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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顾客：

非常感谢您选购我们阿里斯顿的燃气采暖热水炉（以下

简称热水炉）。

我们承诺已向您提供了一个技术合格的产品。

本手册用于告知您关于正确安装、使用和保养的方法和

各种建议。

请您妥善保存本手册，以备以后查阅。

我们的地区技术服务中心将随时为您提供服务。

在中国市场销售的热水炉的数据和操作以中文技术说明书为准

本产品执行以下中国产品标准：

GB25034  燃气采暖热水炉

GB20665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炉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产品标准

产品寿命

依据GB17905相关规定，采暖热水炉从出售之日起，使用天然气的

采暖热水炉的使用年限为8年，为了保证您的舒适安全使用，请

严格遵守。 

处理和回收热水炉

我们的热水炉设计制造成大部分组件为可回收材料

热水炉和它的附件必须尽可能地充分处理、材料分类。

热水炉运输的包装必须有安装工或经销商处理。

注意!!

热水炉和附件的回收和处理必须按照法规要求执行。

热水炉第一次点火应由制造商指定的工作人员实

施。包修期根据发票购机日期开始计算，具体包

在核实了热水炉已正确安装并进行第一次点火之

后，您的热水炉才能正式使用。

至于对燃气回路、水路以及电气回路的维修，请

与当地指定的技术服务中心联系。

保  修

修政策请参考保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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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进行打开热水炉的相关操作。

带电部件的电击。

由于原价过热导致烫伤引起的人身伤害，或由于尖锐边缘

或突出部分导致受伤。

不要进行把热水炉从原安装处移到别处的操作。

带电部件的电击。

由于管道断开漏水而导致浸水。

由于管道断开的煤气泄露而导致爆炸、着火或中毒。

不得损坏电源线。

带电未绝缘电线的电击。

不得在热水炉的顶部放置任何东西。

由于物件从热水炉上掉下来导致人身伤害。

由于振动导致物件落下从而损坏热水炉或热水炉下面的物件。

不得攀爬热水炉

由于热水炉掉落而导致人身伤害。

由于热水炉从安装处掉落而导致对热水炉或任何下面的物件

造成损坏。

清洁热水炉时，不要攀爬椅子、凳子、梯子或不稳定的支架。

由于从高处或缺口处（梯子突然闭合）掉落导致人身伤害。

在清洁热水炉时需关闭热水炉并断开外部电源开关。

带电部件的电击。

不得使用杀虫剂、腐蚀性的清洁剂或有毒产品来清洁热水炉。

对塑料盒喷漆部件的损坏。

不得把热水炉用于非家庭使用之外的其它目的。

由于运行过载而导致热水炉的损坏。

由于处理不当而导致热水炉的损坏。

不允许儿童或没有经验的人员操作该热水炉

由于不当操作导致热水炉损坏。

如果你发觉到燃烧的味道或有烟雾从机器冒出来，切断热水炉

与电源的连接，关闭煤气总阀门，打开所有窗户并寻求帮助。

由于吸入燃烧产生的烟雾或煤气中毒导致的人身伤害。

如果有浓烈的煤气味道，关闭煤气总阀门，打开窗户并寻求帮助。

爆炸、着火或中毒。

8岁以上儿童，身体、知觉和精神有缺陷的人或缺乏经验的人，在给

予产品使用方面的指导和监督下，以一个安全的方式并充分理解涉及

的危害时，可以使用本产品。

儿童禁止玩耍本产品。

儿童禁止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清洁和维护本产品。

安全守则

关键符号

不遵守本警告会有人身伤害的危险，在某
些情况下甚至是致命的。

不遵守本警告会有损坏的风险，在某些情
况对财产、动植物甚至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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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手册和安装与维护手册同为产品

完整、必不可少的部分。请妥善保管

说明书；当将热水炉转交到其他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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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热水炉的安装、初次调试点火、维修保

养等工作必须遵照厂家提供的说明并由

厂家认可的有资质的人员进行操作。不

正确的安装或使用可能造成人员、动物

以及财产的危害。制造商不对由此原因

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

本热水炉为提供生活热水和供暖而设计。

应当把热水炉连接到适合于其性能和功率的生活热水系统和供暖

系统。

严禁使用与规定不同的场所。制造商不对出自不恰当、错误和不

合理使用引起的损坏负责。

应当遵照现行的行业及相关标准、制造商所提供的要求而实施安

装、保养及其它任何操作。

制造商不对由于错误安装引起的人员、动物以及财产的损害负责。

任何对排烟管道或进气管道的维修和操作，必须通过断开外部开

关而切断电源，同时关闭气阀。

当完成操作时，专业技术人员检查管道和热水炉的性能。

如果热水炉长时间不用，则建议关闭电源和燃气阀门。当可能遇

到低温时，应将热水炉和管道系统内的水全部排空，以防冻坏。

当永久不使用热水炉，确保让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执行。

清洁热水炉的外部零件时需关闭热水炉并断开外部电源开关。

儿童或无经验的人员不得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使用热水炉。 

注意：

热水炉的安装、气种转换和调节应由ARISTON认可的专业人员进行；

对热水炉的启动和停机操作请参阅说明书；

用户应遵守说明书上提醒的警告事项；

正常使用、清洁及日常维护请参阅说明书；

热水炉锁定装置不应随意调节；

应由专业人员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

用户不要直接接触观火窗表面以免烫伤；

防冻功能需要在通电通气待机状态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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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控制面板

图例
1：电源开关和运行模式选择键；
2：生活热水温度调节键+/-；                      
3：显示屏；
4：供暖温度调节键+/-；                          
5：复位键。

显示屏

数字标识: 

- 设置温度

- 菜单设置 

- 错误代码指示

复位需求 

技术援助需求

检测到火焰

供暖操作设置

供暖操作运行

生活热水操作设置

生活热水操作运行

防冻功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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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模式选择

使用按键“1”来选择所需的运行模式。

运行模式 显示

供暖和生活热水

冬季

仅提供生活热水 

夏季

燃烧器的点火通过显示屏上的图标    来指示。

按控制面板上的开关键“1”打开锅炉，显示屏显示：  

.

初始操作程序

点火程序

供暖温度调节

可以通过按键4 +/- 来调节供暖温度。

温度设定值从35°C到82°C（高温）。  

之前设定的值将在显示屏上闪烁。

生活热水温度调节

可以通过键2 +/- 来调节生活热水温度。 

温度设定值从36°C到60°C 。. 

之前设定的值将在显示屏上闪烁。

关闭供暖

按按键1，关闭供暖，供暖模式标志    从显示屏消失。该按键

保持生活热水功能激活或使机器处于待机模式。

如下图，热水炉仅保留生活热水功能，显示生活热水的设定温度。 

关闭热水炉

按开关键来关闭热水炉，显示屏将显示OFF。

防冻功能已经激活。

注意！！

要完全关闭热水炉，请断开外部电源开关，关闭燃气阀。

数字指示：

- 当无热需求时，仅有运行模式

- 供暖模式下的出水温度

- 生活热水模式下的热水温度

如果热水炉安装在公寓里，确保遵守与进风口和室内通风相关的
现行条款和法规。

如果压力下降非常频繁，系统中可能有一个点漏水。如果确实如

此，联系供暖系统安装人员来检查。

检查水压表的水压，确保系统冷态时在0.6～1.5bar之间。如果水

压低于最小值，打开热水炉下方的阀门给系统重新注水。



/ 7  

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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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环不足

1 04

1 05

1 06

1 07

1 08 水压不足（需要注水）

3 05 PCB 故障 

3 06 PCB 故障 

3 07 PCB 故障 

气种转换

我们的热水炉设计为使用天然气，如果您需要使用液化石油气，

必须联系我们授权的服务中心咨询气源转换服务。

维护

热水炉关闭状态

水压不足而安全关闭

安全关闭

通过PCB的内部检查，热水炉能够防止失灵，如有必要，能使热

水炉停止运行。如果热水炉以这种方式关闭，一个代码会出现

在控制面板显示屏上，表示关闭的类型和背后的原因。

两种关闭类型可能会发生：

这类错误是“易失的”，意味着导致关

闭的问题一但消失热水炉就自动重启。

显示屏上闪烁“Err”和错误代码

（如 Err/110），并出现符号    

-查看错误表。

事实上，关闭的原因一消失，热水炉就再次启动，继续正常运行。

如果热水炉因为安全原因关闭，可以使用控制面板上的开关键来

重新启动机器，尝试恢复正常运行。

如果热水炉仍然指示一个安全关闭，关闭热水炉。确保外部电气

开关和气阀关闭，并联系合格的技术人员。 

如果供暖回路的水压不够，热水炉将执

行一个安全关闭。因为水压不足，显示

屏闪烁“Err”和错误代码（Err/108）

-查看错误表。

如果压力下降非常频繁，系统中可能有一个点漏水。如果确实如

此，联系供暖系统安装人员。

检查水压表的水压，确保系统冷态时在0.6～1.5bar之间。如果水

压低于最小值，打开热水炉下方的阀门给系统重新注水。

这类错误是“非易失的”，意味着不会自动移除。

这种情况下热水炉不会自动重启，但是可以按      键来复位。

如果在几次尝试复位后问题再次出现，联系合格的技术人员。

操作关闭

显示屏闪烁Err和错误代码（如Err/501）,并出现符号

重要

如果这种关闭频繁出现，请联系授权的服务中心提供帮助。出于

安全原因，热水炉允许在15分钟内最多实行5次复位操作(单独按

复位键     )。

如果关闭是偶然现象或是个别现象，这就不是大问题。

防冻功能

防冻功能依靠供暖温度传感器的测温来执行，独立于其它调节，

该功能需要有电源提供。

如果供暖主循环出水温度降到8℃以下，水泵将会运行2分钟。

在2分钟的循环（固定的）过后，热水炉将检查如下内容：

a）如果供暖出水温度大于8℃，水泵将停止运行；

b）如果供暖出水温度在4-8℃，水泵将在运行2分钟；

c）如果供暖出水温度小于4℃，燃烧器将会以最小功率点火（供

暖位置），直到温度达到33℃，燃烧器将会熄灭而水泵将继续运

行2分钟。

防冻功能的激活通过显示屏上的符号    来指示。

防冻功能仅当具备以下条件时激活（热水炉正确运行）：

- 系统压力正确；

- 热水炉接通电源；

- 有燃气供应。       

和专业人员确定一个年度维修计划。

正确的维护将节省热水炉的运行成本。



全国客服热线：4008-32-32-32

ITALIA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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