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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用戶： 

為了使您能更好更安全地使用本產品，請您在安裝和使用前

仔細閱讀本說明書，並著重關注使用和維護時的各種注意事項，同

時妥善保管，以便需要時查閱。空調熱泵熱水器是一種專業性較強

的家用電器，安裝不當可能造成損壞，故相應的安裝和維修工作需

由專業人員完成，屆時請用戶與本公司特約、委託的當地安裝代理

維修服務部門聯繫，安裝之前請仔細閱讀本說明書的安裝說明部

分，並按照提示進行安裝及使用。 

★★★★    特別敬告：特別敬告：特別敬告：特別敬告：    

1. 首次使用，必須先將保溫桶加滿水後，方可接通電源。 

2. 電源線損壞時，必須使用專用電源線，並由專業維修人員更

換。 

3. 電源插座的額定電源值與所選購的空調熱泵熱水器相匹配。 

4. 必須有良好的接地線。 

5. 必須安裝安全漏電保護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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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產品整套配件清單本產品整套配件清單本產品整套配件清單本產品整套配件清單    

 

 

 

 

 

 

一、一、一、一、    空調熱泵熱水器（冷媒循環）原理圖空調熱泵熱水器（冷媒循環）原理圖空調熱泵熱水器（冷媒循環）原理圖空調熱泵熱水器（冷媒循環）原理圖                                                        

 

原理簡述原理簡述原理簡述原理簡述                                                                                                            

將製冷循環中冷媒冷凝過程釋放的熱量利用熱交換器加熱熱水，利用系

統管路間的切換，使其功能上能提供空調獨立製冷、供暖及獨立製熱水的條

件，兩者可同時使用，不受相互限制，達到一機多用減少設備重覆及節能整

合的目的。春、夏、秋三季在空調製冷模式下所加熱的熱水是免費的；冬天

在空調供暖及熱水製熱時的能源費用也是一般電暖爐及熱水器的 1/3~1/4。 

室外機：控制操作彩色顯示面板一個，Y 型過濾器一個，安裝

使用說明書一本。 

保溫桶：選用附件。 

室內機：空調遙控器一個(含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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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特點及經濟性能特點及經濟性能特點及經濟性能特點及經濟性能                                            

熱泵熱水系統特點：可從空氣中獲得太陽的能量，所消耗的少許電能並

非用於電熱絲(電阻式)發熱而是用於運轉壓縮機來搬運空氣中現成的熱能，

因此消耗相同的電量時，它能搬運產生的熱量是電熱水器的 4 倍以上，可為

用戶節省大筆的電費。而且它不受陰雨等惡劣天氣的影響，一天 24小時能全

天候使用，彌補了一般太陽能熱水器受天氣影響，不能保證一年 365 天隨時

供應熱水的缺陷。是目前全世界最先進的綠色環保安全節能的熱水系統。 

空調特點：由於散熱源的增加，能比傳統空調擁有更高的效率。 

當熱水加熱及空調冷氣同時使用時，一份的能源可獲兩份的收益，達到

最佳的家庭節能整合的效果。 

三、三、三、三、    按鍵說明按鍵說明按鍵說明按鍵說明    

1、 ON/OFF：開關主機功能。 

2、 供水鍵：未用。 

3、 水溫“▲/▼”鍵：可將熱水 

水溫設置在 18 度至 60 度。 

4、 參數“▲/▼”鍵：可將各種 

參數進行上下設定。 

5、 功能鍵：選擇各項功能表功能進行設定。 

6、 確認鍵：進入功能設定時確定進入某項功能或退出功能設定

時確定退出某項功能。 

7、 時段鍵：24 小時內可設定三種不同時段的預約定時設定。 

8、 定時鍵：操作設定冷氣回收冷氣回收冷氣回收冷氣回收功能及定時開或關。 

冷氣冷氣冷氣冷氣自動自動自動自動回收功能：回收功能：回收功能：回收功能：鑫威利熱泵鑫威利熱泵鑫威利熱泵鑫威利熱泵全新功能，發揮最大節能整合效果。全新功能，發揮最大節能整合效果。全新功能，發揮最大節能整合效果。全新功能，發揮最大節能整合效果。    

開機狀態長按“定時”鍵五秒可切換室內機排冷吸熱(面板閃動顯

示空調製冷)或切換回正常由主機排冷吸熱(面板不顯示空調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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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操作說明：四、操作說明：四、操作說明：四、操作說明：    

◆ 開機和關機開機和關機開機和關機開機和關機    

  在通電有效情況下，按下“ON/O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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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霜功能時

要在開機的情況下才有效。 

◆ 熱水水溫設定：熱水水溫設定：熱水水溫設定：熱水水溫設定：    

   在開機情況下，可對熱水水溫進行調節，調節水溫只需按

“水溫▲/▼”鍵即可調節至您所需水溫，水溫可在 18-60℃範

圍內隨意調節，設定水溫後，按確認鍵恢復當前設置狀態，不操

作控制板時，10 秒鐘後自動恢復當前狀態。 

◆ 熱水恆溫控制熱水恆溫控制熱水恆溫控制熱水恆溫控制    溫差啟動設定功能：溫差啟動設定功能：溫差啟動設定功能：溫差啟動設定功能：    

在關機狀態下，按一下“參數▲”鍵，選擇 01 項（時鐘區），

顯示溫差值(出廠預設值為 5 度)，按“確認”鍵進入溫差設定，按

“參數▲/▼”鍵設置，最小數值為 2度，最大為 10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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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確認鍵退出參數查詢功能或停止操作10秒後自動退出參數查詢

功能），溫度顯示區顯示“參數名稱”資料，時鐘區“顯示標號”，

共 11 項資料。如下表： 

參數名稱 顯示標號              備註 

可恢復故障碼 01 正常工作下顯示“28”，除霜時顯示“40”有

可恢復故障時顯示代碼,見表 1 

蒸發器盤管溫度值 05 除霜溫度檢測點 

壓縮機排氣溫度值 08 檢測壓縮機排氣溫度 

熱泵熱水溫度值 09 顯示熱水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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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表功能選擇：功能表功能選擇：功能表功能選擇：功能表功能選擇： 

   按“功能”鍵，可進行時鐘、定時開/關主機、除霜參數要求、

功能表功能選擇。要進行功能選擇時，須在開機狀態開機狀態開機狀態開機狀態下將“功能”

鍵長按長按長按長按 5555 秒秒秒秒才能進入功能選擇 ，確定選取功能完成後長按確認鍵 3

秒退出功能選擇，不再操作控制板時，10 秒鐘後自動退出功能選擇。 

1111、、、、    時鐘功能設定：時鐘功能設定：時鐘功能設定：時鐘功能設定：(按“功能”鍵持續 5秒+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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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顯示幕時鐘顯示閃動，可對小時數進行調

整，按住“參數▲/▼”鍵，小時數可上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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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主機定時設定：、主機定時設定：、主機定時設定：、主機定時設定：(“功能”鍵持續 5秒+2 次) 

  （1）、長按“功能”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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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機定時可設 3組時段，進入(1)功能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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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時段的定時開、關有效時，顯示幕定時開/關圖示亮。 

  （3）、定時開/關設定及取消： 

a.按一下“定時”鍵，定時開圖示閃動，同時時鐘區時間閃動，

按“參數▲/▼”鍵，可調整定時時間（設定單位為 30 分鐘），再按

“確認”鍵，定時開的時間設定完成。 

  b.按二下“定時”鍵，定時關閃動，設定方法與定時開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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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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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除霜功能設定：、除霜功能設定：、除霜功能設定：、除霜功能設定：(“功能”鍵持續 5秒+6 次) 

  （1）、長按“功能”鍵，進入功能選擇後，按六下“功能”鍵，

顯示幕“除霜”圖示閃動，時鐘區顯示“01”進入化霜功能設定。 

（2）、按“參數▲/▼”鍵可選 01—04 項。 

（3）、按“確認”鍵後，按“參數▲/▼””鍵可調整如下對應的

除霜參數。 

 

參數 

名稱 

顯示 

標號 

預設值 單位 最大值 最小值 設定單位 

除霜啟

動溫度 
01 -3℃ ℃ -1℃ -9℃ 1℃ 

除霜結

束溫度 
02 12℃ ℃ 25℃ 5℃ 1℃ 

除霜間

隔時間 
03 45 分 90 分鐘 10 分鐘 1 分鐘 

除霜執

行時間 
04 10 分 18 分鐘 5 分鐘 1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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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代碼表故障代碼表故障代碼表故障代碼表    

 

註：有故障保護時，顯示故障代碼並閃爍報警。 
●提示與說明：提示與說明：提示與說明：提示與說明： 

� 時間設置，定時開關機設置在機組長期不用切斷總電源的情

況下，有可能失效（因需靠電池保持記憶）。 
� 循環水泵是指將保溫桶內的水抽進主機中（或指安裝在主機

內）的水泵，不同於加壓水泵。 

序號 故障代碼 故障名稱 

1 00E 電源缺、錯相保護(三相電源系統) 

2 01E 水流故障(開關斷開時保護) 

3 02E 出水溫度過熱保護 

4 03E 高壓開關故障(開關斷開時保護) 

5 04E 低壓開關故障(開關斷開時保護) 

6 05E 排氣溫度過高 

7 06E 排氣溫度過高(雙系統_2 號系統) 

8 07E 高壓開關故障(雙系統_2 號系統) 

9 08E 低壓開關故障(雙系統_2 號系統) 

10 09E 通訊錯誤(面板接收不到主機板資料) 

11 10E 蒸發器盤管感測器故障(雙系統_2 號系統) 

12 11E 蒸發器盤管溫度感知器故障（斷路或短路） 

13 12E 環境溫度感知器故障（斷路或短路） 

14 13E 出水溫度感知器故障（斷路或短路） 

15 14E 排氣溫度感知器故障（斷路或短路） 

16 15E 熱水溫度感知器故障（斷路或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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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空調遙控器功能介紹五、空調遙控器功能介紹五、空調遙控器功能介紹五、空調遙控器功能介紹                                            

★ 遙控器按鍵說明遙控器按鍵說明遙控器按鍵說明遙控器按鍵說明 

 
★ 顯示符號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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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節能方案                

� 在空調製冷時開啟熱水製熱,這時產生的熱水是完全免費的。 

� 單製熱水時，在上午 10點至下午 5點開機製熱水，因為環境溫度最高，

室外機能夠吸取的熱量多，能效比最大。 

� 離峰用電，即在夜間電費低時開機製熱水。 

提醒與說明                  

1. 熱泵主機製熱水溫度出廠前已設定在 55℃，過高水溫可能會影響機組能   

效比（C.O.P 值）。 

2. 水溫達到設定溫度主機自動停止工作，若水溫下降至設定溫度（2-10℃視

設定範圍）以下時熱泵將自動啟動，使水溫保持在設定水溫。 

3. 保溫桶內不得缺水運行。 

4. 空調可任意使用所有功能，模式切換時壓縮機停 3分鐘為正常保護程式。 

5. 長期不使用時，可關閉控制器開關並關掉總電源，此時定時開關裝置有內

建電池可記憶保持原來的設定。 

六、安裝說明六、安裝說明六、安裝說明六、安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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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示意圖                 

★ 主機的安裝 
1. 熱泵主機可安裝在外牆、屋頂、陽臺、地面上。出風口應避開迎風方向。 

2. 主機與儲水桶之間以循環用 2條保溫水管連接。 

3. 主機與四周牆壁或其它遮擋物之間距離不能太小。 

4. 裝置雨棚保護熱泵以防止風吹日曬時，應注意保證主機蒸發器鰭片的吸

熱散熱氣流不受阻礙。 

5. 主機應安裝在基礎堅實的地方，並確保直立安裝，並用螺栓固定。 

6. 控制台不要安裝於浴室，以免因濕氣損壞影響正常工作。 

★ 空調室內機的安裝 

1.  安裝要求 

（1）避免太陽直射在機組上，遠離熱源； 

（2）內機的進、出風口處，不應置障礙物。 

室內機與室外機之間連接銅管的長度應不得大於 15 米，大於 5 米時應適

量依長度比例補充冷媒量。  

測量室內機、室外主機之間高度差。內、外機之間高度差距離應小於 5米，

超過則會降低產品的熱交換功率，增大壓縮機負荷，引起超載運轉。 

2． 安裝  

1） 根據上述的原則確定內機位置後，即可水平安裝好室內機壁掛板，務

必要保持水準，否則排水不順暢將引起冷凝水堆積或洩漏。 

2） 在掛板下側適當位置的牆上鑽一個Ф70mm 的管道孔並應略向外下側傾

斜。 

3） 取掉室內機粗細連接管上的封頭蓋帽。 

4） 取掉粗細連接管一端上的封頭螺塞，在粗細連接管上的介面上滴上幾

滴冷凍油，分別旋到室內機粗細連接管上的接頭上，用兩個扳手用力

旋緊。 

5） 將波紋排水管與室內排水管連接，確保連接確實不漏水。 

6） 將電纜與室內機連接，並與粗細連接銅管及排水管用塑膠纏帶包紮

好，穿過打好的管道孔，兩邊套上穿牆管護套。 

注意：排水管必須放在最下層，以便排水暢通。注意：排水管必須放在最下層，以便排水暢通。注意：排水管必須放在最下層，以便排水暢通。注意：排水管必須放在最下層，以便排水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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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旋下主機空調組閥門空調組閥門空調組閥門空調組閥門的二通截止閥和三通閥的封頭蓋帽，同時取下粗

細連接管另一端的封頭螺塞，在接頭螺母滴上幾滴冷凍油，分別旋到三通

截止閥和二通截止閥粗細的連接管的管口上，用扳手用力旋緊。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查看管道是否有彎癟現象；檢查兩端喇叭口是否有裂痕，如有裂痕，應重

新擴口，否則會洩漏；檢查控制線是否有短路、斷路現象，在確定管路、

控制線、出水管是否良好；穿牆時應兩人分別在內、外配合緩慢穿出，避

免拉傷。  

★ 貯水桶的安裝 

1. 貯水桶可隨熱泵室外機安裝在室外，如陽臺、屋頂、地面，亦可安裝在

室內。貯水桶必須坐地式安裝，安裝場合基礎堅實，必須承受到 500kg

的重量，不可掛在牆壁上。 

2. 貯水桶循環進出水，以及自來水進水管和熱水出水管上需裝有閥門開關。 

3. 將水溫探測頭插入水桶感溫口內，並固定好。 

4. 貯水桶的循環加熱水管安裝時應檢查進出水口是否完好, 旋緊螺母時必

須包上防漏纏帶，同時使用兩個扳手以對向方式鎖緊，避免損壞室外主

機及水桶的進出水口螺牙。 

5. 連接完成後將管道內空氣排除，未排除則水泵無法循環水加熱迴路。 

水路連接                        

1. 將出水介面用 PP-R 管按圖與貯水桶相接，並用防漏纏帶密封。 

2. 將逆止閥的一端與自來水管相連，另一端與貯水桶進水口接管相連。 

3. 注滿水：打開自來水進水閥，打開熱水管中出水龍頭。開始注水，直至

出水龍頭有水溢出時方為注滿，關閉出水龍頭。貯水檢漏，確保不漏水

即可。 

 

 

    

    

★★★★    抽出冷媒連接管內空氣及打開冷媒截止閥抽出冷媒連接管內空氣及打開冷媒截止閥抽出冷媒連接管內空氣及打開冷媒截止閥抽出冷媒連接管內空氣及打開冷媒截止閥    

含有水份的空氣進入系統會引起壓縮機工作不正常。含有水份的空氣進入系統會引起壓縮機工作不正常。含有水份的空氣進入系統會引起壓縮機工作不正常。含有水份的空氣進入系統會引起壓縮機工作不正常。    

注意：第一次使用，插電源前必須確保貯水箱中水已注滿。注意：第一次使用，插電源前必須確保貯水箱中水已注滿。注意：第一次使用，插電源前必須確保貯水箱中水已注滿。注意：第一次使用，插電源前必須確保貯水箱中水已注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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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室內機有一組高低壓閥門，抽真空必須分兩次進行。空調室內機有一組高低壓閥門，抽真空必須分兩次進行。空調室內機有一組高低壓閥門，抽真空必須分兩次進行。空調室內機有一組高低壓閥門，抽真空必須分兩次進行。    

1. 從二通截止閥和三通截止閥 

調節口上拆下蓋帽。 

2. 將真空泵介面接到注液口。 

3. 為確保真空度合格，抽空時 

    間 2 次各不得少於 15分鐘。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嚴禁使用冷媒排空方式，R410a 為混合的環保高效冷媒，管路內不得有

任何濕氣及雜質，否則將導致冷凍油變質導致壓縮機機件損壞。 

4. 抽真空完成後，用內六角扳手沿逆時針方向轉動兩個截止閥的閥芯至完

全打開！重新蓋好所有蓋帽並旋緊。 

5. 檢漏：用肥皂水檢查各管子連接處及各蓋帽口，是否有洩漏，若有，須

用扳手旋緊至不漏，絕對不允許有洩漏現象。 

注意：儘量不要彎曲銅管，即使扭曲也要避免銅管折癟或折裂！注意：儘量不要彎曲銅管，即使扭曲也要避免銅管折癟或折裂！注意：儘量不要彎曲銅管，即使扭曲也要避免銅管折癟或折裂！注意：儘量不要彎曲銅管，即使扭曲也要避免銅管折癟或折裂！ 

電氣的連接                     

1．所配插座必須可靠接地。 

2．所配電源插座容量應符合不同型號主機的電流功率要求。 

3．將水溫感知器裝進水桶上的感溫頭管座內，並加以固定。 

七、非故障現象七、非故障現象七、非故障現象七、非故障現象                                                                    

1．壓縮機保護程式功能：壓縮機停機 3分鐘後才啟動。 

2．熱泵主機有冷凝水排出。 

3．熱泵的運轉噪音：當熱泵運行時，可能會聽到較低的流水聲或“嘶嘶聲”，

這是冷媒流動時的聲音。 

4．在貯水桶內超壓時安全閥會排出少量水來洩壓是正常現象用戶不必擔心。 

5．環境溫度過高時，風扇停為非故障現象。 

6．在空調製熱 + 熱水製熱時，系統安排熱水優先，如果室內機無暖氣是因

為熱量已加於水中，此屬正常現象。待熱水加熱完成後暖氣會恢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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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電器接線圖八、電器接線圖八、電器接線圖八、電器接線圖                                                                    

 

注意：以上電器接線圖僅供參考，請以機上貼的接線圖為准。 

本使用說明書的文字解釋權歸本公司，如有更改不另行通知。 

產品條碼標籤： 

 

 

 

 

 

 

 

如您所用的熱水器有異常情況，不能正常使用時，請按說明書上介紹進行基

本檢查，如未能正常運轉或有不明之處，請勿自行處理，應與銷售店或就近

與本公司指定的特約維修部聯繫，亦可直接與本公司聯繫，謝謝！ 

售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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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鑫鑫鑫鑫鑫鑫鑫鑫鑫鑫鑫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泵泵泵泵泵泵泵泵泵泵泵泵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證證證證證證證證證證證證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經銷通路用) 

1. 保固期間自顧客購買安裝完工日為計算起點，為期二年的保固期限(永

久保修)，為保障您的權益，購買時須經銷商簽章及撥打總公司服務電

話 02-23787796 登載以茲證明。若無簽章及登載以機器出廠日為準。 

2. 產品二年保固期間：提供（零件、檢修工資）免費到府保固服務。 

3. 壓縮機本體之保固期限為三年。 

4. 本公司產品保固範圍限於熱泵機組本體，其他附件如貯水桶、水電施

工、增壓水泵等非本公司生產之部份，不適用本保固規範。 

5. 二年免費到府檢修限於台灣本島，離島及偏遠地區除外。 

6. 保固範圍指正常狀況下無法使用，以及製造、材質、組裝上的瑕疵，

概屬保固範圍內；若因外來因素如撞擊、泡水、電擊、火災及未依安

裝環境標準要求或供電不穩而造成之損壞不適用本保固範圍。 

7. 維修後更換的零件依主機保固期限繼續保固服務。 

8. 無簽章及登載者，依原廠出貨日起提供一年保固服務。 

9. 未出示本保固卡者，原廠提供一年零件保固，並酌收工本費。 

10. 專案機種所簽訂之共同契約保固條款不適用於本保固卡。 

 

機    型  

購買日期  

維修記錄  

經經經經    

銷銷銷銷    

商商商商    

簽簽簽簽    

章章章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