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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特性

图例

1、 排烟口

2、 空气入口

3、 风机

4、 风压开关

5、 主热交换器

6、 火焰检测电极

7、 燃烧器

8、 回水 NTC

9、 三通换向阀

10、供水 NTC

11、泄水阀

12、燃气阀

13、循环水泵

14、板式热交换器

15、自动排气阀

16、火焰检测电极

17、膨胀水箱

18、膨胀水箱补气 图 TURBO VUW 型主要零部件图示及名称

设备特性

感谢您选择使用威能集团的燃气采暖热水炉产品。本手册向

您提供的信息，将使您在使用燃气采暖热水炉时获得最佳效

果。

设备简介

TURBO 系列燃气采暖热水炉为威能新款壁挂式家用燃气锅

炉，结构紧凑，外观大方。VUW 系列为全自动壁挂式家用

燃气采暖 / 生活热水两用锅炉，可安装在密闭的室内。生活

热水由燃气采暖热水炉内的次级板式换热器提供，生活热水

功能与采暖功能自动切换，生活热水功能优先。VU 系列是

全自动壁挂式家用燃气采暖系统锅炉，当需要供应生活热水

时候，必须配套相应的储水 / 换热设备，如带盘管热交换器

的储水罐，可安装在密闭的室内。

TURBO 系列燃气采暖热水炉专为独立的封闭式采暖系统所

设计，内置经过全面检测的循环泵，膨胀水箱和换向阀，以

及旁通和补水环路等系统部件。

本系列燃气采暖热水炉有输出功率 18kW/24kW/28kW/ 

35kW 四种规格，可非常方便地安装在室内任何一面承重墙

体上，与一个垂直或水平的进排气平衡（强排）烟道连接。

本系列的燃气采暖热水炉仅适用于天然气（12T），禁止使用

其他气体。

内置的补水环路能够方便的实现采暖系统的补水。

燃气采暖热水炉带有相应的分析诊断系统，并通过控制面板

的指示灯显示当前的运行状况。在故障发生时，相应的运行

状态指示灯会闪烁，能够提供信息以帮助调试设备和排除故

障。电路控制盒后面贴有燃气采暖热水炉的主要技术数据。

燃气采暖热水炉内置有生活热水交换器，有相应的温度控制

系统能够限制热水出水的最高温度。通常情况下不需要配置

生活用水的软水设备。但是，对于水质硬度很高的地区，就

要加装软水设备以防止在生活用水交换器处结垢。

如果您在阅读了本手册中的使用说明之后，对燃气采暖热水

炉的操作还有任何疑问，请与威能燃气采暖热水炉的供应商

或者售后服务部联系。

本说明书适用的设备

产品型号 订货号

L1PB20 - VUW  CN 182/2-3 H TURBO 0010009273

N1PB20 - VU  CN 182/2-3 H TURBO 0010010071

L1PB26 - VUW  CN 242/2-3 H TURBO 0010009274

N1PB26 - VU  CN 242/2-3 H TURBO 0010010072

L1PB30 - VUW  CN 282/3-3 H TURBO 0010013328

N1PB30 - VU  CN 282/3-3 H TURBO 0010013329

L1PB38 - VUW  CN 352/2-3 H TURBO 0010009276

N1PB38 - VU  CN 352/2-3 H TURBO 001001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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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特性
1 文档说明

图 TURBO VU 型主要零部件图示及名称 

图例

1、 排烟口

2、 空气入口

3、 风机

4、 风压开关

5、 主热交换器

6、 火焰检测电极

7、 燃烧器

8、 回水 NTC

9、 三通换向阀

10、供水 NTC

11、泄水阀

12、燃气阀

13、循环水泵

14、自动排气阀

15、火焰检测电极

16、膨胀水箱

17、膨胀水箱补气 

1 文档说明

下列提示是全部文档的指南，与本操作说明密切相关，请仔

细阅读。同时请注意有关其它资料或说明。

对于由于未遵守本说明书及相关规定而产生的设备损坏或财

产损失，我们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1.1 其它适用资料

- 烟道安装说明书

- 其它有关配件（如温控器）的操作和使用说明

1.2 保管

用户负责保管本操作使用和安装说明，以及其它适用资料。

这些资料必须与燃气采暖热水炉一起妥善保管。

1.3 符号说明

在燃气采暖热水炉运行时请遵守本说明书中的安全说明！

危险！

对人身和生命有直接危险！  

     

危险！

触电危险！

危险！

燃烧或烫伤危险！

注意！

对设备和环境可能有危险的情况！

提示！

注意事项或信息。

• 需采取的措施或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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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2

2 安全

2.1 紧急措施

 

危险！

燃气泄漏！将导致中毒或爆炸危险！     

                                     

燃气泄漏

当发现燃气泄漏时请按如下方法处理：

• 请勿开灯或关灯。

• 不要将燃气管用作电器设备接地。

• 请勿操作其它电器开关。

• 请不要在危险区域使用电话。

• 请勿使用明火（如打火机、火柴）。

• 严禁吸烟。

• 立即关闭燃气阀门。

• 打开窗户通风。

• 警告有关人员。

• 离开房屋。

• 通知燃气公司或有关单位。

水路泄漏

如果在燃气采暖热水炉和用水点之间的管路有泄漏，请停止

使用燃气采暖热水炉，关闭冷水阀门，通知有关单位进行维

修。

在燃气采暖热水炉周围做修改作业时，下列部件不能做任何

改动：

• 燃气采暖热水炉

• 燃气供应管路、供水管路或供电线路

• 进气 / 排烟系统

• 采暖系统的安全阀

• 在设备周围的、会影响燃气采暖热水炉运行安全的任何结

构。

在您的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请不要自行挪动设备或改变设

备的用途。

燃气采暖热水炉的调试维修和保养只能由威能集团授权的专

业人员进行，零部件更换必须使用原厂配件。这是设备保修

和维修的必要条件。

远离易燃易爆物     

不要在燃气采暖热水炉附近使用或贮藏任何易燃易爆物。（如

汽油、纸或油漆等）

提示！

排烟管与易燃物质之间必须保持足够的安全距

离，以防止易燃物质的温度升高到 80℃以上。

注意！

冰冻可能导致设备损坏！

冰冻可能导致燃气采暖热水炉或整个散热系统损

坏。

                       

请采取以下两个措施之一：

－ 确保供热系统在室外温度在 4 度以下时仍可以有效运行，

并且所有房间温度保持在 5 度以上。

－ 完全排空设备和散热器中的水（长时间不采暖时）。详情

请咨询威能公司。

2.2 误使用风险警示

 - 设备安装不当会引起人、畜和物的危害；

 - 设备安装应严格按说明书要求和相关规定执行；

 - 只有威能公司售后工程师，或授权的代理商和技术人员才

可以安装、维修、更换零部件或整机；

 - 必须使用威能原厂零配件，以保证产品的安全性；

 - 必须使用威能原配烟道，不能随意改用其他烟道，严禁用

单管烟道代替同轴烟道；

 - 设备的调试和维修（如燃气调压和控制器），必须由威能授

权技术人员方可操作；

 - 禁止购买经销商改装的设备，为确保安全性，请安装原装

产品；

 - 安装设备时必须在设备的燃气管道入口安装燃气截止阀；

 - 设备不应靠近电磁炉、微波炉等强电磁辐射电器安装；

 - 严禁拆动设备上的任何密封件；

 - 设备清洁时不应使用有腐蚀性的清洁剂；

 - 设备严禁安装在卧室、客厅、浴室内，安装房间不得有人

居住；

 - 儿童和不会使用的人不应操作设备，儿童严禁玩弄设备；

 - 用户自己不应动采暖安全阀和采暖水排泄阀，请由专业人

员来操作；

 - 该设备不宜暗装；

 - 维修和售后服务人员将在每次维修后记录设备信息和结果；

 - 建筑物的地下室或半地下室不宜暗装该设备，当受条件限

制需要安装时，应在该房间设置手动和自动两种方式的防

爆机械通风装置，及防爆型燃气和一氧化碳泄露报警切断

装置，并和通风装置连锁；

 - 设备安装位置的配电系统应有接地线，并且设备连接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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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安装地点的要求

请让安装人员将燃气采暖热水炉安装在一个温度为 5℃以上

的房间内。

注意！

有损坏危险！

在关机状态下，温度过低可能导致燃气采暖热水

炉有冰冻损坏。另外，在危险状态下，燃气采暖

热水炉可能将自动关机。

安装地点的选择应注意容易操作，并为操作和维护预留足够

的空间。

3.4 保养

用一块湿布或少许肥皂液擦拭燃气采暖热水炉外表面。请勿

使用任何有腐蚀性的清洁剂。

3.5  循环使用和废弃处理

TURBO 燃气采暖热水炉和有关包装，都主要由可回收的原

材料制成的。

包装

请安排安装公司处理有关包装材料。

燃气采暖热水炉

TURBO 燃气采暖热水炉以及所有配件都不属于生活垃圾。

请对废弃的燃气采暖热水炉及有关配件做适当处理。

2 安全
3 安装和保养说明

关不应设置在有浴盆或淋浴设备的房间；使用的插头和插

座应通过相关认证；

 - 该设备具有自动防冻保护功能，请遵守本说明书中的相关

作用条件；如果长期停机，请排空采暖和热水管道内的水。

2.3 设备检查和保修服务 

每年都应当对燃气采暖热水炉进行维护。建议您与供应商或

威能燃气采暖热水炉售后服务部签一份延期保修协议。   

在约定的保修期限之内，如果出现任何制造缺陷，设备供应

商将负责进行保修。

3 安装和保养说明

3.1 安装和维护说明

为了您自身的安全请注意您的燃气采暖热水炉的安装只允许

由威能公司认可的安装公司进行。同时威能公司售后服务及

授权代理商负责燃气采暖热水炉的调试、首次运行，以及售

后服务工作。

为了持久、安全运行、请您注意以下几点：

• 请安排威能售后服务每年对燃气采暖热水炉进行一次检查

和维护。

• 燃气采暖热水炉适用于 220V/50Hz 电源，适用范围

187~253V，并要求供电系统有可靠接地保护，对于零 / 地

线带电的供电可能导致设备异常，请确保供电正常；

• 请定期检查燃气采暖热水炉采暖系统工作压力是否在 0.1-

0.15MPa 之间。

• 必要时请给燃气采暖热水炉补水，直到符合要求。

• 在有冰冻危险时，请采取有效措施 :

－ 确保供热系统在室外温度在 4 度以下时仍可以有效运行，

并且所有房间温度保持在 4 度以上。

－ 完全排空设备和散热器中的水（长时间不采暖时）。详情

请咨询威能公司。

3.2  符合规定的使用

TURBO 燃气采暖热水炉是根据最新的技术水平和公认的安

全规程制造的。尽管如此，如果使用不当或违规使用，仍有

可能对人身或生命安全构成威胁。或者对燃气采暖热水炉或

其他财产造成损坏。

TURBO 燃气采暖热水炉设计为民用独立供暖，并可以提供

生活热水。其他用途被视为违规使用。对于由此产生的损坏，

厂家或供货商概不承担任何责任。风险由使用者承担。

符合规定的使用也包括遵守操作使用说明书、其他有关说明

以及当地有关法律和规定的要求，并遵守检查和保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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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控制面板

4.1 控制面板说明

图 4.1 控制面板

1. 液晶显示屏，显示当前供暖出水的温度，供暖系统的注水

压力或其他信息。

2. 生活热水温度旋钮，用于设置热水出水温度。

3. "i" 按钮 , 用于调取信息。

4. "+" 按钮 , 用于滚动显示屏上的信息（专业技术人员在设

置参数或排除故障时使用）和切换到显示当前供暖出水温度。

5. "-" 按钮 , 用于后退显示屏的显示信息（专业技术人员在

调整设置和排除故障时使用）。

6. “复位”按钮 , 用于复位特定故障。

7. 供暖温度旋钮，用于设置供暖出水温度

8. 电源开关，用于启动或关停燃气采暖热水炉。 

图 4.2 显示屏

TURBO 系列燃气采暖热水炉配备有一个数字信息与分析系

统。 该系统可以提供燃气采暖热水炉运行状态信息和帮助

您解决问题。 在燃气采暖热水炉正常运行期间，显示屏 (1) 

显示供暖系统的当前注水压力（在示例中为 0.12MPa）。 如

果出现故障，会代之显示一个错误代码。

您还可以从所显示的符号中获得以下信息：

显示屏 (3)
当前供暖出水温度、供暖系统注水压力或一

个状态或错误代码。

 持续显示：烟道问题。

闪烁：自动管长调节中（不适用）。

 

只要该符号出现在显示屏上，则表明供暖出

水温度和热水出水温度是通过 vrnetDIALOG 

附件设置的，也就是说，燃气采暖热水炉使

用的不是用旋钮 (1) 和 (2) 所设置的温度。（不

适用）。

 

处于供暖状态： 

持续显示： 供暖运行模式。 

闪烁：燃烧器处于定时运行状态。

 

处于生活热水加热状态：

持续显示：取用热水。 

灭：没有热水需求。 

 加热泵运行中。

 燃气阀点火。

 

火焰符号带叉号： 

燃烧器运行期间故障； 燃气采暖热水炉切换

到故障状态

火焰符号不带叉号 : 

燃烧器运行正常。

表 4.1 显示屏上符号含义

 注意！

按住 "-" 按钮约 5 秒钟从燃气采暖热水炉供水温

度显示切换到系统注水压力显示，反之亦然。

4.2  运行准备

注意！

不当操作可能导致设备损坏！

请安排威能公司指定代理商安装燃气采暖热水

炉。 威能售后服务部或授权代理商负责调试和

首次运行， 并向您讲解燃气采暖热水炉的基本

操作和维护注意事项。

• 打开燃气阀门。

• 打开冷水阀门。

• 检查燃气采暖热水炉电源的连接情况。

控制面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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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设置生活热水温度

图 4.3 设置生活热水温度

使用旋钮（3）设置生活热水供水温度（VUW）/ 储水罐温

度（VU）：

针对 VUW 的 TURBO 系列燃气采暖热水炉（生活热水出水

温度）

- 左旋停止位置                          约 35℃

- 右旋停止位置（最高温度）     65℃

针对 VU 的 TURBO 系列燃气采暖热水炉（储水罐温度）

- 左旋停止位置                          约 15℃

- 右旋停止位置（最高温度）     65℃

当您调整温度时，设置值显示在显示屏 (2) 上。五秒钟后，

显示屏返回标准模式（显示供暖系统的当前注水压力）。

警示！

产生水垢沉积的危险。

如果水的硬度超过 360mg/l，建议不要将水温设

置太高。否则建议加装软水设备。

警示！

板换侧漏水的危险。

如果自来水进出水阀门同时安装有阀门，请至少

确保一个阀门处于开启状态，否则可能导致板换

漏水。

危险！

军团菌有害健康。 

如果燃气采暖热水炉是在太阳能饮用水加热系统

中起加热作用，则必须使用旋钮 (3) 把热水出水

温度 / 储水罐温度设置到至少 60℃ 。

4 控制面板

4.3 投入运行

• 启动燃气采暖热水炉。

使用电源开关启动或停止燃气采暖热水炉：

"I"  = 开

"0" = 关。

当启动燃气采暖热水炉时， 显示屏上显示供暖系统的当前

注水压力。

若要根据需要调整燃气采暖热水炉，请参阅第 4.4 和 4.5 

部分，其中描述了热水供应和供暖设置选项。

警示！

损坏的危险

只有在燃气采暖热水炉电源开关处于 "I" 位置且

燃气采暖热水炉没有断电的情况下防冻功能和监

控系统才是有效的。

• 检查采暖系统注水压力。

要保证供暖系统的稳定运行， 在系统冷却时， 显示屏上显

示的注水压力必须在 0.1 至 0.2MPa 的范围内。  如果注水

压力小于 0.08MPa，则调试前必须进行补水（参阅第 4.7.4 

部分）

注意！

只有当燃气采暖热水炉连接到电源并接通后，

才具备多功能显示和系统压力显示功能！

注意！

为避免燃气采暖热水炉在水量不足的情况下加热

造成损坏，燃气采暖热水炉内置了一个压力传感

器。 当要求的注水压力下降时，显示屏首先闪

烁。 如果压力进一步下降，燃气采暖热水炉会切

换到故障状态，显示屏上显示错误信息 "F.22"。 

要使燃气采暖热水炉再次运行，必须对系统注水

（参阅第 4.7.4 部分）。

如果供暖系统延伸到若干层楼， 则系统可能要求更高的注

水压力。 详情请咨询有关工程师。

注意！

按住 "-" 按钮约 5 秒钟从燃气采暖热水炉出水温

度显示切换到系统注水压力显示，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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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供暖模式

4.5.1 设置供暖供水温度（未连接外部控制器）

图 4.4 设置供暖供水温度（未连接外部控制器）

如果没有外部控制器，请根据外界温度用旋钮 (1) 设置供水

温度。 建议进行下列温度设置：

- 左位置（但不拧到底）适用于春天和

  秋天： 外界温度为 10-20℃。

- 中间位置适应于较寒冷的天气：

  外界温度为 0-10℃。

- 右位置适应于非常寒冷的天气：

  外界温度为 0 至 -15℃。

当您调整温度时，设置值显示在显示屏 (2) 上。 五秒钟后，

显示屏返回标准模式（显示供暖系统的当前注水压力）。

正常情况下，您可以通过旋钮 (1) 把供暖供水温度一直调整

到最高 75℃。但是，如果您需要更高的供水温度，请咨询

工程师并进行调整，使供暖系统能够提供您需要的更高温度

热水。

4.5.2  设置供暖供水温度 ( 连接外部控制器 )

图 4.5 设置供暖供水温度（使用外部控制器）

如果您的燃气采暖热水炉有室内温控器或气候补偿器，请进

行以下设置： 

• 把用于设置供暖供水温度的旋钮 (1) 右拧到底，供水温度

由控制器自动控制（详情请参阅控制器操作手册）。

警示！

高水温对系统的损害。

请根据您家的采暖系统设置合适的出水温度，建

议不要将水温设置太高。比如地暖系统，建议水

温低于 60 度，否则可能对您家的地暖管道造成

损害。

4.5.3 关闭供暖（夏季模式）

图 4.6 关闭供暖（夏季运行）

控制面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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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含义

供暖运行期间的状态显示

S. 0 无供暖需求

S. 1 风机运行

S. 2 循环泵运行

S. 3 点火过程中

S. 4 燃烧器燃烧

S. 5 风机与泵延时运行

S. 6 风机延时运行

S. 7 循环泵延时运行

S. 8 反短时循环模式

S. 31 夏季模式

S. 34 防冻模式

热水运行期间的状态显示

S. 10 有热水需求

S. 14 热水模式燃烧器燃烧

表 4.2 状态代码及其含义（部分）

4 控制面板

您可以在夏季关闭供暖而不中断热水供应。 

• 把用于设置供暖供水温度的旋钮 (1) 左拧到底。

4.5.4 设置室内温控器或气候补偿器

图 4.7 设置室内温控器或气候补偿器

• 根据相应的操作手册设置室内温控器 (1)、气候补偿器或温

控阀 (2)。

4.6 状态显示（供工程师在维护和修理时参考）

图 4.8 状态显示

状态显示提供有关燃气采暖热水炉运行状态的信息。

• 按下 "i" 按钮 (1) 激活状态显示功能。 然后，显示屏 (2) 显

示出状态代码，如 "S. 4" 代表燃烧器运行。 下表 4.2 对最

重要的状态代码做了解释。

在启动阶段，例如熄火后再次启动，则简短显示状态信息 

"S."。

• 再次按下 "i" 按钮 (1) 可把显示屏切换回正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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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故障检修

如果燃气采暖热水炉出现问题，您可以自行检查一下内容：

故障 原因 矫正方法

燃气采暖热水炉不

启动： 没有热水，

供暖系统中止运

行。

燃气管道上的燃气截止阀或燃气采暖热水炉上

的燃气截止阀被关闭。

打开燃气主管上和燃气采暖热水炉上的燃气截止阀

（参阅第 4.2.1 部分）。

冷水阀门被关闭。 打开冷水阀门（参阅第 4.2.1 部分）。

供电故障。

检查相应的自动电路断路器和保险丝工作是否正常，

以及电源插头是否正确插入插座。 供电恢复后燃气

采暖热水炉自动启动。

壁挂式燃气锅炉上的电源开关状态为 "0" = 关。
把电源开关（1，图 4.4）转动到 "I" = 开（参阅第 4.3 

部分）。

用于设置供水温度的旋钮是否转动到最左位

置，即防冻位置（参阅第 4.9 部分）。

如果您使用了外部控制器： 将用于设置供暖供水温度

的旋钮转动到右停止位置。 如果您没有使用外部控

制器： 参阅第 4.5.1 部分。

供暖系统的注水压力不足（参阅第 4.7.1 部分）。给供暖系统补水（参阅第 4.7.4 部分）。

供暖系统中有空气。 请专业技术人员给供暖系统排气。

点火故障。

要进行复位，最多按复位按钮三次。 如果此后燃气

采暖热水炉仍然无法启动，则必须联系授权维修站进

行检查和排除故障。 （参阅第 4.7.2 部分）

生活热水运行模式

无问题；供暖不启

动。

检查外部控制器（如控制器 calorMATIC）设

置是否正确。
正确设置控制器（参阅第 4.5.4 部分）。

表 4.3 故障检修

警示！

不当的维修可导致损害！ 如果您的燃气采暖热水炉在自检后仍然不能正常工作，则必须联系威能售后服务部或

授权代理商来检查和排除故障。

4.7.1 缺水引起的故障

如果供暖系统的注水压力过低，燃气采暖热水炉会自动切

换到“故障”模式。此故障由故障代码 "F.22" （干烧）或 

"F.23" 或 "F.24" 表示。

只有供暖系统中有充足的水时燃气采暖热水炉才能重新启动。

（参见第 4.7.4 部分）

4.7.2 点火故障

如果经过三次尝试燃烧器仍无法成功点火，燃气采暖热水炉

将不启动并切换到“故障”模式。 此故障由显示屏上的故障

代码 "F.28" 或 "F.29" 表示。

显示屏还会显示一个带叉号的火焰符号。

警示！

不适当的维修可导致损害！ 如果您的燃气采暖热

水炉经过三次尝试仍无法启动，则须联系威能售

后服务部或其授权代理商。

控制面板 4

图 4.8 故障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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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

给供暖系统注水时按如下步骤进行（仅 VUW 型）：

• 打开系统的所有散热器（温控阀）阀门。

图 4.10 补水阀

• 缓慢打开注水阀门进行注水，直到显示屏上显示出需要的

系统注水压力。

• 关闭注水阀门。

• 给所有散热器排气。

• 然后检查显示屏上显示的系统压力，如果需要，再次进行

补水。对 VU 系统锅炉供暖系统的注水，要通过外置补水

阀进行。

4.8 关闭燃气采暖热水炉

图 4.11 关闭燃气采暖热水炉

4 控制面板

4.7.3 排烟系统故障

所有 TURBO 系列燃气采暖热水炉均配备有排烟监测部件—

风压开关，如果风机不能正常工作，则燃气采暖热水炉自动

关闭。燃气采暖热水炉的屏幕上显示出 和 符号。

警示！

不当的维修可导致损害！ 如果出现该错误信息，

您必须联系威能售后服务部进行检修。

4.7.4 给燃气采暖热水炉 / 供暖系统注水

图 4.9 检查供暖系统的注水压力

• 燃气采暖热水炉运行前请检查显示屏 (1) 上的系统注水压

力。 要保证供暖系统的稳定运行，在系统冷却时，建议显

示屏上显示的注水压力在 0.1 至 0. 15 MPa 的范围内。 如

果注水压力小于 0.08 MPa，则调试前必须进行补水。

注意！

只有当燃气采暖热水炉连接到电源并接通后，才

具备系统压力显示功能！

警示！

对燃气采暖热水炉造成损坏的危险。

只能使用清洁的自来水为供暖系统补水。

禁止添加防冻和防锈剂等化学品，否则可能导致

密垫和隔板受损，以及在供暖运行时产生噪音。

威能公司对该损害以及因此导致的损害不承担责

任。

在给供暖系统注水和补水时，一般情况下可以使用自来水。 

但在特殊情况中，水质可能不适合给供暖系统注水（高腐蚀

性或碳酸钙含量非常高的水）。 遇到此种情况请联系授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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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电源开关 (1) 转动到 "O" 位置，关闭燃气采暖热水炉。

警示！

只有在燃气采暖热水炉电源开关处于 "I" 位置，

且燃气采暖热水炉没有断电的情况下防冻功能和

监控系统才是有效的。

为确保这些保护装置保持有效，请使用控制器在正常模式下

启动和关停燃气采暖热水炉（参阅相应的操作手册）。

注意！

如果关停时间较长（如度假期间），同时还应关

闭燃气和冷水阀门。

关于这一点请参阅第 4.9 部分有关防冻的说明。

注意！

燃气采暖热水炉交货范围中不包括关断阀。 它们

由供暖工程师在现场安装。 供暖工程师必须向您

说明这些组件的位置及操作。

4.9 防冻

如果在您离家期间供暖系统保持运行且房间得到充分供暖，

则供暖系统和自来水管就会得到充分保护而不会出现结冰现

象。

警示！

只有在燃气采暖热水炉电源开关处于 "I" 位置，

且燃气采暖热水炉没有断电的情况下防冻功能和

监控系统才是有效的。

4.9.1 防冻保护功能

燃气采暖热水炉具备防冻功能：

如果环境温度低于 8℃时，且电源是接通的，则内置水泵开

始循环；

如果环境温度低于 5℃，且电源是接通的，则燃气采暖热水

炉启动并把供暖环路加热到约 30℃。

警示！

整个系统有部分被冰冻的危险。

燃气采暖热水炉虽然又防冻功能，但不能完全保

证整套采暖系统及管道的安全，请确保整个房间

温度高于 5 度。

4.9.2 通过排水防冻

另一个防止供暖系统和燃气采暖热水炉被冰冻的方法是排掉

系统内存留的水。 务必确保系统和燃气采暖热水炉的存水

完全被排放。

建筑物内及燃气采暖热水炉内的所有冷水及热水管线必须同

样进行排水。

请联系供暖工程师。

4.10  维护与客户服务

检查和维护

定期的检查和维护工作可以确保燃气采暖热水炉的长期有效

运行。

危险！

操作不当可能带来财产损害和人身伤害！

不允许对燃气采暖热水炉进行自行维护和修理。

维修工作须由威能售后服务部或其指定代理商完

成。我们建议签订延期维保协议。

若未进行定期的维修保养工作，燃气采暖热水炉

的运行可靠性会受到影响，有可能导致财产损失

或意外事故。

定期维修保养会最大限度保证您的燃气采暖热水炉高效而经

济地运行。

控制面板 4


