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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清洗和维护
注意：供暖系统必须进行定期维护（关于这
一点，请参见本说明书的“锅炉年度检查与
维护”章节），应符合当地现行法律法规的
的要求。
只有这样才能长期保持锅炉安全、高效、
顺利运行。
我们建议与你们的地区技术人员签订年度清
洗和维护合同。
2.2

终端用户

使用和维护说明

注意事项

请勿将壁挂式锅炉置于炊具蒸汽正上方。
请勿让儿童及不熟悉使用的人操作本锅
炉。
由于排烟终端会达到较高温度，请不要触
碰排烟终端，以免烫伤。
安全起见，请检查进气排烟同轴烟道终
端是否堵塞。
如需暂时停用锅炉，应按如下操作：
a）若无防冻措施，应排空水路设备中
的水；
b）切断电源、水源和气源。

维护人员

2.3

当对靠近烟管或排烟装置及其附件的房
屋进行施工或维护保养时，请关闭设备
；完工后，请检查烟管或排烟装置的有
效性。该项检查应由合格的专业技术人
员进行。
请勿用易燃物质来对本设备及其部件进
行清理。
在安装有本设备的房间中不得放易燃物
及其容器。
·注意：任何用电组件均应遵守下述基本
规定：
- 切勿用身体潮湿部分碰触锅炉，也不要
在赤脚时碰触本设备；
- 不要拉扯电源线，不要将锅炉置于恶劣
天气环境中（雨水、日晒等）；
- 用户不得自行更换设备电源线；
- 若电线损坏，应关闭本设备，并请专业
技术人员更换电线；
- 如需暂时停用该设备，应切断电源。

控制面板

图 2-1

图例：
1 - Reset（复位）按钮
2 - 待机 / 夏季 / 冬季按钮
3 - 信息菜单按钮
4 - 升高(+) 生活热水温度按钮
5 - 降低(-) 生活热水温度按钮
6 - 升高(+) 供暖出水温度按钮

7
8
9
10
11
12
13

-

降低(-) 供暖出水温度按钮
水压表
生活热水功能
显示温度、锅炉信息和故障代码
火焰符号
输出功率
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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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18
19

-

冬季
锅炉处于待机模式
供暖功能
温度单位
已连接室外温度传感器（选配）
已连接CAR V2远程温控器 (选配)

）或

注意: 每一步按压按钮后应被释放，以便
转入下一个功能。

当处于夏季模式（ ）时，生活热水温
度通过按钮（4 - 5）调节。
当处于冬季模式（ ）时，供暖出水温
度通过按钮（6 - 7）调节，生活热水温度
通过按钮（4 - 5）调节，按（+）升高温
度，按（-）降低温度。
然后锅炉就会开始自动运行。没有热需求
（供暖或生活热水）时，锅炉将处于“待
机”状态，即锅炉保持通电通气不点火燃
烧。每次点火时，显示屏上会出现火苗符
号（11）和需求符号（9）或（16）。
2.4 故障和故障分析

当锅炉出现故障时，显示器会不断“闪
烁”，同时会出现故障代码，请参见下
表。
故障名称
点火故障

显示代码
（闪烁）
01

过热保护故障

02

开关接触故障

04

供暖出水温度传感器故障

05

生活热水温度传感器故障

06

复位次数已达最大值

08

采暖系统压力低

10

风压开关故障

11

火焰检测故障

20

按键面板故障

24

水循环不足

27

远程控制器连接故障

31

低电压故障

37

火焰信号消失

38

锁定-火焰信号持续消失

43

主电源频率故障

59

电路板故障

80

锁定-软件故障次数已达最大值

98

点火故障 每次需要为供暖或加热生活热
水时，锅炉均会自动点火开启。若点火器
在10秒内无法点火，则锅炉将进入“点火
故障”状态（代码01）。如需解除“点火
故障”状态，必须点击复位RESET按钮
（1）。第一次开启设备时或长时间停止
使用后，均可能需要取消“点火故障”。
如果上述情况频繁发生，请与专业技术
人员联系（比如意大利依玛授权的售后
服务中心）。

开关接触故障
如果限温保护、风
压开关或锅炉水压开关（代码04）出现
故障，则锅炉将无法运行；请尝试复位
锅炉，若问题无法解决，请联系专业技
术人员（例如意大利依玛授权的售后服
务中心）。
供暖出水温度传感器故障 如果控制面板
显示供暖出水温度传感器故障（代码05）
，锅炉将无法开启；此时需要请专业技术
人员进行检修（例如意大利依玛授权的售
后服务中心）。
生活热水温度传感器故障 如果控制面板
显示生活热水温度传感器故障（代码06）
，锅炉将无法开启；此时需要请专业技术
人员进行检修（例如意大利依玛授权的售
后服务中心）。
复位次数已达最大值
如果控制面
显示复位次数已达最大值（代码08）

注意：故障可以连续复位5次，之后将会
被抑制一段时间，最少一小时。每小时
1次，最多5次尝试。可通过开关设备，
重新活得5次尝试。
供暖系统压力低 供暖系统中的水压不
足（代码10），锅炉无法正常运转。请
检查暖气管道压强是否在1至1.2巴之间。
风压开关故障 当进气管和排烟管发生堵
塞或风机锁死时（代码11），则出现该故
障。如需恢复正常状态，请重启锅炉，无
需进行复位。如果上述情况持续发生，请
与联系专业技术人员（例如意大利依玛授
权的售后服务中心）。
火焰检测电极故障 如果检测电路或火
焰控制出现故障时（代码20）。
按下Reset按钮进行复位。若问题无法解
决，请联系专业技术人员（例如意大利依
玛授权的售后服务中心）。
按键面板故障
电路板检测按钮面
板上异常（代码24）。如果恢复正常，
锅炉重新启动，无需复位重置。如果上述
情况持续，请联系专业技术人员（例如意
大利依玛授权的售后服务中心）。
水循环不足
由于主回路中水循
环不足，导致锅炉过热（代码27）。
可能原因如下：
- 低系统循环：检查供热回路应无截止阀
被关闭和系统应排尽空气。
- 水泵抱死：解锁水泵
如果上述情况持续，请联系专业技术人
员（例如意大利依玛授权的售后服务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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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电压故障
当电压低于锅炉正
常运行所允许的电压值时，产生该故障
（代码37）。如果恢复正常，锅炉重新启
动，无需复位重置。如果上述情况持续，
请联系专业技术人员（例如意大利依玛
授权的售后服务中心）。

安装人员

特别注意: 按钮应按住足够长的
时间切换到待机（ ），夏季（
冬季（ ）功能。

远程控制器连接故障 当锅炉与远程温
控器之间的通讯信号中断1分钟之后，将
出现该警报（代码31）。如需重置，请断
开锅炉的电源。如果上述情况持续发生，
请与专业技术人员联系（例如意大利依玛
授权的售后服务中心）。

火焰信号消失
当锅炉正确点火，
燃烧器火焰信号消失（代码38）。
将进行新的点火尝试，如果恢复正常，
锅炉无需复位重置。（该故障可在“信息”
菜单中的故障列表中查询）如果上述情况
持续，请联系专业技术人员（例如意大利
依玛授权的售后服务中心）。
锁定-火焰信号持续消失
（代码43）发生在一个预设时段内多次发
生火焰信号消失故障（代码38）。
需要按下Reset按钮进行复位，重启前，
锅炉会进行一个后清扫。如果上述情况频
繁发生，请联系专业技术人员（例如意
大利依玛授权的售后服务中心）。

终端用户

- 按下按钮（2），将锅炉设置为夏季模
式（ ）或冬季模式（ ）。

过热保护故障
正常运
行过程中，如果因异常导致内部过热，
锅炉进入过热保护状态（代码 02 ）。
根据情况进 行冷却后，可以点击
复位RESET按钮（1）解除“过热保护”
状态。如果上述情况持续发生，请与专
业技术人员联系（比如意大利依玛授权
的售后服务中心）。

主电源频率故障
电路板检测到主电源频率异常（代码59）
锅炉不会启动。如果上述情况频
繁发生，请联系专业技术人员（例如意
大利依玛授权的售后服务中心）。
电路板故障
电路板故障时（代码80）。
需要按下Reset按钮进行复位。如果上述情
况频繁发生，请联系专业技术人员（例
如意大利依玛授权的售后服务中心）。
锁定-软件故障次数已达最大值
如果软件故障次数已达最大值（故障代
码98），可按下Reset键复位解决。
如果该现象频繁发生，请与专业技术人
员联系（例如意大利依玛授权的售后服
务中心）。

锅炉的关闭 按住按钮（图2-1中的标号
2）（ ），直到显示屏上出现(
)。
特别注意：此时锅炉依然接通电源。
断开锅炉外部开关和关闭锅炉上游的燃
气阀。长期停用锅炉时，应断开电源。

维护人员

锅炉点火
点火前，请检查设
备内是否满水，并检查压力表（8）的指
针是否在1 至 1.2 bar 之间。
- 打开锅炉上游燃气阀。

安装人员

2.5 恢复供暖系统压力
定期检查锅炉的水压。锅炉压力表指针应
介于 1 至 1.2 bar 之间。
若压力低于 1 bar（系统中为冷水），需
要通过装在锅炉下部的补水阀进行补水
（图 2-2）。
注意：完成操作后关闭补水阀。
若压力接近 3 bar 时，安全阀可能会泄水。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散热器排气阀泄水
以使压力达到 1 bar 或请专业人员帮助。
如果频繁出现压力下降的情况，应与专业
技术人员联系，避免系统可能出现泄漏。

终端用户

2.6 设备的排空
排空锅炉时应使用专用排水阀（图 2-2
）。
进行该项操作前，确认补水阀已经关闭。

2.7 防冻保护
这款锅炉配有防冻保护功能，当温度降
到 4°C 以下时会自动燃烧（标准最低保
护温度为低于 -5°C），水温超过 42°C
停止燃烧。锅炉在保持正常状态，非故障
状态及通电通气的情况下才可以实现防冻
护功能。为避免锅炉持续运行，在离开较
长时间时，将供暖系统水排空或在其中加
入防冻液。上述两种情况下，均需要将生
活热水系统水排空。若系统水需要经常排
空，则在重新上水时，应当加入经过特别
处理的水，降低硬度，避免产生水垢。
有关防冻保护的所有信息都在 1.3 章节。
对于温度能够达到低于零度的地区而言，
为了保证锅炉和生活热水系统的完整性，
我们建议供暖系统使用防冻液，并在锅炉
中加装意大利依玛防冻套件保护供暖设
备。但是，如需长期闲置锅炉（第二套
住房），我们建议：
- 切断电源；
- 通过泄水阀（图 1-23）排空锅炉生活热
水回路，以及内部热水管路。
2.8 外壳的清洗
使用湿布和中性皂清洗锅炉外壳。不要使
用具磨蚀性的清洁剂或去污粉。

维护人员

2.9 最终停用
决定彻底停用本锅炉时，请由专业技术人
员进行相关的操作，另外还须确认已切断
电源、水源和燃气源。

底部视图

图例：
1 - 补水阀
2 - 排水阀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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