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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号

LJSQ28-Ci8

LJSQ20-Ci8



一氧化碳（CO）报警器使用说明

1. 机器自检功能 

机器在带电状态下， 24 小时自动检测， 当 CO 模块发生故障时机器显示 EC。 在

此状态下此报警装置不可正常使用，请联络售后服务机构。 

2. 用户手动检测功能 

用户可以通过按经济模式按键 5S 钟来检查 CO 传感器故障，正常为显示 EA。 

3. 特别提醒 

CO 装置在未正常使用情形下有可能故障而不能起到报警作用，用户在使用该装置时

仍应注意通过其他方法来排除 CO 的危害。此装置只适用本热水器,而不适用于其他

器械的 CO 泄露情形.此装置为报警装置，而非安全装置。 

4. 使用寿命 

本 CO 传感器的使用寿命为 5 年。 

5. 事故处理 

当报警器发生 CO 报警时应立即切断家庭总供气气阀， 将中毒人员转移到通风良好

的地方， 同时舍内开窗通风并在室外拨打 120。 

6. 注意事项 

6.1 热水器使用的场所不应存在腐蚀性气体和长时间的燃气泄露。否则会降低传感器寿

命甚至导致传感器损坏。 

6.2 不应将热水器安装在燃气具正上方或存在蒸汽，油烟等直接影响到产品使用的地方。 

6.3 保持热水器下方ＣＯ外部探测口无遮盖，以防止外部 CO 的探测效果，建议定期清

洁ＣＯ外部探测口以达到最佳探测效果。 

6.4 不应在热水器及其附件使用挥发性物质如酒精，发胶等。由此物质引起的误报警应

及时通风使报警器回复到正常监控状态。 

对于用户在未遵守上述注意事项而导致的事故，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生产许可



一氧化碳（CO）报警器使用说明

                       系列机型无水量伺服装置；●   LJSQ20-Ci8
   北方地区机型附电加热防冻装置；

   机器内配线以所购买的产品为准；

●

●



外壳采用优质钢材静电喷涂处理或采用优质不锈钢材制作，配以华丽装饰外框，时尚外观造型适合各款现代厨

智能节能模式、个性化按键模式

采用LED大屏幕人性化显示界面；“设定温度”、“运行标识”、“故障代码”的显示，使用户对机器的运行状

况全面了解，安心使用。

该系列产品可选择搭配一款无线遥控器和一款有线遥控器，对机器多点控制，方便用户使用。

该系列产品内置一氧化碳（CO）报警装置，独特的专利技术给用户提供了安全的使用环境。等安装机器的环境空

气中的一氧化碳（CO）浓度超出安全标准对人体产生危害时，控制程序会立即进入报警提示，同时启动内置风机

进行排气；等一氧化碳（CO）浓度恢复到安全值时，报警解除，风机停止运转。

智能微电脑控制器实时监控水流温度和流量，通过智能变频燃烧技术和高性能的燃气比例阀的协同调节，极速

精确恒温，水温波动小。

根据用户不同的热水需求，微电脑控制器智能调节燃烧器的火力分段和无极直流变频风机的送风量，使机器始

终运行于最优状态。

采用密闭燃烧技术，燃烧更充分，使用环境更清洁安全；独特的静音燃烧技术使用户更舒心。

智能化节能模式设计，使用“节能按键”快速切换机器运行模式，方便使用，节约能源；独特个性化按键设计，

缓点火技术的应用，确保了机器的点火成功率。

该系列产品采用多重安全防护措施：熄火保护、防干烧保护、45分钟定时保护、防冻保护、48℃防烫伤自锁保

护、缓点火保护、烟道堵塞保护、意外停电安全保护、进水过滤网保护、燃烧室破损保护、内置一氧化碳报警

装置（CO报警器）等，多重防护为用户营造一个安全、洁净、舒心的使用环境。

该系列产品采用高效次级换热技术，热效率较之普通换热器有大幅提高，节约燃气、节省电能。

先进的燃烧技术，高效的换热模式，极大地降低了废气排放量，保护了环境。

房设计。

季节变化时，控制系统会根据进水温度为用户推荐一个适宜温度，同时允许用户修改此推荐温度为自己设置一
个最佳温度，系统会对此温度保存记忆。

36W 28W

智能宽幅精确恒温

鼓风密闭燃烧



※ 设定温度：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

机器待机、运行状态时，通过上、下温度按键进行调节;42℃为出厂默认设定温度

50 55 60 65 70 ℃

高温段：只能在机器处于待机状态时设定温度
        机器在运行状态时只能向下调节温度
※设定为该段温度时，机器在重新启动时设定

温度为48℃

42

2.1 外观图

2.2 面板控制器

特殊按键 显示区域 控制按键

※ 控制按键：

升温调节按键：温度调节范围见“设定温度”说明； 

降温调节按键：温度调节范围见“设定温度”说明； 

电源开关按键：插上电源后背景灯亮，机器进入待
机状态。

※ 特殊按键：

节能按键：按下此键机器进入节能模式运行，初
次使用时“节能温度”默认设定为35℃，用户可
以通过“温度调节按键”对此温度重新设置；系
统会保存记忆此设定温度。 

个性化按键：

按下此键时，机器会根据进水温度为用户推荐一热水温度；用户也可以通过温调节按键对此温度重新进行设
置，系统会对此设定温度记忆保存。如果进水温度变化超过5℃，
系统会对此温度重新推荐设置。推荐热水温度如右表所示： 系统推荐温度

进水温度（℃）

热水温度（℃）

＜10

46

10 14

44

15 19

42

20 24 25 29 ＞29

40 38 36

※

※ 显示区域：
燃烧状态标识：机器点火成功，正常运行时显示；

一氧化碳（CO）监控标识：内置一氧化碳报警装置，实时监控安

装环境一氧化碳浓度，确保安全；

设定温度及故障代码显示：显示设定温度；等机器出现故障时，显

示相应的故障代码。

热水接头

面板控制器

装饰外框 排烟筒接口

注意事项贴纸

铭牌贴纸

进水接头

进气接头电源插头

冷凝水接头

上盖组件

※ 等按下电源开关按键而显示器不亮时，请拔掉电源插头再试一次，若问题依然存在，请联系本公司服务人员。
※ 一氧化碳（CO）浓度超出机器设定范围时，内置安全装置会立即报警，显示屏显示故障代码“CO”，机器立
立 停止燃烧并 进行排气处理，此时显示器会持续闪烁并伴有声音提示，等一氧化碳（CO）浓度降低到安全标准
范围内时系统进入待机状态。

机器运行出现故障时，面板操作器上会显示相应的故障代码，请依据下表进行故障排除及处理。

连续使用45分钟自动熄火

现   象 原因及处理方法

排烟管出口冒白烟

打开热水龙头不能立即出热水

初次使用时，机器很难点着火

关闭热水龙头，风机短时仍在运转

热水龙头开得太小出现冷水

泄压阀有水滴落

机器运行时，偶尔产生啸叫声

安全装置启动，关闭热水龙头数秒钟再开启

烟气中含有的水蒸气遇冷变成白色雾气所致

热水管路中残存有冷水所致

燃气管路中残存有空气所致，反复开机、关机几次即可正常运行

风机延迟运转设计以排除残留废气

水流量小于机器“启动水量”所致，增加水流量即可正常运行

安全装置启动，水路系统压力太高所致

燃气供应不足

  按照上述方法无法排除故障时，请及时与本公司服务人员联系；●

故障代码 故 障 原 因 故  障  处  理  方  法

E1

E2

E3

E4

E5

E6

E7

A8

点火不成功

意外熄火或烟道堵塞

出水温度过高或空烧

温度传感器故障

45分钟定时动作

假火焰

风机故障或转速异常

通讯异常

检查燃气开关是否打开、燃气压力是否正常，排除故障后，关闭开关键，重新启动热

关闭开关键,等待几秒钟，再重新启动热水器；

关闭水龙头或关闭开关键再重新开启热水器；

关闭开关键,等待几秒钟，再重新启动热水器；

关闭开关键,等待几秒钟，再重新启动热水器；

拔掉电源插头，等待几秒钟，重新启动热水器；

一氧化碳（CO）异常 氧化碳（CO）浓度符合安全标准时，报警解除，故障消失；按照正常情况使用热水器；

一氧化碳（CO）传感器故障

查看冷凝水排水管是否弯折，堵塞，排除故障后，关闭开关键，重新启动热水器；冷凝水管路系统堵塞

检查燃气压力是否正常、水量是否充足、排烟管是否通畅，排除故障后，关闭水龙头

E9 主控板异常

EE

EF

AA 频繁复位（15分钟内超过5次）

主控板异常

主控板异常

关闭开关键,等待几秒钟，重新启动热水器；

拔掉电源插头，等待几秒钟，重新启动热水器；

安装机器的房间一氧化碳（CO）超标，机器会进行排风处理，请打开门窗通风，等一

一氧化碳（CO）传感器故障，请及时与本公司服务人员联系；

或关闭开关键，热水器重新启动；

查看进水量是否太小，过滤网是否堵塞，排除故障后，关闭开关键，重新启动热水器；

关闭开关键,等待几秒钟，重新启动热水器；

关闭开关键,等待几秒钟，重新启动热水器；

水器；

CO

EC

EO



机器运行时，查看是否有异常声响？

2.3 产品型号：LJSQ28-Ci8   LJSQ20-Ci8

※  淋浴时，因管道内残存有冷水，请先用手确认热水温度再使用；

※  使用过高温热水后，再次使用热水时，请先确认热水温度；

※  淋浴时，其他人请勿随意调节热水器，以免造成水温忽冷忽热，

 部分机型无一氧化碳（CO）报警

上安装挂架

点火针组件

点火器组件

水流量传感器

水量调节组件

过滤网组件进气接头泄压阀组件 下安装挂架
温度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

进水接头热水接头

送风机组件

冷凝水中和器

燃气比例阀

感应针组件

电脑主控板

限温器

燃烧室组件

热交换器组件
防破损保
护装置

CO报警器

次级热交换器

冷凝水接头

燃气分配管

北方地区机器附带防冻加热装置



显示屏点亮

安全装置
感应口

CO

热水管

燃气管

燃气阀

进水阀

进水管地  漏 冷凝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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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器工作时或工作后，排气管及排气管周围
部件温度较高，请勿用手触摸，以免烫伤。

E . 机器异常时处理方法

F . 请勿擅自打开热水器

G.热水器停止工作后，请关闭燃气阀门。

H.热水器推荐使用年限

依据GB17905相关规定，燃气热水器从出售之日起，人工煤气热水器的使用年限是6年，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热水

器的使用年限是8年，为了保证您的舒适安全使用，请严格遵守。



由于防冻装置加热功率有限，在天气严寒时请按照6.3要求进行防冻处理。

根据附件膨胀管尺寸，在安装热水器的墙上钻孔，拧入木螺钉。

1.确认电源插头已经拔掉。

2.确认热水器燃气管路上的阀门已经关闭。

3.旋紧滤网组合、泄压阀及冷凝水泄水栓。

4.再次使用时，请按照【使用方法】操作。

2.关闭燃气阀门

对于非防冻机型，冬季（0°C以下），使用后拔掉电源插头，关闭燃气阀；先关闭进水阀，打开出水阀，然后

旋开泄压阀、滤网组合及冷凝水泄水栓放掉积水，以防冻坏热水器；确认积水排空后，请依次拧紧泄压阀、滤

网组合和冷凝水泄水栓。按照6.4所示进行操作。

如长期不使用热水器请依照上述方法排放积水。

1.拔掉电源插头

4.打开所有热水龙头

机器排水后注意事项5.旋松过滤网、泄压阀组件

3.关闭进水阀门

室内防冻型热水器带有自动电加热装置，能有效防止解冻，但请注意：

热水器积水结冰后，打开出水阀无水流出，请等其自然解冻，待有水流出后，仔细检查进、出水管路有无漏水，确

的损坏不属于保修范围。

定无漏水后，请按正确操作方法使用，热水器内积水结冰解冻时，若使用热水器会造成损坏，因解冻而造成热水器

从热水器的安装场所到排烟管的前端排烟管口的距离必

须在规定的距离范围之内。

本热水器使用随机附带的排烟管，排烟效果最佳；本排

烟管为燃气热水器专用，请不要改变其结构及形状。

前端排气口一定要露在室外。

前端排气口按1/50的斜度向上倾斜安装。

排烟管延长时请按水平向上1/50斜度方向安装。

前端排烟口附近请勿放置危险物品。



LJSQ28-Ci8
天然气

0.02-0.6 MPa 
28 kW

16 kg/min
2.0 kPa

AC220V/50Hz
36 W

Ariston Thermo (China) Co.,Ltd.

产品名称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

型    号

燃气种类

适用水压

额定热负荷

额定产热水能力

额定燃气压力

额 定 电 压

额定电功率

阿里斯顿热能产品（中国）有限公司

00 00 0000 000 

产品铭牌示意图

※ 详细技术参数见规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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