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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标志
CE标志确保产品符合下述欧盟质量安全标准 ：

- 2009/142/CEE
- 2004/108/EC 
- 92/42/CEE
- 2006/95/EC

-关于燃气设备
-关于电磁兼容

-关于电气安全
-关于能量效率

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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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热水炉长时间不用，则建议关闭电源和燃气阀门。当可

能产生低温时，应将热水炉和管道系统内的水全部排空，以防

冻坏。

用户手册和安装与维护技术手册同为产品完整、必不可少的部分。
请妥善保管说明书；当将锅炉转交到其他用户或安装者时，请将
说明书随锅炉一起交付。

仔细阅读用户手册和安装与维护技术手册中的指南和警告信息，
其包含有关安全安装、运行、维护等重要信息。 

残疾人士和儿童及无经验者不能操作使用本产品，
除非其在监护人给与产品使用方面的指导和监护下进行。
监督确保儿童不要玩耍本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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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

24/01/2011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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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1. 显示屏
2. 生活热水温度调节键 +/-  
3.  开/关键
4. 供暖系统水压表
5.  火焰显示蓝色 LED
6. 退出键 (返回)
7. “编码器” 旋钮
8.    OK键（确认键）  
9. 模式键 
 (选择运行模式  夏季/冬季)
10. 复位键
11. Auto 键 (激活室内温度调节规则)
12. 供暖出水温度调节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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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屏

01/01/2000 00:00

40°C 70°C

供暖设置

供暖设定温度
XX °C

供暖运行

供暖出水温度 XX °C
生活热水设置

生活热水设定温度 XX °C
生活热水运行

生活热水设定温度 XX °C
室外温度 (°C)  
(仅当连接室外温度传感器)  XX °C
故障指示
显示屏显示故障代码和描述

ALERT

AUTO 功能激活 auto

生活热水舒适功能激活 COMFORT
太阳能温度传感器连接 
(选配)
(见用户手册-显示屏设置: 锅炉全功能显示 )

火焰及功率大小指示 

(见用户手册-显示屏设置: 锅炉全功能显示 )

供暖系统水压数值
(见用户手册-显示屏设置: 锅炉全功能显示 ) 1.3 bar

文字显示运行信息
(见用户手册-显示屏设置: 锅炉全功能显示 )

Riscaldamento
Central Heating

一旦启动程序结束后, 显示屏将显示供暖和生活热水的设定温度。

需要在USER MENU菜单下设置日期、时间和语言。

01/01/2000 00:00

40°C 70°C

初始

显示屏通过进度条显示如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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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1/2012 15:22

40°C 72°C

24/01/2012 15:22

40°C 70°C

01/01/2000 00:00

44°C

生活热水温度调节

  关闭供暖

  按模式键9，关闭供暖，供暖模式标志   从显示屏中消失。
 锅炉仅保留生活热水功能，显示生活热水的设定温度。 

关闭锅炉

按电源键    ，显示屏将关闭。

防冻功能仍然有效。

供暖温度调节

可以通过键12+/-来调节供暖温度

温度设定值从 20°C 到45°C (低温) 或 40°C 到82°C (高温). 
数值设定时将在显示屏上闪烁。

OFF

运行模式选择

用模式键9选择需要的模式 

运行模式 显示屏 

冬季模式

供暖 + 生活热水 

01/01/2000 00:00

40°C 70°C

夏季模式

只有生活热水 

24/01/2012 12:00

40°C

燃烧器点火成功通过蓝色LED 5显示 

舒适功能

锅炉允许通过“舒适”功能来增加生活热水输出的舒适水平。

在非工作时，该功能保证次级热交换器中（或外置水箱）的水
一直温热。

可通过下面的顺序来激活舒适功能:

-  按OK键进入用户主菜单
-   旋转旋钮选择生活热水设置 （D.H.W. Settings）
-  按OK键进入子菜单
-  旋转旋钮选择舒适功能（Comfort） 
-  按下OK键，显示屏显示：
    Disabled  不可用(出厂默认设置)
    Time based  时间控制(当生活热水需求开始激活后持续30分钟)

    Always active  总是激活 
-  旋转旋钮选择舒适功能的工作模式 

    如: Always active
- 按OK 键, 显示屏将显示：
    Comfort function set to Always active

当舒适功能激活时，显示屏将显示COMFORT。

24/01/2012

COMFORT

16:03

40°C 70°C

可以通过键2+/-来调节供暖温度

温度设定值从 36°C 到60°C . 
数值设定时将在显示屏上闪烁。

防冻功能激活条件：1：有燃气供应；2：有电源提供。

注意：
要完全关闭热水炉，请断开外部电源插头，关闭燃气阀。（冬季

如果要完全关闭热水炉，请排空系统里的水，否则有冻坏热水炉

及管路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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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屏显示故障代码和故障描述.
“Fault 110 - Send Probe Damaged”

水压不足导致的安全关闭

显示屏显示“ Fault 108 - Filling Needed”.   

可以使用注水阀向系统内注水，当达到相应值时，系统可以启动。

操作关闭

这种关闭的类型是“非易失错误”, 意味着不会被自动解除。 
显示屏将显示故障代码和故障描述。

可通过按面板上的复位键  来重启运行。

显示屏显示 “Reset in progress”(复位进行中)
“Fault solved”（故障解除）.

Fault 108

Filling NeededALERT

Fault 110

Send Probe DamagedALERT

Call the technical service

Fault 501

No flame detected

Press the Reset button

ALERT

Reset in progress

Fault solved

故障代码一览表

显示   描述

1 01 过热

5 01  未检测到火焰
1 03

水流检测失败
1 04
1 05
1 06
1 07
1 08 需要补水

3 05 PCB 故障
3 06 PCB 故障
3 07 PCB 故障

如果因为供暖系统循环水水压不足而导致的关闭，锅炉将执行
一个安全关闭。

显示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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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

3 °C

用户设置 

按OK 键进入用户设置, 
显示屏显示： 

按 OK 键进入菜单和子菜单。
旋转旋钮选择菜单和子菜单。
旋转旋钮改变参数的设置。
按OK 键保存新的设置。
按 退出键退出直至正常的显示屏内容。

编码器旋钮

退出键
OK 键

Impostazione acqua calda

Impostazioni schermo

Guida

Impostazione riscaldamento

设置显示的语言

通过下面的方式进入用户菜单，设置显示语言：

-   按OK 键, 显示屏显示 Complete Menu
-   按OK 键, 进入 Complete Menu
-  旋转旋钮选择  “Screen settings”
 - 按OK 键,  进入子菜单
 - 按OK 键,进入子菜单 “Language”
 - 按OK  键选择 “English”  显示屏显示 “Selected language English”
- 按退出键退出菜单。

设定时间和日期
通过下面的方式进入用户菜单，设置时间和日期：

-   按OK 键, 显示屏显示 Complete Menu
-   按OK 键, 进入 Complete Menu
 -  旋转旋钮选择 “Screen settings” 
-   按OK 键,进入 Screen settings
 -  旋转旋钮选择 “Time and Date” 
 - 按OK 键,  进入子菜单

 按OK 键,进入天数设置（数字在闪烁）
 -  旋转旋钮设置天数

 按OK 键确认天数
 -  旋转旋钮选择月数子菜单
 - 按OK 键,进入月数设置（数字在闪烁）
 -  旋转旋钮设置月数

 按OK 键确认
 -  旋转旋钮选择年数子菜单

 按OK 键,进入年数设置（数字在闪烁）
 -  旋转旋钮设置年数
按OK 键确认

-  旋转旋钮选择小时子菜单
 按OK 键,进入小时设置（数字在闪烁）

 -  旋转旋钮设置小时
 按OK 键确认

 -  旋转旋钮选择分钟子菜单
 - 按OK 键,进入分钟设置（数字在闪烁）
 -  旋转旋钮设置分钟
按OK 键确认

- 按退出键退出菜单。

 使用OK键和旋钮可以进入和修改许多参数，见下图： 

Complete 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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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设置菜单

 
Central

Heating Settings
设置区域1的出水温度

设置区域2的出水温度 

设置区域3的出水温度

Domestic Hot 
Water settings

调节控制面板-按键1erutarepmet tniopteS .W.H.D

舒适功能
(出厂默认状态) 旋转旋钮选择并按 OK键。显示屏显示

舒适功能 ，见第6页。
时间控制

总是激活状态

Screen Set-
tings

Language

Time and Date

Home screen 锅炉基本功能显示

锅炉全功能显示

待机亮度

背光

Home screen timing

屏幕主界面
- 出厂设置 - 锅炉基本功能显示
通过下面的方式进入用户菜单，设定屏幕：

-   按OK键，显示屏显示 Complete Menu
-   按OK 键，进入 Complete Menu
-  旋转旋钮选择 “  Screen Settings”
 - 按OK 键，进入  “Screen Settings”
 -  旋转旋钮选择  “Home screen”
 - 按OK 键，进入 “Home screen”
 - 旋转旋钮选择  “Boiler complete”
 - 按OK 键保存设置
 - 按退出键退出菜单。

锅炉基本功能 锅炉全功能

40°C 70°C

锅炉基本功能显示屏显示:
-  时间和日期
-  设定的运行模式
-  设定的温度
- 舒适功能
- Auto 功能

40°C 70°C

0,7 bar

Stand-by

锅炉全功能显示屏显示:
-  时间和日期
-  设定的运行模式
-  设定的温度
- 舒适功能
- Auto 功能
-  水压表数值
-  文本显示运行信息
-  火焰显示及所用功率示意
-  太阳能温度传感器的连接

屏幕设置

生活热水设置

供暖设置

非激活状态

旋转旋钮选择语言并按 OK键。语言

时间和日期 见时间和日期参数设置-第12页

旋转旋钮选择并按 OK键。

旋转旋钮选择并按 OK键。

旋转旋钮选择时间（分钟）并按 OK键。

屏幕主界面 (出厂默认状态)

旋转旋钮选择时间（分钟）并按 OK键。

供暖设定温度

生活热水设定温度

仅当多区域下激活

仅当多区域下激活

调节控制面板-按键1

屏幕主界面时间

Backlight

Brightness in standby

Comfort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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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1/2012 15:38

44°C 38°C
auto

气种转换

我们的锅炉设计为天然气（甲烷）或者液化气，如果您需
要从一种气源转换为另一种气源，必须联系我们授权的服
务中心进行气源转换。

维护

不安排采暖炉年度服务，第二年的厂家质保将无效。 

Auto 按键 - 温度调节激活

AUTO功能使采暖炉根据环境条件和安装的系统类型
进行运行。用最快的方式来达到室内舒适的温度 ，
没有浪费金钱、能源或效率。持久的降低部件磨合
所造成的消耗。

您的安装商会建议您将相应的装置连接到采暖炉上，
并根据采暖系统调整相应的参数。

在一般的供暖系统中采暖炉水温通常被设定为高温值（70-80℃）
这样以确保在冬天里很冷的几天里供暖有效，但是在秋冬季其余
不是很冷时(占大多数）都是过热的，导致在温控器关闭后依然过
热，致使能源浪费和房间不舒服。

AUTO 功能能控制采暖炉，根据环境条件，和连接到采暖炉上的
室外装置及采暖性能的需要，选择最佳的运行方式。

根据环境条件和室温的需要，AUTO 功能决定采暖炉以哪种功率
水平运行。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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