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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源電源電源電源及電壓及電壓及電壓及電壓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 電源一定要接好地線，請不要隨意更改電源接線。 

●  熱泵熱水器連接時，必須接有一個無熔絲斷路器。 

● 銅質導線選用適合在戶外使用電源的導線。 

● 運行電壓：AC220V，60Hz 

 

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操作注意事項操作注意事項操作注意事項操作注意事項  
● 在開機運行之前，請您檢查進排風格柵是否有物體所遮擋。 

● 本熱泵熱水器是按照下述使用條件下設計而成的，環境溫度-10~38℃，水壓 0.15~0.6Mpa。 

● 若在上述狀況以外的場合下使用熱泵熱水器，可能導致功能失常。 

 

■ 功能操作功能操作功能操作功能操作 

當熱泵熱水器運轉時，如若關機，接著開機，控制器將有 3 分鐘延時保護（保護壓縮機）。 

■ 溫度設定溫度設定溫度設定溫度設定 

熱泵熱水器的出水溫度由控制板設定，當儲水箱水溫高於設定溫度時，熱泵熱水器停止運轉，

當儲水箱水溫低於設定溫度-5℃時，熱泵熱水器自行運轉。 

■ 維護保養和清潔維護保養和清潔維護保養和清潔維護保養和清潔 

● 對熱泵熱水器進行維護時，必須是熱泵熱水器處於切斷電源狀態。 

● 不使用時：應切斷電源，把開關斷開。 

● 請不要對熱泵熱水器使用汽油、天那水、揮發油、溶劑和其他化學藥品、或者液體殺蟲劑，

否則可能造成零件裂開、變形等情況。 

● 機組周圍應保持乾燥，通風良好。定期清洗空氣側換熱器，來保持良好的換熱效果。 

● 若停機時間較長，應將機組管路中的水放掉，並切斷電源，套好防護罩。再運行時，開機前

對系統進行全面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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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第二第二部分部分部分部分：：：：按鍵說明按鍵說明按鍵說明按鍵說明    
■ 按鍵說明按鍵說明按鍵說明按鍵說明 
 

 

 

 

 

 

 

1、 開/關鍵：主機開關機功能。 

2、 供水鍵：手動開關供水泵。 

3、 經濟鍵：未用。 

4、 水溫“▲/▼”鍵：可將水箱水溫設置在 28 度至 50 度。 

5、 參數“▲/▼”鍵：可將各種參數進行上下設定。 

6、 功能鍵：選擇各項功能表功能進行設定。 

7、 確認鍵：進入功能設定時確定進入某項功能。 

8、 時段鍵：可選擇主機或供水 24 小時內三種不同時間定時設置。 

9、 定時鍵：可選擇定時開、定時關、取消功能。 

■ 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 
◆ 開機和關機 

    在通電有效情況下，按下“開關”鍵，在關機的情況下，會立即開機，反之，則關機。當要

設定定時開/關機、定時供水、回水、化霜、電熱功能時要在開機的情況下才有效。 

◆ 水箱水溫設定： 

    在開機情況下，可對水箱水溫進行調節，調節水溫只需按水溫“▲/▼”鍵即可調節至所需水

溫，水溫可在 28-60℃範圍內隨意調節。 

◆ 供水泵手動開關設定： 

    當水溫達到設定供水溫度要求時，按“供水”鍵即可供水。 

◆ 功能表功能選擇： 

    按“功能”鍵 ，可進行時鐘、定時開/關主機、定時開/關供水泵 、確定回水（供水）溫度、

光度要求、除霜參數要求、電加熱溫度要求七項功能表功能選擇。要進行功能選擇時，必須

在開機狀態下將“功能”鍵 長按 5 秒才能進入功能選擇 ，確定選取功能完成後，不再操作

控制板時，10 秒鐘後自動退出功能選擇。 

● 時鐘功能設定： 

  （1）長按“功能”鍵，進入功能選擇後，再按一下“功能”鍵，進入時間設定功能，此時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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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時鐘顯示閃動，可對小時參數進行調整，按住“參數”“▲/▼”鍵，小時數字可上下

調整。 

  （2）完成小時設置後，再按“確認”鍵，進入分鐘數設置，按住參數“▲/▼”鍵，分鐘數可

上下調整。再按“確認”鍵，時鐘設定完成。 

●  主機定時設定： 
  （1）進入功能選擇後，按二下“功能”鍵，顯示幕“主機”功能表閃動，按“確認”鍵後進入

主機定時功能。 
  （2）時段選擇或定時開關查詢 
       主機定時可選擇 3 個時段，進入主機定時功能時，按“時段”鍵可對定時時段進行選擇。

當時段定時完成後，可按“時段”鍵對定時時段進行查詢。某一項定時開、關有效時，顯

示幕定時開/關亮。 
  （3）定時開設定 
       按一下“定時”鍵，定時開閃動，同時時鐘區閃動，按“參數” “▲/▼”鍵，可調整定

時時間（設定精度為 30 分鐘），再按“確認”鍵，定時開設定完成。 
  （4）按二下“定時”鍵，定時關閃動，設定方法與定時開一樣。 
  （5）按三下“定時”鍵，取消定時設定。 
       當未退出定時功能時，連續按“定時”鍵，第一次按“定時”鍵設置定時開、第二次按“定

時”鍵設置定時關、第三次按“定時”鍵，取消設置定時。 
●  定時供水設定： 
    進入功能選擇後，按三下“功能”鍵，顯示幕“供水”功能表閃動，按“確認”鍵後進入定

時供水功能。其定時操作程式相同於主機定時操作。 
●  回水設定 
    進入功能選擇後，按四下“功能”鍵，顯示幕“回水”功能表閃動，按“確認”鍵後，進入

回水溫度設定功能。 
    進入功能選擇後，按四下“功能”鍵，主屏顯示“回水”功能表閃動，並顯示回水溫度。按

“確認”鍵後，可用參數“▲/▼”鍵對回水溫度進行設定，當確定回水溫度後，若實際回水

溫度低於設定 5℃時，回水閥開啟，同時水箱溫度要大於回水溫度時供水泵才充許打開。 
●  進入功能選擇後，按五下“功能”鍵，顯示幕“光度”功能表閃動，按“確 

認”鍵後進入光度設定功能。 
    此功能為熱泵與太陽能熱水器共同使用時而設置的附加功能。暫時未能使用。 
● 進入功能選擇後，按六下“功能”鍵，顯示幕“除霜”功能表閃動，按參數“▲/▼”鍵後進

入除霜條件設定功能。 
進入功能選擇後，按六下“功能”鍵，顯示幕“除霜”功能表閃動，時鐘區顯示“01”，進

入化霜功能設定。按參數“▲/▼”鍵可選 01-04 項。按“確認”鍵後，按參數“▲/▼”鍵可

調整如下對應的化霜參數。 
參數名稱 顯示標號 初始設定 單位 最大值 最小值  設定精度 

化霜啟動溫度 01 -3 ℃ -1℃ -9℃ 1℃ 
化霜結束溫度 02 12 ℃ 25℃ 5℃ 1℃ 
化霜間隔時間 03 45 分 90 分鐘 10 分鐘 1 分鐘 
化霜運行時間 04 10 分 18 分鐘 5 分鐘 1 分鐘 
 
●  進入功能選擇後，按七下“功能”鍵，顯示幕“電熱”功能表閃動，按“確認”鍵後進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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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啟動設定功能。(選用) 
進入功能選擇後，按七下“功能”鍵，顯示幕“電熱”功能表閃動，並顯示啟動電熱條件的

最高環境溫度要求，按“確認”鍵後，可用參數“▲/▼”鍵對此溫度進行調節，調節範圍在

（0℃）--（35℃）進行調節。 
◆參數查詢功能參數查詢功能參數查詢功能參數查詢功能：：：： 

    在正常開機狀態下，按參數“▲/▼”鍵可查詢主機的運行資料（停止操作 10 秒後自動退出

參數查詢功能），溫度顯示區顯示資料，時鐘區顯示標號，共 11 項數據。如下表： 

 

參數名稱 顯示標號 備     注  

可恢復故障碼 01 正常工作下顯示“28”，其他查表 1 

主板“模式選擇”開關代號 02 
“00”定時供水模式，“01”直出水模式(選用)， 

“02”雙水箱供水模式 (只適用於雙壓機板) 

主板“機型選擇”開關代號 03 

主要區分電子膨脹閥開度，是否相位檢測， 

壓縮機單雙 

“00”為 220V 三匹機，不相位檢測、單壓機 

“01”為 380V 三匹、五匹、七匹機，有相位 

檢測、單壓機 

“10”為十匹機、十五匹，有相位檢測、雙壓機 

盤管 2 溫度值 04 壓縮機 2 對應的化霜溫度檢測點 

盤管 1 溫度值 05 壓縮機 1 對應的化霜溫度檢測點 

空氣環境溫度值 06 電子膨脹閥開度參數，防結凍溫度點 

熱泵出水管溫度值 07 出水口溫度過高（70℃）保護 

用戶回水管溫度值 08 檢測用戶供水管道水溫，控制回水溫度 

熱泵水箱 1 溫度值 09 單水箱時顯示水箱 1 溫度 

熱泵水箱 2 溫度值 10 雙水箱時顯示水箱 2 溫度 

光度值 11 未用 

 

 

表表表表 1：：：：可恢復故障碼可恢復故障碼可恢復故障碼可恢復故障碼 

 

故障名稱 備    注 

“01E”出水溫度過

高 

水壓開關保護。 

“05E”出水溫度過

高 

當熱泵出水管溫度高於 70 度連續 20 秒時，主機停機，三分鐘後溫度低

於設定溫度時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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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不可恢復故障碼不可恢復故障碼不可恢復故障碼不可恢復故障碼，，，，蜂鳴器發出報警蜂鳴器發出報警蜂鳴器發出報警蜂鳴器發出報警，，，，溫度區顯示故障碼閃動溫度區顯示故障碼閃動溫度區顯示故障碼閃動溫度區顯示故障碼閃動，，，，主機不工作主機不工作主機不工作主機不工作 

 

序號 故障代碼 故障名稱 

1 00E 缺相逆相保護 

2 02E 電流保護 

3 03E 高壓開關 1 故障(開關斷開時保護) 

4 04E 低壓開關 1 故障(開關斷開時保護) 

5 06E 水位開關壞(高水位吸合，低水位斷開) 

6 07E 高壓開關 2 故障(開關斷開時保護) 

7 08E 低壓開關 2 故障(開關斷開時保護) 

8 09E 通訊出錯(操作板收不了主板資料) 

9 10E 盤管 2 感測器故障（開路或短路） 

10 11E 盤管 1 感測器故障（開路或短路） 

11 12E 環境感測器故障（開路或短路） 

12 13E 出水感測器故障（開路或短路） 

13 14E 回水感測器故障（開路或短路） 

14 15E 水箱感測器 1 故障（開路或短路） 

◆ 主機開/停溫差設定功能： 

    在關機狀態下，按一下“參數”“+”鍵，選項 08 項（時鐘區），顯示溫差值(出廠預設值為

09,即溫差 5 度)，按“確認”鍵進入溫差設定，按水溫“+/-”鍵，每 0.5 度相對 1 個數字,最小數

值為 2，最大為 30。 

◆ 水箱溫度補償設定功能： 

在關機狀態下，按一下“參數” “+”鍵，選項 09 項（時鐘區），顯示溫差值(出廠預設值為

04,即補償 2 度)，按“確認”鍵進入水箱溫度補償設定，按水溫“+/-”鍵，每 0.5 度相對 1 個數

字,最小數值為 0，最大為 30。 

 

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機組機組機組機組保護保護保護保護 
◆ 壓縮機三分鐘延時保護，壓縮機啟停時間為 3 分鐘。初次上電開機 1 分鐘起動。 

◆ 定時加熱模式檢測水壓開關，直排水模式當水流開關吸合時才開壓縮機，水流開關斷開時當水

溫未能達到設定溫度-5 度以上時，且中水位吸時程式轉為保溫迴圈加熱，當達到設定溫度時停機，

無水流故障顯示。 

◆ 高壓及水壓壓力保護高壓及水壓壓力保護高壓及水壓壓力保護高壓及水壓壓力保護：壓力開關斷開在一次(每小時)時，顯示器不報警，在壓力恢復後壓縮機

延遲 3 分鐘重新啟動。在超過一次(每小時)時控制器鎖住該故障，相應壓縮機不再重新啟動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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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壓力開關是否重定, 並顯示故障 代碼； 

◆ 低壓壓力保護低壓壓力保護低壓壓力保護低壓壓力保護：化霜期間不檢測低壓開關；制熱開機延時 3 分鐘檢測，壓力開關斷開時，在

一次(每小時)時，顯示器不報警，在超過一次(每小時)時相應壓縮機不再重新啟動而不管壓力開關

是否重定, 並顯示故障代碼； 

 ◆ 制熱時水溫過熱保護：制熱時出水溫度高於 70℃持續 20 秒時，停壓縮機，當出水溫度下降

到設定溫度以下且滿足停機三分鐘時可重新啟動壓縮機； 

 ◆ 感測器故障：感測器產生故障，停所有部件(電加熱除外)。 

 ◆（未用）排氣開關保護：排氣開關斷開在三次(每小時)時，顯示器不報警，在排氣開關恢復後

壓縮機延遲 3 分鐘重新啟動。在超過三次(每小時)時控制器鎖住該故障，相應壓縮機不在重新啟

動而不管排氣開關是否重定，並顯示故障代碼。 

 ◆ 缺相逆相保護：機組所有部件不允許動作並顯示故障代碼； 

 ◆ 自動防凍自動防凍自動防凍自動防凍開關開關開關開關：冬季為防止水管﹑水泵凍裂，機組滿足以下條件時自動進入防凍工作中，當

環境溫度低於 2℃，出水溫度小於 10℃時，且迴圈水泵連續斷電時間超過 30 分鐘時，啟動迴圈水

泵 60 秒後斷電。週期運行。 

 ◆ 防高溫死機功能：當環境溫度高於 35 度時，水箱溫度加環境溫度大於 95 度時熱泵主機自動

停機，保護熱泵主機，當溫度低於 90 度時，若水溫未達到設定溫度時自動開啟。 

 ◆ 壓縮機啟動時，過電流繼電器過電流繼電器過電流繼電器過電流繼電器會檢測電流，當電流連續 5 秒大於設定電流值時（3 匹單相 25A

保護，3 匹三相、5 匹、7 匹 16A 保護，10 匹 30A 保護），即時停機，三分鐘後重啟，當每小時出

現三次同樣故障時，主板鎖定該故障,並報警，故障代碼為“02E”。 

◆ 停水時，熱泵主機上的無水保護裝置無水保護裝置無水保護裝置無水保護裝置會自動啟動，保護壓縮機不會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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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代碼表一故障代碼表一故障代碼表一故障代碼表一    
 
故障代碼 故障名稱 可能的故障原因 處理措施 

00E 缺相逆相保護 
◇缺相 
 
◇逆相  

◇檢查三相電源，保證三相電壓正常供
電 
◇把其中二相電源線互調接線 

01E 水壓開關保護 

◇水壓開關壞 
◇水流量不足 
◇迴圈進水管有空氣 
◇迴圈泵損壞  
◇水箱缺水 

◇更換水壓開關 
◇清洗 Y 型篩檢程式，加大水流量 
◇把迴圈進水管內空氣排出 
◇檢查迴圈泵及電容並進行修復 
◇ 確 保 水 箱 滿 水 ，保 證進 水 壓 力≥
0.15mpa 

02E 電流保護 ◇電流過大  ◇檢查電壓是否正常，電源是否不足 

03E 
高壓開關 1 故障 

  (開關斷開時保護)  

◇高壓開關壞 
◇水量不足  
◇系統堵塞,水箱感溫探頭脫落,
導致水溫過高 
◇迴圈泵損壞 
◇冷媒過多 
◇冷媒系統中有不凝性氣體 

◇更換高壓開關 
◇加大水流量 
◇檢查並修復系統，正確固定水箱感溫
探頭◇檢查迴圈泵及電容並進行修復 
◇排出多餘的冷媒 
◇排出不凝性氣體 

04E 
低壓開關 1 故障 

  (開關斷開時保護)  

◇低壓開關壞 
◇冷媒不足 
◇蒸發器翅片表面髒 

◇更換低壓開關 
◇系統檢漏並充注標準冷媒量 
◇清洗蒸發器翅片 

05E 出水溫度過高 
◇水路不暢 
◇出水溫度探頭故障  

◇檢查水路和迴圈泵 
◇檢查出水溫度探頭的阻值 

06E 
水位開關壞(高水位 
吸合,低水位斷開)  

◇水位開關或導線開路或短路 ◇檢查水位開關或導線並修復  

07E 
高壓開關 2 故障 

  (開關斷開時故障)  
◇高壓開關壞 
◇水量不足  

◇更換高壓開關 
◇加大水流量 

08E 
低壓開關 2 故障 

  (開關斷開時故障)  
◇低壓開關壞 
◇冷媒不足  

◇更換低壓開關 
◇系統檢漏並充注標準冷媒量 

09E 
通信出錯(操作板收 
不了主板數據)  

◇主板連接操作板線有開路或
短路  

◇修復主板與操作板連接線或更換  

10E 
盤管感測器 2 故障 
  (開路或短路)  

◇感測器連線開路 
◇感測器探頭脫落 
◇感測器連線短路  

◇修復感測器連線 
◇把感測器探頭重新固定 
◇修復連線排除故障   

11E 
盤管感測器 1 故障 
  (開路或短路)  

◇感測器連線開路 
◇感測器探頭脫落 
◇感測器連線短路  

◇修復感測器連線 
◇把感測器探頭重新固定 
◇修復連線排除故障   

12E 
環境感測器故障 

  (開路或短路)  

◇感測器連線開路 
◇感測器探頭脫落 
◇感測器連線短路  

◇修復感測器連線 
◇把感測器探頭重新固定 
◇修復連線排除故障   

13E 
出水感測器故障 

  (開路或短路)  

◇感測器連線開路 
◇感測器探頭脫落 
◇感測器連線短路  

◇修復感測器連線 
◇把感測器探頭重新固定 
◇修復連線排除故障   

14E 
回水感測器故障 

  (開路或短路)  

◇感測器連線開路 
◇感測器探頭脫落 
◇感測器連線短路  

◇修復感測器連線 
◇把感測器探頭重新固定 
◇修復連線排除故障   

15E 
水箱感測器 1 故障 
  (開路或短路)  

◇感測器連線開路 
◇感測器探頭脫落 
◇感測器連線短路  

◇修復感測器連線 
◇把感測器探頭重新固定 
◇修復連線排除故障   

注：有故障保護時，顯示故障代碼並閃爍報警。 



 

P.8 

故障表二故障表二故障表二故障表二    
 

故障名稱 可能的故障原因 處理措施 

機組不運轉 
◇電源故障 
◇機組電源接線鬆動 
◇機組控制電源熔斷器熔斷 

◇斷開電源開關，檢查電源 
◇查明原因並修復 
◇更換新熔斷器  

水泵運轉但是 

水不迴圈或水 

泵雜訊大 

◇水系統中缺水 
◇水系統中有空氣 
◇水系統閥門未全部打開 
◇水篩檢程式髒堵  

◇檢查系統補水裝置，並向系統補水 
◇排除水系統中的空氣 
◇將水系統閥門開足 
◇清洗水篩檢程式  

機組制熱能力偏低 

◇製冷劑不足 
◇水系統保溫不良 
◇乾燥篩檢程式堵塞 
◇空氣熱交換器散熱不良 
◇水流量不足  

◇系統檢漏並充注標準製冷劑量 
◇加強水系統保溫 
◇更換乾燥篩檢程式 
◇清洗空氣換熱器 
◇清洗水篩檢程式  

壓縮機不運轉 

◇電源故障 
◇壓縮機接觸器損壞 
◇接線鬆動 
◇壓縮機過熱保護 
◇出水溫度過高 
◇水流量不足  

◇查明原因解決電源故障 
◇更換接觸器 
◇查明鬆動點並修復 
◇查明熱原因排除故障後再開機 
◇重新設定出水溫度 
◇清洗水篩檢程式排除系統中的空氣  

壓縮機運轉雜訊大 
◇液體製冷劑進入壓縮機 
◇壓縮機內部零件損壞  
◇冷凍油不足 

◇檢查膨脹閥是否失效 
◇更換壓縮機  
◇加入適量冷凍油 

風扇不運轉 

◇電容損壞 
◇風扇固定螺釘鬆動 
◇風扇電機燒毀 
◇接觸器損壞  

◇更換電容 
◇緊固固定螺釘 
◇更換電機 
◇更換接觸器  

壓縮機運轉，但機組不制熱 ◇製冷劑全部洩漏 
◇壓縮機故障  

◇系統檢漏並充注標準製冷劑量 
◇更換壓縮機   

機組水流量過低保護  ◇水壓開關故障 
◇系統水流量不足  

◇更換水壓開關 
◇清洗水篩檢程式排除系統中的空氣 

排氣壓力過高 
◇冷媒過多 
◇氟路系統中有不凝性氣體 
◇水流量不足   

◇排出多餘的冷媒 
◇排出不凝性氣體 
◇檢查水系統，加大水流量  

吸氣壓力過低 
◇乾燥篩檢程式堵塞 
◇冷媒過少 
◇通過熱交換器的壓降太 

◇更換乾燥篩檢程式 
◇系統檢漏並修復 
◇檢查電子膨脹閥的開度是否恰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