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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氣氣氣氣氣氣氣氣氣氣氣氣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泵泵泵泵泵泵泵泵泵泵泵泵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   

    

    空氣源熱泵是採用「逆卡諾循環原理」，利用製冷劑在壓縮機的作用下循環工

作，不斷地從蒸發器中蒸發而吸收空氣中的熱能，同時又不斷地由冷凝器中冷凝釋

放熱量，從而使流經冷凝器的冷水升溫．由於整個系統只需壓縮機轉動而使製冷劑

循環工作，最大程度地減少了製熱所需的用電量，達到高效、節能的目的。 

   熱泵的工作環境溫度越高，所吸收的熱量越多,而釋放的熱量也就越多;反之，工

作環境溫度越低，所吸收的熱量越少,而釋放的熱量也就越少。 

   以額定製熱量與電加熱相比：消耗相等的電能，空氣能熱泵製熱產生的熱量相當

於一般電加熱器的 3～5 倍左右。 

 

原理簡圖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產產產產產產產產產產產產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技術術術術術術術術術術術術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   

   
型    號 RB-4K108 RB-6K168 RB-4KCG RB-8KCG 

型    式 承壓一體式 承壓分離式 

使用電壓 單相 220V/60Hz 

額定耗電量(度/時) 0.95 1.36 0.95 2 

KW/hr 4KW 6KW 4KW 8.6KW 

Kcal/hr 3,440  5,160  3,440  7,396  
額定                   

加熱能力 
BTU/hr 13,760  20,640  13,760  29,584  

額定溫度(°C) 55 55 55 55 

溫升 35°C 製熱水量 98 L/hr 147 L/hr 98 L/hr 211 L/hr 

容量(L) 100 150 300/400/500 500 公升/以上 

型式 密閉承壓式 保溫桶 

內桶材質 SUS316 不鏽鋼 SUS304 不鏽鋼 

型式 全密閉渦捲式 
壓縮機 

製冷劑 R410A 

額定工作電流(A) 4.5 6.3 4.5 9.3 

除霜機制 四通閥除霜 

水側 SUS316 不鏽鋼管 熱交換器         

材質 冷媒側 SUS316 不鏽鋼管 

空氣側 炫金鰭片 蒸發器          

材質 冷媒側 耐壓銅管 

水側接口尺寸 4 分(DN16) 6 分(DN20) 6 分(DN20) 6 分(DN20) 

噪音 52dB(A) 54dB(A) 52dB(A) 53dB(A) 

框架結構 不鏽鋼＋鋁擠型 SUS304 不鏽鋼 

尺寸-長/寬高(mm) 880*390*980 630*530*1590 850*440*600 960*370*810 

重量(公斤) 81 93 32 68 

出風方向 頂出風 側出風 

安裝方式 壁掛式 落地式 壁掛式 壁掛/落地 

   
注1. 由於機型的不斷更新，本公司保留修改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以各機型銘牌 

     為準。                        

注2. 上表技術參數是以乾球溫度 20℃，濕球溫度 15℃的工作環境下，進水溫度為    

     15℃，出水溫度 55℃下測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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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   

   

   

   

   
 

 

 

 

 

 

 

 

 

 

 

 



   控制面板通電後，蜂鳴器長鳴一聲，顯示器顯示，背光微亮，此時觸摸按鍵被

鎖定，觸摸任何按鍵均無效。 

出水圖示亮：數字顯示器表示出水溫度。 

水溫圖示亮：數字顯示器表示水箱內溫度。 

    自動模式圖示亮：表示控制器一直工作。 

    經濟模式圖示亮：表示控制器定時設置效，控制器按定時設置模式運行。 

    鎖符號：螢幕解鎖時無此符號，螢幕鎖住時顯示此符號。 

    定時開圖示亮：表示定時開設置有效。 

    定時關圖示亮：表示定時關設置有效。 

    時鐘圖示亮：關機狀態下和當前時間設置時顯示。 

    查詢圖示亮：參數查詢時顯示。 

    設置圖示亮：參數設置時顯示。 

    88：88 數字區：為功能設定及查詢時顯示功能參數，故障時閃爍故障代碼 

                   數值，待機狀態下顯示當前時間。 

    

222222222222............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板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操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            

                                                操作鍵操作鍵操作鍵操作鍵：：：：開關/解鎖鍵--加鍵--減鍵--模式--自動 

                螢幕解鎖螢幕解鎖螢幕解鎖螢幕解鎖：：：：觸摸“開關/解鎖”鍵約 3秒鐘，當聽到“嘟”聲後移開手指，此時 

                                                        背光高亮，按鍵解鎖，無鎖鍵符號(任何狀態下 60 秒鐘無按鍵操作， 

              按鍵會自動被鎖定，顯示鎖鍵符號，顯示幕背光低亮)。 

                開關機開關機開關機開關機：：：：解鎖狀態下按“開關/解鎖”鍵3秒開機狀態下關機，關機狀態下開機 

                                            （面板關機狀態只顯示時鐘和鎖鍵符號）。 

    加鍵加鍵加鍵加鍵：：：：解鎖狀態下，按一下 ＋，設定溫度圖示亮，液晶螢幕顯示升高一度。  

      與模式鍵組合，形成不同功能。 



    減鍵減鍵減鍵減鍵：：：：解鎖狀態下，按一下 －，設定溫度圖示亮，液晶螢幕顯示降低一度； 

        運行狀態下，按住10秒後鬆手，進入強制除霜功能。與模式鍵組合，形

成不同功能。  

模式鍵模式鍵模式鍵模式鍵：解鎖狀態下觸摸“模式”鍵 3 秒，”強力、智能、節能”三個模式選擇。 

            與加減鍵組合，形成不同功能。 

    自動鍵自動鍵自動鍵自動鍵：：：：解鎖狀態下觸摸“自動”鍵3秒，進入功能轉換，觸摸一下進入定時運  

          行有效，顯示“經濟”，再觸摸一下定時取消，“經濟”不顯示，顯示 

          “自動”。 “自動”圖示亮時表示全天候運行；“經濟”圖示亮時表示定時 

            運行。與模式鍵組合，形成不同功能。 

                模式選擇模式選擇模式選擇模式選擇：解鎖狀態下按“模式”鍵 3秒，“強力運行→智能運行→節能運行”  

                                                    依次循環。 

       “強力運行”模式：熱泵和電能加熱同時運行的模式， 

       “智能運行”模式：主要是熱泵運行，只有當環境溫 P6設定時電能加熱才 

                        啟動運行的模式。 

       “節能運行”模式：只有熱泵運行的模式。 

 

                溫度設定溫度設定溫度設定溫度設定：：：：解鎖狀態下，相應模式下，按一下 ＋ 鍵，對應的數字顯示器閃爍 

            顯示，再按一下 ＋ 鍵，數字顯示器升高一度；按一下 － 鍵，數字 

            顯示器降低一度。設定溫度和熱水溫度是分開顯示的。 

                參數查詢參數查詢參數查詢參數查詢：：：：解鎖狀態下同時觸摸“模式”和“＋”鍵 3秒，進入參數查詢，按 

                                                    “＋ －”鍵可查詢各式參數。 



     參數設定參數設定參數設定參數設定：：：：解鎖狀態下同時觸摸“模式”和“－”鍵 10秒，進入參數設置， 

                                                        四位數字顯示器的上方數字顯示參數代碼，下方數字顯示參數值， 

             此時按“＋ －”鍵可以設定當前的參數數值，參數設置好後，觸摸 

            “模式”鍵，則進入到下一個參數的設置，直到所有參數設置完後退 

             出設置方式。  

     手動除霜手動除霜手動除霜手動除霜：：：：解鎖狀態下，運行狀態下長按 10秒“－”鍵，進入強制除霜功能。 

    定時的進入與取定時的進入與取定時的進入與取定時的進入與取消消消消：：：：解鎖狀態下觸摸“自動”鍵 3 秒，進入功能轉換，觸摸一下 

                  進入定時運行有效，面板顯示“經濟”，再觸摸一下“自動” 

                  鍵定時取消，“經濟不顯示，面板顯示“自動”。“自動”圖示 

                  亮時表示全天候運行；“經濟”圖示亮時表示按定時運行。。 

    當前時間設定當前時間設定當前時間設定當前時間設定：：：：解鎖狀態下觸摸“自動”鍵 10秒，進入當前時鐘設定和定時設 

                 定，觸摸“自動”鍵，依次設定時鐘→時段 1開→時段 1關 

                 →時段 2開→時段 2關→時段 3開→時段 3關；設定時相應 

                   圖示亮，相應數字顯示器閃爍顯示，此時按“＋ －”鍵可以 

                   設定當前小時和分鐘的數值；當螢幕顯示“經濟”圖示亮時進 

                   入該定時運行功能，定時時段設置必須從時段 01開始，數字 

                   由小到大，按次序設置。當時段 01-時段 03 全部設為“00”或  

                   各段時間設置相同數字時則表示機組沒有設置定時開關機 

                   時間，為全天 24 小時都可運行。 

 

 



查詢代碼一覽表查詢代碼一覽表查詢代碼一覽表查詢代碼一覽表 

 

查詢代碼   表示意義 

d0   水壓，水流，高、低壓開關狀態顯示，“0”表示通，“1”表示斷 

d1   出水溫度 T2 

d2   進水溫度 T1 

d3   環境溫度 T9 

d4   盤管溫度 T11 

d5   調速水泵的調節電壓*0.2 

d6   壓縮機排氣溫度 T13 

d7   膨脹閥 PF 開度 

d8   當前流量 L/min 

d9   計算流量 L/min 

dA   壓縮機、水泵、四通閥、風機狀態  顯示“0”表示運行，“1”表示停止 

dB   回水閥、進水泵、進水閥狀態  顯示“0”表示運行，“1”表示停止 

 

參數代碼一覽表參數代碼一覽表參數代碼一覽表參數代碼一覽表 

 

參數代碼   表示意義 默認值 

P5   PF 最小開度 33 

P7 

  回水間隔時間設置：P7 設為 5-150 時，首次通電，打開水龍頭 

                   回水閥打開至 P8 設定後斷開，間隔時間後 

                   再打開水龍頭又再回水。 

20 

P8   回水運行時間 2-30 2 

PB 
  膨脹閥初始值選擇＝ 0：表示膨脹閥初始值用 PC 

                     1：表示膨脹閥初始值用 PD 
0 

PC   機型選擇 03，06，08 相應選擇 

PD   膨脹閥初始值設定，0-240*2 120 

PE   壓力保護選擇 0 無 1 有 0 

PF   水箱溫度選擇 0 無 1 有 相應選擇 

注：此表未列出的參數代碼表示此控制器不適用。 



333...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使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注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意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項   

� 在開機運行之前，請您檢查進水過濾網是否有被什麼物體所遮擋。 

� 本熱泵熱水器是按環境溫度 0-43℃，水壓力 0.1-0.5Mpa 使用條件設計而成的，若

在此狀況以外的場合下使用熱泵熱水器，可能導致功能失常。 

� 請檢查自來水供水壓力是否達到 0.1-0.5Mpa。如使用儲存水塔的水，請在水塔出

水口加裝「恆壓加壓機」，以保證供水水量和水壓。 

� 在安裝時要裝配安全洩壓閥，安全洩壓閥排水管要保持與大氣相通，不得堵塞。 

� 如有下列情況時，請立即停止操作。關掉電源開關，然後與本公司或本公司經銷

商專職維修人員聯繫，不要自行修理熱泵熱水器。 

a. 保險絲和保護器經常斷開及電源線和電源開關異常發熱及損壞。 

b. 本公司有的機型配有應急電加熱裝置，當機組的熱泵系統出現故障時，可以啟

用應急電加熱。 

c. 運行中發出難聞的氣味及熱泵熱水器漏電。 

� 絕對不要在熱泵主機旁使用或儲存汽油或其他易燃氣體與液體。 

� 不要用屋內電箱總電源開關做為熱泵熱水器的開關。請提供專用的電源開關。 

� 不要讓小孩玩弄熱泵熱水器。 

� 使用熱泵熱水器前請認真閱讀此手冊。如果您還有什麼困難或問題，請向銷售商

要求幫助。 

� 不要在熱泵熱水器的出風部位塞進任何東西。這樣做很危險，因為風扇在高速旋

轉，小心造成人身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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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組組組組組組組組組組組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   

� 用戶應提供一個不論室內或室外，能夠支撐熱泵熱水器的重量且不會增加運行噪

音和振動的位置或牆壁面，如是裝在牆壁面，應選擇具足夠安全掛載的位置，以

保證安裝的絕對安全。 

� 主機空氣的出口(風扇)和入口(鰭片蒸發器)應沒有遮擋物。熱泵熱水器進風面與牆

壁的最小距離應在 150mm 以上。機組外側應留有足夠的空間以供檢修。 

� 熱泵主機旁應設置符合主機負載之防漏電及過載電源開關，以利維修時的啟閉。 

 

222...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裝   

� 主機冷凝水應安裝排水管並銜接至地面排水口以利排水。 

� 水源進水端務必裝置「Y 型過濾器」，防止污垢賭塞影響供水正常。 

� 主機進水應裝置「逆止洩壓閥」，以防止保溫桶爆桶與冷水回流。 

� 熱水出水應裝置「釋氣閥」，減少空氣賭塞而使熱水無法正常出水。 

� 系統應按說明書所示配管方法配管,並按照國家相應施工標準施工。管路及連接部

位均不得有漏水現象。 

� 水管安裝應橫平豎直，管道佈置合理，儘量減少彎曲；減少水系統的壓力損失。 

� 冷水給水管、熱水出水管安裝完畢後，應進行嚴密性水壓試驗，並進行排汙工作，

確保系統內清潔。 

� 試驗無洩漏後，請對熱水系統的管道、閥門和其他器件做好保溫，以免熱水系統

的漏熱損失過大。 



333333333333 ...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配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置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   

� 電源一定要接好地線，請不要隨意更改電源線，電源線是不應輕於氯丁橡膠 

   鎧裝軟線。 

� 電源性能要求： 

 

型號 電源 電源線徑 開關規格 保險絲規格 

RB-4K/108 3.5mm
2
 15A 10A 

RB-6K/168 3.5mm
2
 15A 15A 

RB-4KCG 3.5mm
2
 15A 10A 

RB-8KCG 

220V 60Hz  

3.5mm
2
 15A 15A 

   注：以上只包含熱泵主機的電源，不包含應急加熱或電能加熱器電源。 

� 所有配線工作必須符合電氣安全規定。 

� 必須確保熱泵熱水器良好接地，即熱泵熱水器的開關必須有可靠的接地線。 

� 必須為熱泵熱水器提供單獨的符合額定參數值的電源及固定線路必須配有至少

3.5mm 觸點開距的全極斷開裝置，其保險絲熔斷電流必須與開關相同。 

� 注意：在任何情況下，不得斷開或拆掉電源線的地線。 

� 不得使用破損的電源線和開關，如發現破損應立即更換。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調調調調調調調調調調調調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運運運運運運運運運運運運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11...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運運運運運運運運運運運運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準準準準準準準準準準準準備備備備備備備備備備備備   

 (1) 檢查機組外觀及機內管路系統是否遭到損壞；風扇葉片是否與風扇固定板和 

    風扇護網接觸。 

 (2) 檢查所供電電源是否與本說明書和機組銘牌上所要求的供電電源一致。 

 (3) 供電和控制線路是否全部連接到位，是否按接線圖正確接線，接地是否可靠， 

    所有接線端子是否全部牢固。 

 (4) 檢查系統管路、閥門、水位線等設備是否安裝正確。該開啟或關閉的閥門是否    

    已全部開啟或關閉；熱水管路系統的保溫措施是否良好。 

 

222...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運運運運運運運運運運運運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當對整個系統進行全面檢查確認符合要求後，可進行系統試運行。接通電源， 

   根據客戶需求設置好各項參數，三分鐘後機組開始運轉，觀察運轉是否正常， 

   聽聽機組的運轉聲音是否平穩，觀察顯示螢幕的各項參數是否正常。測量壓縮機 

   運轉電流是否在正常範圍內。 

 

333...運運運運運運運運運運運運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    

� 直熱運行流程： 

        開機→水泵開至一定的電壓→流量符合要求→風機運行→壓縮機運行。 

� 直熱運行說明：主機啟動水泵 60 秒，檢測流量是否符合要求，是繼續運行， 

                 然後檢測水溫是否小於設定溫度，是關小水泵電壓，大於設定 

                 溫度，加大水泵電壓，直到出水水溫達到設定值，一直保持出水 



                 水溫與設定溫度一致，直到進水溫度達到設定-3°C 後，機組退出 

                 運行。 

� 水泵控制：當機組進入直熱運行時，水泵開至一定的電壓，控制器程式檢測此時 

             機組的流量是否達到設計要求，大於設計計算要求，關小電壓，小於  

             設計要求，加大電壓，直到當前流量與設計要求一致。水泵最大的工 

             作調節電壓為 5V。                        

� 四通閥控制：正常開機時四通閥處於斷電狀態，只有在除霜時才會通電工作。 

� 風機控制：正常開機時風機處於通電狀態，只有在除霜時才斷電停止工作。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護護護護護護護護護護護護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養養養養養養養養養養養養   

� 若能對機組進行長期而有效的維護和保養，機組的運行可靠性和使用壽命都會得

到有效的提高。 

� 在冬天氣溫低於 2℃時若停止使用或停電，必須及時將機組管路中的水放淨，並

切斷電源，做好防護措施。再運行時，開機前對系統進行全面檢查並做運行確認。 

� 機外安裝的「Y 型過濾器」請根據當地水質進行定期清洗（3～6 個月最少一次），

保證系統內水質清潔，使水的循環保持通暢,以避免機組因水管或 Y 型過濾器被

污垢賭塞，水循環量減少而影響熱水系統的運行效率或造成意外的損壞。 

� 經常檢查機組的電源和電氣系統的接線是否牢固，電氣元件是否有異常，如有請

及時維修或處理。 

� 經常檢查水系統的補水、液位控制器和排氣裝置工作是否正常，以免造成溢水過

多、水循環量減少，從而影響機組的制熱量和機組運行的效能。 



� 機組周圍請保持清潔乾燥，通風良好。定期清洗（2～3 個月最少一次）空氣側換

熱器(鰭片)，保持良好的換熱效果。機組周圍請勿堆放雜物，以免堵塞進出風口，

機組四周應保持清潔乾燥，通風良好。 

� 經常檢查機組的各個部件的工作情況，檢查機內管路接頭和充氣閥門處是否有油

污，確保機組製冷劑無洩露。注意檢查水泵，水路閥門是否工作正常，水管路及

水管接頭是否有滲漏。 

� 機組出現故障、用戶無法解決時，請聯絡安裝施工的經銷商，以便及時派人維修。 

� 保溫桶在使用一段時間後需清除水垢（一般為兩月，具體根據當地水質而定）。 

 

111...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護護護護護護護護護護護護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功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 

� 壓縮機停機 60 秒延時保護。 

� 出水溫度過熱保護：若出水溫度≧68℃，顯示故碼“E10”。出水溫度≦50℃後進

入待機狀態。 

� 防凍保護：環境溫度≦1℃，壓縮機停止運行時 (即關機或待機或故障鎖機狀態)，

啟動水泵 1 分鐘後返回待機狀態。 

� 感測器損壞保護：當系統檢測到除排氣溫度外的其他溫度感測器≧90℃或≦-30

℃，認為此感測器已損壞，顯示相應故障代碼。當系統檢測到壓縮機排氣溫度感

測器≧120℃或≦-20℃，認為此感測器已損壞，顯示故障代碼“E21”。出現上述故

障機組停止工作；故障排除後可自動恢復正常工作。 

� 高壓壓力保護：壓力開關斷開 3 秒時，顯示器顯示高壓保護代碼“E11”，機組關

機。30 分鐘後自動恢復工作。 



� 低壓壓力保護：機組進入運行狀態下延時 3 分鐘檢測壓力開關斷開 3 秒時，顯示

器顯示壓力保護故障保護代碼“E12”，機組進入待機狀態；若 1 小時內連續出現

三次此故障，控制器鎖定，重新開啟電源後鎖定解除；除霜運行狀態下不檢測低

壓壓力開關的通斷。  

� 壓縮機排氣溫度過高保護：當壓縮機排氣溫度≧105℃時, 顯示器顯示故障代碼

“E22”,機組保護停機，30 分鐘後自動恢復工作。 

� 能力差保護：在直熱運行過程中，壓縮機啟動 4 分鐘後比較計算能力不足，閃顯

代碼“Er30”.一小時內出現三次此故障，鎖機。 

 

 

 

 

 

 

 

 

 

 

 

 

 

 

 

 

 

 

 

 

 

 

 

 

 

 



222...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障障障障障障障障障障障障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碼碼碼碼碼碼碼碼碼碼碼碼   

   

序號 故障代碼故障代碼故障代碼故障代碼 故  障  名  稱 

1 Er 88 或或或或 89 缺水 或 水流開關故障 

2 Er 01  電壓異常 

3 Er 02  壓縮機過流保護 

4 Er 04  T11 盤管感測器故障 

5 Er 05  T9 環境感溫頭故障 

6 Er 06  T3 水箱溫度感測器故障 

7 Er 07  水泵裏有空氣（SY 開關故障） 

8 Er 08  防凍保護 

9 Er 09  除霜鎖定 

10 Er 10 出水高溫保護 

11 Er 11 高壓開關故障 

12 Er 12 低壓開關故障 

13 Er 13 T2 出水感測器故障 

14 Er 16 T14 水箱 2 感測器故障 

15 Er 19 流量感測器故障或首次開機水路沒水流 

16 Er 20 壓縮機回氣溫度感測器故障 

17 Er 21 壓縮機排氣溫度感測器故障 

18 Er 22 壓縮機排氣溫度過高保護 

19 Er 23 T1 進水感測器故障 

20 Er 24 太陽能感測器故障 

21 Er 25 水位順序錯誤 

22 Er 30 能力差保護 

23 Er 31 通訊故障 

 

 



333...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常見見見見見見見見見見見見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故障障障障障障障障障障障障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    

   

故障現象 故障分析 排除方法 

電源無電 檢查電源 

顯示面板或通訊線故障 修復或更換 

控制板保險絲斷 更換保險絲 
顯示板無顯示 

控制板或變壓器故障 更換或修復 

剛剛開機 請等待 

溫度設定不當 重新設定溫度 

控制板或感測器故障 更換或修復 

製冷劑不夠 重新充注 

蒸發器換熱不好 清洗蒸發器或更換安裝位置 

有顯示， 

水溫不夠 

調節閥故障 更換調節閥 

溫度設定不當 重新設定 

水壓不夠 排除 

機組水系統裏有空氣 排除空氣 

感測器故障 修復或更換 

控制板故障 修復或更換 

有顯示， 

水溫太高 

調節閥故障 更換調節閥 

剛剛開機 請等待 

水壓嚴重不穩定 排除 

溫度設定不當 重新設定 
溫度波動大 

控制板或調節閥故障 修復或更換 

感測器阻值偏移 更換 

感測器位置安裝不當 調整 

控制器故障 修復或更換 
不能除霜 

四通閥或節流閥故障 修復或更換 

感測器阻值偏移 更換 

感測器位置安裝不當 調整 

控制器故障 修復或更換 

製冷劑洩漏 重新充注 

除霜不乾淨 

蒸發器髒 清洗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售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   

111...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訴訴訴訴訴訴訴訴訴訴訴訴途途途途途途途途途途途途徑徑徑徑徑徑徑徑徑徑徑徑    

� 請您檢查《保固回函書》是否齊全，否則，與經銷商聯繫及時補發，並依《保固

回函書》上填寫相關資料與加上經銷商印鑑，將《保固回函書》郵寄或傳真到本

公司，以便您能更好享受我公司提供的服務，並為您核發產品保固卡，享有完整

保固服務。 

� 熱泵熱水器屬於技術含量較高的產品，雖然，每一台熱泵熱水器在出廠前均經過

嚴格測試，但由於長途運輸等原因，可能會影響熱泵熱水器的正常使用，所以，

如有需要，請您聯繫我公司指定的經銷商，為您提供安裝維修和保養服務。 

� 只有由本公司指派專業技術人員或經銷商安裝的熱泵熱水器，才能享受我公司提

供的免費保修服務，否則本公司必須採合理收費的服務。 

� 保固期限以外的維修，您需要支付安裝維修人員交通費及材料費。 

222222222222 ...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泵泵泵泵泵泵泵泵泵泵泵泵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   

� 當您的熱泵熱水器出現故障後，請您立即用電話、信函或上門等方式，聯絡本公

司或指定經銷商。 

� 您應向本公司或指定經銷商提供如下資料：熱泵熱水器的型號、聯絡人、電話號

碼、詳細地址、故障現象等，以便方便安排為您維修時間。 

� 維修人員上門維修時，請您檢查是否為本公司人員或指定經銷商，並主動出示有

效的購機證明。 

� 熱泵熱水器維修後，應該有一段時間以上的試機運行時間，如試機時故障沒有解

決或又有其他故障，請您要求維修人員解決。 



333...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費費費費費費費費費費費費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策策策策策策策策策策策策   

� 免費保修政策 

   凡購買了本公司熱泵熱水器的用戶均可享受我公司提供的整機二年、 

   壓縮機三年免費保固政策。 

   實行免費保實行免費保實行免費保實行免費保固固固固的條件的條件的條件的條件 

 ①必須能提供有效的購機發票、購機證明或本公司核發的保固卡。 

 ②必須是由本公司技術人員或經銷商安裝和維修的。 

 ③必須在保修期內的。 

 ④如無法出示有效購機憑證或保固卡，其購買日期按條碼上面的出廠日期計算， 

   如條碼上面的出廠日期模糊不清無法辨認或無條碼的則不予保固。 

444...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屬屬屬屬屬屬屬屬屬屬屬屬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範圍圍圍圍圍圍圍圍圍圍圍圍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容容容容容容容容容容容容（（（（（（（（（（（（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費費費費費費費費費費費費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務）））））））））））） 

� 因用戶電源電壓不穩，超過熱泵熱水器使用電壓範圍或線路連接不合規範，不符

合國家安全用電標準造成熱泵熱水器損壞的。 

� 因用戶使用不當、保管不善而損壞的。 

� 非本公司技術人員或經銷商安裝、維修而造成損壞的。 

� 沒有《保固卡》和購買憑證的。 

� 保固卡所列的機型、編碼與所維修的機型、編碼不相符的，或《保固卡》或購機

發票塗改的。 

� 超過保固期的，或非本公司承諾的服務專案和內容的。 

� 正常使用範圍外，所造成損壞的。 

� 安裝環境不合格，用戶堅持，必須簽字，有問題用戶負責的。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電電電電電電電電電電電電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器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線線線線線線線線線線線線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   

電氣接線圖僅供參考，若與機身所貼電路圖不一致，應以機身所貼電路圖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