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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采暖器
直热式电采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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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舒适生活  
需要更聪明的取暖方式
CON & CK 系列电采暖器



逾50年电采暖器研发及生产经验    
欧洲电采暖器领导品牌
自1964年，世创电能第一台对流式电采暖器面世，50多年来

凭借舒适的全屋循环供暖，世创电能电采暖器畅销全球。

 › 1964年 世创电能第一台对流式电采暖器面世

 › 1968年 世创电能第一台储能式电采暖器面世

 › 多项电采暖器产品获得红点设计大奖

 › 丰富的产品线，对流式、速热式及辐射式电采暖器满足不同需求

CK和CON系列电采暖器荣获德国红点设
计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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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系列电采暖器符合RoHS要求。



为什么使用对流式电采暖器？

什么是对流式电采暖器？

对流式电采暖器工作原理

通过加热元件直接加热空气，冷空气自底部进风口进入，热空气自上方出风口流出，

空气循环流动，热空气均匀到达室内各个角落，全静音，不干燥。

房间内均匀循环

对流式电采暖器根据需要提供热量。其安装灵活、制热快以及精准控制，使其成

为房间取暖的理想选择。由于这些特性，电采暖器也非常适用于不需要经常加热

的房间，如书房、客房等。

采暖方式 CK暖风机 浴霸

制热方式 加热管直接加热室内空气，强制对
流出风

红外线石英加热灯泡，辐射散热

设备成本 低 低

安装施工 简单 复杂

运行成本 热转换率99%，风扇强制对流，快速
制热，高效节能无浪费；智能电控
更可精准控温，减少能耗

热转换率较低，部分电能转化为
光能，热损耗较多

维护成本 低，几乎不需要维护 加热灯泡寿命较短，一般1-2年需
要更换

便利性 即开即用 即开即用

舒适性 热量自下而上，温度均匀分布，
舒适

上热下凉，温度分布不均匀，需在
灯光下感受温度，舒适度较差；强
光会让人觉得不够舒适

安全性 安全 强光下易灼伤皮肤和眼睛，防爆
灯泡亦存在安全隐患



智能电子控制
可进行7天多段编程，智能预
约加热时间，精准度高达0.7K，
拥有定时器和故障报警功能，
室内开窗自动识别，高效节能
不浪费。

整机德国原装进口
符合欧盟ErP要求，无有害电
磁辐射，中国CCC强制认证。

加热元件
独特设计的不锈钢加热体，高
效加热，不易变形。

静音舒适
无风扇自然对流，恒温恒湿不
干燥，无噪音。

安全保障
IP24级别防水防尘，居浴可用；
机身表面温度低，不烫手；过热
自动断电保护；环保喷漆，无有
害物质挥发。

弧形铝制外壳
高品质铝制面板，弧形设计，增
加辐射热量，加速室内升温。

CON Premium CN
独特设计 德国原装进口



CON Premium CN  
电采暖器配置

电采暖器适用面积

加热元件
 › 德国原装不锈钢
加热管
 › 钢制翅片

电子温控
 › 精准控温
 › 智能操控

弧形铝制金属外壳 
 › 增加辐射热
 › 加速升温

挂墙安装 - 支架
 › 方便固定
 › 安装省力

产品系列 产品型号 适用面积 m2

CON

CON 10 Premium 7-11

CON 15 Premium 11-16

CON 20 Premium 14-22

CON 30 Premium 21-33

注：具体选型根据当地实际条件不同会有差别，请咨询相关技术人员。

 
产品等级 Premium Premium 

型号 CON 10 Premium CON 15 Premium 
编号 239648 239649

连接负载 W 900-1000 1400-1500

电源连接  1/N/PE~220/230 V 1/N/PE~220/230 V

频率 Hz 50/- 50/-
高 | 宽 | 厚 mm 470/470/126 470/625/126
重量 kg 5.9 7.5

IP等级  IP24 IP24
颜色  阿尔卑斯白 阿尔卑斯白

 
产品等级 Premium Premium 

编号 CON 20 Premium CON 30 Premium 
编号 239650 239651

连接负载 W 1900-2000 2900-3000

电源连接  1/N/PE~220/230 V 1/N/PE~220/230 V

频率 Hz 50/- 50/-
高 | 宽 | 厚 mm 470/780/126 470/1090/126
重量 kg 9.3 12.6

IP等级  IP24 IP24
颜色  阿尔卑斯白 阿尔卑斯白

参数表



整机德国原装进口
符合欧盟ErP要求，无有害电
磁辐射，中国CCC强制认证。

裸线加热元件
独 特 裸 线 加 热 技 术，快 速 制
热。

风扇加强对流
贯流风机，加强对流，迅速升
温。

静音舒适
静音舒适，恒温恒湿不干燥，
无噪音。

安全保障
IP24级别防水防尘，居浴可用；
机身表面温度低，不烫手；过热
自动断电保护；环保喷漆，无有
害物质挥发。

弧形铝制外壳
高品质铝制面板，弧形设计，增
加辐射热量，加速室内升温。

红点设计大奖
CK系列电采暖器荣获德国红点
设计大奖。

CK Premium 
裸线加热技术  快速制热

智能电子控制
可进行7天多段编程，智能预
约加热时间，精准度高达0.7K，
拥有定时器和故障报警功能，
室内开窗自动识别，高效节能
不浪费。



CK Premium 
电采暖器配置

电采暖器适用面积

裸线加热元件
 › 德国原装特质金
属丝，裸线加热，
高效升温

电子温控
 › 精准控温
 › 智能操控

弧形铝制金属外壳 
 › 增加辐射热
 › 加速升温

挂墙安装 - 支架
 › 方便固定
 › 安装省力

产品系列 产品型号 适用面积 m2

CK CK 20 Premium  15-22

注：具体选型根据当地实际条件不同会有差别，请咨询相关技术人员。

产品等级 Premium

型号 CK 20 Premium
编号 239647

连接负载 W 1800-2000

电源连接  1/N/PE~220-230 V

频率 Hz 50/-
高 | 宽 | 厚 mm 470/345/126
重量 kg 5.3

IP等级  IP24
颜色  阿尔卑斯白

参数表





关于世创电能

6 次德国超级品牌奖

38 次IF工业设计大奖

13   次红点设计大奖

7    次欧洲设计大奖

1924年创建于德国柏林，目前总部位于德国霍尔茨明登，

在德国、瑞典、斯洛伐克、泰国及中国拥有7大生产基地，

在全球拥有26个销售公司，产品畅销120多个国家，是欧洲

知名暖通品牌。

2004年进入中国，总部及工厂设立于天津，并在上海和广州

设有分公司，更好地向中国客户提供安全、节能、环保的产

品和系统解决方案，以及高品质的服务。



38 次IF工业设计大奖

13   次红点设计大奖

7    次欧洲设计大奖

当地经销商：

了解更多产品信息，请访问
www.stiebeleltron.cn或咨询当地经销商

中国区总部及中国北区营销中心: 
+86 22 83962077
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赛达国际工业城C3   

中国中区营销中心：
+86 21 61069166
上海市浦东新区盛夏路169号1幢902/903室 

中国南区营销中心：
+86 20 39162209
广州市番禺区汉溪大道280号时代E-Park A1栋901室

法律声明 | 本资料已经仔细校对，并不排除存在不准确信息的可能。产品参数信息
有可能更改，本资料描述的设备特性对最终产品的规格不具有约束力。由于我们在
持续改进产品，某些产品特性可能会被更改或者删除。有关最新产品信息，请咨询当
地经销商。本资料中的图片仅供参考，图中包含的某些安装部件、附件和特殊设备不
属于标准交货范围。只有在我司同意的情况下才可对本资料全部或部分进行印刷。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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