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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和保养说明

2.1 清洁和保养 
注意：为了保持锅炉的完整性，安全性，运
行性能及可靠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不
变，用户需要至少每年对锅炉进行保养维
护，相关内容在“年度检测与保养”。年度
保养对于锅炉的常规保修至关重要，建议您
与当地意大利依玛授权的售后服务中心签订
年度清理和维护保养合同。

2.2 安装房屋的通风 
请查看本说明书中“安装房屋的通风”章
节，且无论何种方式安装，须符合现行技术
规范的要求。

2.3 一般性须知
禁止儿童和未经培训人员使用本锅炉。
为了安全起见，请检查进气/排烟同轴烟道
终端（如已安装）是否堵塞。
如暂时不使用锅炉，请按如下步骤操作：

a) 排空供暖系统水，如果不使用防冻保护
功能；

b) 切断电源，水源和气源。
注意：如维修过程中需要关闭一个或两个系
统通断阀，则锅炉必须关闭。在位于排烟管
道附近或用于烟气抽取的装置和相关附件旁
工作或维修时，需要关闭锅炉进行操作，并
由合格的技术人员检查烟道系统或其他设备
的有效性。
 请勿使用易燃物质对本设备及其连接部件进
行清理。
在安装本设备的房间中不得放置易燃物及其
容器。

• 注意：任何使用电能的部件均应遵守下述
基本规定：

- 不要用身体潮湿的部分触碰本设备；也
不要在赤脚的情况下触摸本设备；

- 不要拉扯电源线；

- 用户不得自行更换设备电源线；

- 如电源线损坏，应及时关闭本设备，并
且联系合格的技术人员进行更换电源
线；

- 如在一段时间内不使用锅炉，应切断电
 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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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控制面板

图例：
1 - 主开关
2 - 采暖温度调节按钮
3 - 滑动板
4 - 生活热水温度调节按钮 (选配)
5 - 水压表
6 - 夏季/冬季模式选择按钮 (A)
7 - 复位，信息菜单，确认参数按钮 (B)
8 - 多功能按钮：故障记录，生活热水功能禁用 (C) 
9 - 多功能显示屏

10 - 采暖模式
11 - 显示温度，锅炉信息和故障代码 
12 - 不适用
13 - 显示锅炉参数和信息
14 - 不适用
15 - 不适用
16 - 处于参数调节状态
17 - 锅炉待机
18 - 连接室外温度传感器 (选配)
19 - 计量单位
20 - 生活热水模式 (选配) 
21 - 生活热水功能禁用
22 - 火焰检测符号
23 - 出现故障需要复位
24 - 循环水泵运转
25 - 夏季模式

2.5 锅炉的使用
锅炉点火前，需确认系统内充满水，检查
水压表（5）显示数值是否为锅炉适用水
压，并且水压不能低于0.5bar。
- 打开锅炉上游的燃气阀门。
- 旋转主开关，锅炉进入自检状态。自检完 
成，锅炉回到初始关机状态。

• “A” 运行模式按钮( ): 启动锅炉，
反复按下按钮 (A) 切换运行模式。交替显
示夏季模式 ( )  (仅生活热水) ，冬季模
式 (采暖及生活热水)。

注意：生活热水功能仅在配置选配组件时生 
效（水箱温度传感器自动识别）。

当锅炉启动但未运行时，显示屏显示采暖
出水温度传感器读数。

2-2

锅炉启动后，相关符号出现，并显示出水
温度传感器读数。

警告：故障代码超过 “90” 的将不会保存在
故障记录里。

- 从属锅炉故障（简单并联安装）。从属
锅炉的故障将在主锅炉上显示。按C按钮进
入菜单后，通过采暖温度调节按钮 + 和 - 
（图2-1中2）在主锅炉 “bu 0” 和从属锅炉 
“bu 1” 间切换。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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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模式( )：在此模式下仅产出生活热
水。

按下生活热水温度调节按钮 + 或 - 一次
（图2-1中4），可读出设置温度。再次按
下，可依据需求进行温度设置。按下“B” 保
存设置值。在设定期间温度读数闪烁。
如一定时间内未保存设置值，锅炉将退出
设定状态恢复至前一设置。

• 冬季模式：在此模式下可产出生活热水
或进行供暖。

按下采暖温度调节按钮 + 或 - （图2-1中2）
一次，可以看到设置的温度值。再次按
下，可依据需求进行温度设置。按下"B"
保存设置值。在设置期间温度数值闪烁。
如一定时间内未保存设置值，锅炉将退出
设置状态恢复至前一设置。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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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机模式( )：同时按下“A” 和“C”，锅
炉进入待机状态。

在此模式下锅炉电源接通，但不会启动，
防冻功能依然有效。按下“B” 解除待机状
态。

• 生活热水禁用( )：锅炉设置用于产出生
活热水时，按下“C”即可禁用产出生活
热水功能。再次按下“C”可以恢复产出
生活热水功能。

2-6

2-7

• 故障记录：长按“C” 可以查看近8次多锅
炉产生影响的故障记录（由H i 0 至 H i 7，
H i 0 代表最近一次故障）。进入菜单后，
依次出现“bu 0”，故障序号及故障代
码。

按下采暖温度调节按钮 + 和 - （图2-1中
2）滚动菜单。

长按“C”即可退出菜单。

注意：“FE” 开头的故障不会保存在故障记
录中。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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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故障处理
锅炉出现故障时，将通过闪烁的故障代码
警示出现故障。故障代码分为几类：

- “0Axx” 属于可复位的故障（图2-9）。 
（需等待约60秒，待锅炉完成后通风之
后，即可复位消除故障）。

- “0Exx” 和 “FExx” 属于不可复位的故障。

故障代码后缀“xx”的具体含义请见下表。

故障
代码

故障名称 产 生 原 因 锅炉状态 / 解决方法

0A1 点火故障 收到采暖或生活热水需求讯号后，锅炉未在预设时间内启动。
锅炉调试时或停机后，常出现此故障。

按下复位按钮 (1)

0A2 火焰讯号缺失 锅炉工作时，检测电极或火焰控制单元故障。 按下复位按钮 (1)

0A3 过热保护
锅炉工作时，如由于故障引起内部过热，锅炉进入超温保护状
态。

按下复位按钮 (1)

0A5 风机故障 风机转速不正常，则出现此故障。 按下复位按钮 (1)

0A7 烟温故障 烟温过高导致锅炉停机。 按下复位按钮 (1)

0A8 火焰异常
锅炉点火时，电子火焰检测到火焰异常并控制电路及锅炉的
关闭。

按下复位按钮 (1)

0A9 燃气阀电路故障 电路板检测到燃气阀电路故障。 按下复位按钮 (1)

0A15
出水和回水温度传感
器检测异常（在待机

模式下）

锅炉在待机状态下，电路板检测到出水与回水温度传感器温差
异常。本故障可表示单个或2个传感器出现故障。 按下复位按钮 (1)

0A16 出水温度传感器
接触故障

锅炉工作时，电路板无法检测到出水温度传感器温度变化。此
故障表明传感器接触不良或系统热惰性过大。 按下复位按钮 (1)

0A17 回水温度传感器接
触故障

锅炉工作时，电路板无法检测到回水温度传感器温度变化。此
故障表明传感器接触不良或系统热惰性过大。 按下复位按钮 (1)

0A18 出水/回水温度传
感器故障

如电路板检测到1个或2个温度传感器（出水与回水）的温度突
然下降，此故障报警出现。本故障表示单个或2个传感器出现故
障。

按下复位按钮 (1)

0A21 电路板故障 电路板故障导致锅炉无法启动。 按下复位按钮 (1)

0A30 出水温度传感器
短路

电路板检测到出水温度传感器处于短路状态。 按下复位按钮 (1)

0A31
出水温度传感器
处于工作范围之外 电路板检测到出水温度传感器处于断路状态。 按下复位按钮 (1)

0A37 循环不足 如系统水压过低，将会导致锅炉停机。

检查系统水压开关(1) 以及系统水压
是否在 1÷1.2 bar之间，如不在此范围
内需要将水压调至此范围内。
(2) (1)

0A43 回水温度传感器
短路

电路板检测到回水温度传感器处于短路状态。 按下复位按钮 (1)

0A44 回水温度传感器
处于工作范围之外

电路板检测到回水温度传感器处于断路状态。 按下复位按钮 (1)

0A80 出水/回水温度传感
器连接故障

如出水和回水温度传感器互换位置，电路板会报此故障（需要
等待3分钟进行检测此故障）。 按下复位按钮 (1)

(1) 如故障无法消除，请联系经意大利依玛授权的售后服务中心
(2) 如恢复至正常运行的条件，锅炉可以自行重新启动，而不需要复位。

简单并联：如果锅炉属于简单并联的情
况，故障代码将会显示在主锅炉上（在从
属锅炉上显示不带“0”后缀的代码），
从属锅炉的故障在主锅炉上显示为
带“1”后缀的故障代码。

例如： “0A1” 故障代码
故障在主锅炉上显示为 = 0A1
故障在从属锅炉上显示为 = A1
从属锅炉故障在主锅炉上显示为 = 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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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 
代码

故障名称 产生原因 锅炉状态 / 解决方法

0E2 火焰讯号缺失 锅炉工作时，检测电极或火焰控制单元故障。 (2) (1)

0A13 重启次数过多 重启次数超出预设最高次数。
注意：15分钟内最多可以重启5次。
(1) 关闭锅炉重新启动后将再次获得5
次重启机会。

0E25 电路板故障 电路板故障导致锅炉无法启动。 (2) (1)

0E32 生活热水温度传
感器短路

电路板检测到生活热水温度传感器处于短路状态。 (2) (1)

0E33 生活热水温度传感
器处于工作范围之外

电路板检测到生活热水温度传感器处于断路状态。 (2) (1)

0E34 电压过低 主电源电压低于锅炉正常工作最低限。 (2) (1)

0E37 循环不足 如系统水压过低，将会导致锅炉停机。

检查系统水压开关(1) 以及系统水压
是否在 1÷1.2 bar之间，如不在此范围
内需要将水压调至此范围内。
(2) (1)

0E45 烟温传感器短路 电路板检测到烟温传感器处于短路状态。 (2) (1)

0E46 烟温传感器处于
工作范围之外 电路板检测到烟温传感器处于断路状态。 (2) (1)

0E81
出水和回水温度传
感器检测异常（在待
机模式下）

锅炉在待机状态下，电路板检测到出水与回水温度传感器温差
异常。本故障可表示单个或2个传感器出现故障。 (2) (1)

0E98 简单并联通信异常 显示板间通信异常导致出现此故障。

检查总线电路连接。
运行自检功能。
检查软件版本是否匹配。
(2) (1)

0E99 内部通信故障 显示板与锅炉电路板间通信异常。在简单并联的情况下，也有
可能是显示板之间通信异常。

检查锅炉电路连接。
检查总线电路连接。
在简单并联状态下运行自检功能。 
(2) (1)

(1) 如故障无法消除，请联系经意大利依玛授权的售后服务中心
(2) 如恢复至正常运行的条件，锅炉可以自行重新启动，而不需要复位。

故障
代码

故障名称 产生原因 锅炉状态 / 解决办法

FE94 显示板故障 检测到显示板出现故障。 (2) (1)

FE95
共用出水温度传
感器短路或超出工

作范围

电路板检测到温度传感器读数不正确或“P38”参数设置不正
确。

(2) (1)

FE96 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 检测到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
检查锅炉配置。检查室外温度传
感器。 (2) (1)

FE97 配置错误
电路板配置错误。

电路板变化或更换的电路板型号不正确后会发生此故障。

检查配置参数。运行自检功能。
(2) (1)

(1) 如故障无法消除，请联系经意大利依玛授权的售后服务中心
(2) 如恢复至正常运行的条件，锅炉可以自行重新启动，而不需要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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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锅炉停机
将主开关（1）置于“0”位，关闭锅炉上
游燃气阀门。
如长期停用锅炉，不要将锅炉打开。

2.9 恢复供暖系统水压 
定期检查系统水压。锅炉水压表指针应指向
0.5 bar以上。
如果系统水压低于0.5 bar （系统水为冷水）
则必须为系统补水。

注意：补水完成后关闭阀门。
如果水压接近 4 bar 时，安全阀可能会打开
泄压。
这种情况下，打开一组散热器上的排气阀
泄水，直到水压降到1 bar，或者联系专业
技术人员解决。
如果频繁出现降压的现象，需要联系专业
技术人员进行排除系统可能出现漏水现
象。

2.10  供暖系统的排空
锅炉的泄水，需要使用专用的泄水阀。
在泄水前，请确认补水阀是否关闭。

2.11 防冻保护功能
本锅炉具有防冻保护功能，当锅炉中水温
降至低于5℃时，循环水泵和燃烧器启动运
行。锅炉各部件正常运行，锅炉不处于故
障状态，以及锅炉电源接通并且主开关处
于打开状态下才能保证防冻保护功能生
效。在长期停用锅炉的情况下，为避免锅
炉始终处于打开状态，请将系统水排空或
在系统水中添加防冻剂。需要经常排空的
系统，注水时需要对水进行特殊处理，以
降低水的硬度，避免产生水垢。

2.12 清洗外壳
使用湿布和中性清洁剂清洗锅炉外壳。不
要使用腐蚀性的清洁剂或去污粉。

2.13 最终报废
当决定彻底停用本锅炉时，请联系专业技
术人员完成有关操作。操作过程中，请确
保水、电、气源全部切断。

信息菜单
菜单条目 描述 计量单位

P01 火焰电流 µA
P02 出水温度传感器读数 °C / °F
P03 回水温度传感器读数 °C / °F
P04 生活热水温度传感器读数（如已安装） °C / °F
P05 不适用 -
P06 运行功率 %
P07 系统要求的风机转速 RPM / 50
P08 当前风机转速 RPM / 50
P09 烟温传感器读数 °C / °F

P10 共用出水温度传感器读数（如已安装）或锅炉出水
温度传感器（根据系统配置）

°C / °F

P11 室外温度传感器读数（如已安装） °C / °F
P12 不适用 -
P13 采暖系统要求的出水温度 °C / °F
P14 生活热水系统要求的出水温度 °C / °F
P15 不适用 -
P16 简单并联的情况下燃烧器的数量 no.
P17 显示屏数量     no

2.7 信息菜单
长按 "B" 进入信息菜单，可以查看不同的锅
炉运行参数。

进入信息菜单，可以看到参数代码和数
值。

按下采暖温度调节按钮 + 和 - （图2-1中2）
可以浏览参数菜单。

再次按下 "B" 按钮即可退出菜单。

查看参数数值时按下“A”键，可查看相关参
数代码。相关参数信息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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