与标准卫浴散热器相比，其双层
结构可增加大约65%的发热功率。适合在大空间浴室或低温采暖系统中
使用（如热泵）。 

Du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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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结构加热管带来
更高的发热功率

适 合 在 低 温 采 暖
系 统 中 使 用 ， 例

如热泵

各模块的宽大间距
便于悬挂毛巾

Du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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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信息

高度 1188, 1492,  
1796  mm

长度 484, 634,  
784, 934  mm

厚度 74  mm

热功率
75/65-20 °C 834 - 2297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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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tt

Duett®, 强大的热量输出

Duett采用双层结构，发热
功率比标准型卫浴散热器
高出65%。

侧面接口和50mm中心接
口，让布局和安装更简便
易行。

即使在过渡季节也能舒适供
暖以及加热烘干毛巾 -  Duett
可以选配辅助电加热，问题
迎刃而解。纯电版Duett-E提
供强大的供暖性能，无需依
靠中央供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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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o® quadris

Geneo quadris, 精美外观，非凡性能 
 

 W 梯形设计的横管间距充裕，可轻松
放置毛巾和浴巾

 W 50 mm 中间接口和侧面接口确保最
大灵活度

 W 物超所值
 W 通过 x-link plus 接口配饰可连接 
Kermi x-net 地板供暖

 W 水电两用型
 W Geneo quadris-E 纯电暖

精美的外观以及细节设计，梯形横管间距充裕，可轻松放置毛巾，这
使它成为房间内最受青睐的设备。

Geneo quad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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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o quadris

用于悬挂毛巾的
间距充裕

可选的侧面或中间接
口，为室内装饰布局

带来最大灵活度

垂直立管和梯形横管
管构成的独特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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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o®quadris, 精美外观，非凡性能

独特外观：垂直立管和梯
形横管构成的方形轮廓。
实用性增加，横截面减少
了易落灰的表面。还可选
择配套的温控阀，与散热
器外观完美融合。

Geneo quad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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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信息

高度
814, 1174,  

1494,  
1774  mm

长度 447, 596,  
746, 896  mm

厚度 32  mm

热功率
75/65-20 °C 343 - 1453 W

无需依靠中央供暖系统的
舒适温暖的浴室： 
带有电动辅助供暖的  
Geneo quadris 以及纯电动
运行的Geneo quadris-E 实
现了这一点。

舒适而优雅：可根据个人
喜 好 和 需 求 安 装 使 用 配
件。 

Geneo quad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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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o®

Pateo, 美观且功能强大 

 W 外观极富创意
 W 高热量输出
 W 适用于低温系统，例如热泵
 W 特有的 x2 技术实现高效节能
 W 通过 x-link plus 接口配饰可连接 
Kermi x-net 地板供暖

 W 可额外加配毛巾挂杆，更加舒适

扁平的外观极富创意，正面和两个侧面的过渡设计显得自然而流畅。独特
的therm-x2串联式水流技术，最大程度优化了能效和热辐射性能，并使散
热器性能始终保持稳定。

Pat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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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的平面设计， 
带有柔和弧边

Pateo

适用于低温采暖系统，
例如热泵

中心接口完美融
入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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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信息

高度 1525, 1725,  
1925  mm

长度 500, 600,  
700  mm

厚度 66  mm

热功率 
75/65-20 °C 1056 - 1808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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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o®, 美观且功能强大

扁平的外观极富创意，正
面与两个侧面的过渡设计
自然而流畅，彰显现代设
计潮流。

毛巾架设计美观实用，用
户可根据个人需求进行安
装或调整。

灵活的连接方式为安装提
供 更 大 的 自 由 性 。 例 如
50mm中间接口方式更能
体现高档的品味，能与室
内环境完美融合并相得益
彰。 

Pat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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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eo®

Rubeo, 纯美学，简约清晰的线条设计 

 W 轮廓清晰，线条简洁
 W 高热量输出
 W 适用于低温系统，如热泵
 W 通过 x-link plus 接口配饰可连接  
Kermi x-net 地板供暖

 W 可额外加配毛巾挂杆，更加舒适

简约，低调。Rubeo凭借其扁平的外形完美地融入了每一个现代浴室。借助独特
的therm-x2串联式水流技术，确保了最高的能源效率和最大的辐射热输出。

Rub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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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约平面设计， 
带有直角边

适用于低温采暖系统，
例如热泵

中心接口完美融
入设计中

Rub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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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eo®, 纯美学，简约清晰的线条设计

Rub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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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型 精 美 的 毛 巾 架 
（可选）能安装在任意
高度，便于预热毛巾。

50mm中心距连接，易于规划，具有很高的灵活性。

技术信息

高度 1525, 1725, 
1925  mm

长度 470, 570,  
670  mm

厚度 66  mm

热功率 
75/65-20 °C 1056 - 1808 W

Rubeo

凭借其清晰的外形和一
致的视觉线条，Rubeo
完全符合现代浴室的美
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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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了解
Kermi致力于为您提供舒适且有个性的生活空间，以下信息和提示内容会
帮助您作出相关产品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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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感官的舒适不仅仅来源于温度。例如关于空间范围的
个性配置，或是使用方面的各种不同需求：只是加热毛巾
或是满足采暖需求？完全隐蔽的或是可视的接口？接入采
暖系统或是采暖系统加辅助电加热或是纯电加热？新装修
或是局部改造？等等......
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将向您阐明相关重要的设计和技术标
准。授权经销商也会向您提供具体技术信息和相关售前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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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您的家庭带来真正的舒适供暖

为每个人定制“合适”的舒适温度。在丰富的 Kermi 创意型散热
器系列中寻找不同的散热器造型和尺寸。每个人对舒适温度的定
义都有所不同，Kermi创意型散热器拥有丰富的选择，适合您的
各种采暖需求。 

以浴室为例，对散热器的设计需求往往大不相同：需要它
满足所有热负荷的需求？还是它只是作为地暖的辅助手
段？亦或它仅用于烘干毛巾？如果要让浴室内在短时间内
达到较高的供暖需求，则双层结构是首选，例如Duett。
如果您主要需求是烘干毛巾，那Kermi每款创意型散热器
都能满足您。要知道，每组Kermi阀门合成型散热器都带
有预设定阀芯，使其更加高效节能。

您需要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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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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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类型和散热器位置

每个浴室空间都不同，Kermi创意型散热器的产品设计
给安装工作提供了最大的灵活性。

接口， 完全隐藏或可见。 

Kermi标准的50mm中心接口，易于规划，具有很高的灵
活性。外观和技术上的差别，给您带来更多的舒适性和选
择性：例如所有的阀门合成型产品，可将接口完全隐藏在
面板后，整体浑然天成。而经典款：左侧和右侧接口，同
样适用于大多数的款式，部分型号也能实现隐藏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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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热器和地板采暖的完美融合。

除了散热器下缘和地面之间150mm的最小间距以外，
安装高度对于整体美观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
例如散热器可以和淋浴房、镜柜或门框的上缘对齐。
如果在周围没有相应的参考线，请尽可能将散热器置
于墙面中心，同时高度方向能容易地够到毛巾的位
置。

正确的安装位置确保视觉上的美观。

如今卫浴散热器和地暖的结合应用广受欢迎。如果卫浴散
热器和地暖只有一个采暖回路的话，则x-link plus不论在
外观和技术上都可称为完美的解决方案。地暖管道可以通
过x-link plus直接连到卫浴散热器，无需电源或复杂的改
装措施，也无需接入锅炉控制。这确保了浴室空间中舒适
的地板加热，而不依靠室内温度。
x-link plus可以连接多种Kermi创意型散热器。可用的类型
概览请见64 - 65页。

x-link plus

您需要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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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电加热或纯电版

卫浴空间的舒适采暖可以依靠辅助电加热或纯电
版卫浴散热器实现，无需接入中央采暖系统即可
顺畅运行。

通常卫浴散热器是接入中央采暖系统的，然而大部分
Kermi创意型散热器同时提供了辅助电加热或纯电加热的
选择，在过渡季节可以实现舒适供暖和烘干毛巾的作用。
利用最新的温控技术，散热器能够毫不费力地独立于采暖
系统工作。

电动辅助运行， 
即使在过渡期间也能舒适
供暖以及加热毛巾。

纯电动运行， 
无需依靠中央供暖网。
特 别 对 老 建 筑 特 别 友
好 ， 既 节 省 了 安 装 时
间 ， 又 节 约 了 安 装 成
本。

您需要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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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温控装置FKS，直接通过散热器上
的温控旋钮设置所需的散热器或房间
温度。

加热温控装置WKS/WFS，温控器可以安装在合适的高度，
然后通过电缆（WKS）或者无线信号（WFS）与加热装置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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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毛巾 – 直接在散热器上或是在散热器前？ 

随时加热毛巾 – Kermi 创意型散热器带来的舒适度是不
言而喻的。您自行决定选择哪种类型。经典类型，直接
在散热器加热管上加热毛巾或是侧面开口悬挂毛巾的款
式。
或是利用Kermi专属配件来悬挂毛巾并在散热器前加热
烘干。
区别：直接将毛巾放置在散热器上会限制其热辐射，而
在散热器前则不会。

您需要了解

专属配件使 Kermi 创意型散热器增添更多实用性。

Kermi创意型散热器通过独特的配件系列增添了优雅魅
力。造型各异高品质的挂钩、挂杆和架子不仅因其造型而
出色，而且还保留了视觉上的享受。
造型出色的各种高品质挂钩，挂架使散热器增色不少，并
且适用于居家环境中的各个空间。
概览请见第 66 -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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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添您的舒适度 – 使用多种实用配件

卫浴散热器只是个散热器吗？ Kermi 不这样认为。在这里可以找到
令您满意的各式实用配件，它们的设计和功能适用于不同的产品款
式。凭借其简约设计和清晰的功能给您的居所带来舒适体验。不仅
适用于浴室，衣帽间，也可用于门厅，厨房，客厅等各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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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颜色

创意型散热器系列概览

Credo plus

高度：973 - 1733  mm
长度：550, 750  mm 
加热功率：460 - 1128 W

Pateo

高度：1525 - 1925  mm 
长度：500, 600, 700  mm 
加热功率：1056 - 1808 W

Casteo

高度：987 - 1809  mm 
长度：500, 600, 750  mm 
加热功率：438 - 1065 W

Ideos

高度：758 - 1901  mm 
长度：508, 758  mm 
加热功率：262 - 963 W

Tabeo

高度：1197 - 1757  mm 
长度：500, 600, 750  mm 
加热功率：646 - 1266 W

Signo

高度： 1667, 1247, 1827  mm
长度：540  mm 
加热功率：327 - 932 W

Credo-Half

高度：1086 - 1884  mm 
长度：460, 610  mm 
加热功率：277 - 1051 W

Rubeo

高度：1525 - 1925  mm 
长度：470, 570, 670  mm 
加热功率：1056 - 1808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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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颜色

Duett

高度：1188 - 1796  mm 
长度： 484, 634, 784, 

934  mm
加热功率：834 - 2297 W

Geneo quadris

高度：814 - 1774  mm
长度： 447, 596, 746,  

896  mm
加热功率：343 - 1453 W

Icaro

高度：1446, 1866  mm 
长度：400, 600  mm 
加热功率：311 - 804 W

Diveo

高度：940 - 1700  mm 
长度：450, 600  mm 
加热功率：244 - 940 W

水暖运行。传统方式，散热器接入中央采暖系统。用于快速、高
效地供暖。

图标帮助您快速了解Kermi创意型散热器的各种形式。

水暖和辅助电加热，既可以依靠中央供暖也可以不依赖其运
行。过渡时间内的理想情况。

纯电版， 无需中央供暖就能实现舒适采暖。这一完美的解决方案
可以放在任何没有中央供暖的地方。 

x-link plus, 视觉和技术上令人信赖的接口解决方案适用于地板
采暖，直接连接散热器。无需复杂的结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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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颜色

创意型散热器配件概览

镀铬毛巾挂钩 镀铬毛巾架 镀铬毛巾环Ideos

Geneo quadris

Credo-Half

Diveo

Credo plus

Duett

镀铬毛巾挂钩 镀铬毛巾架 镀铬开口毛巾架

铝漆毛巾挂钩，镀铬 铝漆毛巾架，镀铬

铝漆毛巾挂钩，镀铬 铝漆毛巾架，镀铬

镀铬毛巾挂钩

镀铬毛巾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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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颜色

Rubeo

Pateo 毛巾架

毛巾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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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颜色

采暖世界的新鲜色彩
紧跟时代潮流，创新的色彩概念。

标准色

白色，RAL 9016 
white, RAL 9016

纯白色，RAL 9010 
pure white, RAL 9010

巴哈马米色 
bahama beige

曼哈顿灰色 
manhattan

肤色 
pergamon

爱琴海蓝色 
aegean

黑色 
black

洁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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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色

概览/颜色

柔和白色, RAL 9016
white, RAL 9016 Soft

传统金色 
solaris Ethno

自然柑橘色 
citrus Nature

柔和巴哈马米色 
bahama beige Soft

自然紫色 
purple Nature

柔和纯白色, RAL 9010
pure white,  
RAL 9010 Soft

传统印加色 
inca Ethno

自然橄榄色 
olive Nature

柔和肤色 
pergamon Soft

自然番红花色 
crocus Nature

柔和曼哈顿灰色 
manhattan Soft

传统德国红色 
carmina Ethno

自然玉米色 
corn Nature

柔和黑色 
black Soft

自然薰衣草色 
lavender Nature

柔和爱琴海色 
aegean Soft

传统陶土色 
terra Ethno

柔和色
高贵典雅的表面，
带有丝般光滑的柔
和效果。

自然色
采撷天然的颜色，
新鲜感强且表现强
烈的色调。

民族色
空前畅销：温暖的、
强烈的色调，彰显异
国情调。

金属色 
五十年代经典的流行
趋势，与经典绚烂的
金属色完美结合。另
外，可以喷途任意一
种RAL经典色。

亮光银色 
gloss silver Metallic

香槟银色 
circonsilver Metallic

石墨色 
graphite Metallic

亚光青铜色 
matt bronze Metallic

金色 
helios gold Metallic

经典铜色 
classic copper 
Metallic

印刷技术原因造成的
颜色偏差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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